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0710554.4

(22)申请日 2018.05.11

(73)专利权人 南京兴陶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211151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陶吴集

镇

(72)发明人 高丹　赵健　

(51)Int.Cl.

B01D 47/02(2006.01)

C02F 9/02(2006.01)

C02F 103/18(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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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挡板式水帘除尘装

置，应用在蒸汽除尘领域中，解决了与蒸汽接触

的水流较少，对蒸汽的过滤净化不足的技术问

题，其技术方案要点包括除尘箱体，分别设于除

尘箱体顶部和底部的进气管和出气管，还包括竖

直设于除尘箱体内壁上的进水管、均匀设于除尘

箱体内壁上矩形储水板以及设于除尘箱体内壁

上的若干个矩形挡板，若干个储水板与挡板之间

形成供蒸汽流通的蛇形通道，若干个储水板远离

进水管一侧均设有出水口；进气管将蒸汽引入除

尘箱体内，蒸汽在蛇形通道中流通，进水管将水

供入储水板中，从储水板的出水口喷出，并注入

蛇形通道中对蒸汽进行过滤沉降，增加与蒸汽接

触的水量，对蒸汽多次过滤，蒸汽可以更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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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挡板式水帘除尘装置，包括除尘箱体(1)，设于除尘箱体(1)顶部的进气管(2)和

设于除尘箱体(1)底部的出气管(3)，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竖直设于除尘箱体(1)内壁上的进

水管(4)、若干个均匀设于除尘箱体(1)内壁上的且与进水管(4)相连通的矩形储水板(5)以

及若干个设于与储水板(5)相对的除尘箱体(1)内壁上的矩形挡板(6)，若干个所述储水板

(5)与若干个挡板(6)之间形成供蒸汽流通的蛇形通道(7)，若干个所述储水板(5)远离进水

管(4)一侧均设有向蛇形通道(7)供水的出水口(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挡板式水帘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水板(5)包括

第一储水板(51)、第二储水板(52)和第三储水板(53)，所述出水口(8)的长度与第一储水板

(51)、第二储水板(52)和第三储水板(53)的长度一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挡板式水帘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储水板

(51)、第二储水板(52)和第三储水板(53)均倾斜向下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挡板式水帘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管(4)上分

别设有用于控制向第一储水板(51)、第二储水板(52)和第三储水板(53)供水的第一水阀

(41)、第二水阀(42)和第三水阀(43)，所述第一水阀(41)、第二水阀(42)和第三水阀(43)分

别置于第一储水板(51)、第二储水板(52)和第三储水板(53)下方。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挡板式水帘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挡板(6)包括第

一挡板(61)、第二挡板(62)和第三挡板(63)，所述第一挡板(61)、第二挡板(62)和第三挡板

(63)分别置于第一储水板(51)、第二储水板(52)和第三储水板(53)下方，所述第一挡板

(61)、第二挡板(62)和第三挡板(63)向下倾斜设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挡板式水帘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除尘箱体(1)位

于出气管(3)的高度以下设有漏斗(9)，所述漏斗(9)包括向下凹陷且中心导流的矩形面板

(91)以及与矩形面板(91)中心相连通的连接管(92)，所述矩形面板(91)四侧与除尘箱体

(1)内壁相接触。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挡板式水帘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漏斗(9)下方设

有蓄水池(10)，所述连接管(92)伸入蓄水池(10)内，所述蓄水池(10)底部侧壁设有第一出

水管(101)。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挡板式水帘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管(92)内并

在蓄水池(10)上方设有净水件(921)，所述净水件(921)包括第一过滤网(9211)、第二过滤

网(9212)以及夹设在第一过滤网(9211)和第二过滤网(9212)间的活性炭吸附层(9213)。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挡板式水帘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出水管

(101)伸出除尘箱体(1)连接有抽水泵(11)，所述抽水泵(11)在其出水口处连接有第二出水

管(12)，所述第二出水管(12)伸入除尘箱体(1)内与进水管(4)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挡板式水帘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气管(3)连接

有二次过滤水塔(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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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挡板式水帘除尘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蒸汽除尘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挡板式水帘除尘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工业生产中，一般采用降水沉降对蒸汽进行洁净，公开号为CN204319954U

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旋风除尘器水封除尘结构，其包括旋风除尘器炉体和底部出渣口，

底部出渣口处设有一个沉降水封装置，沉降水封装置设有两个以上沉降过滤栅格，沉降水

封装置的底部设有清渣刮板，旋风除尘器炉体的底部设有除尘喷淋水管，沉降水封装置还

连接一个沉降过滤池，沉降过滤池中设有循环水泵，循环水泵连接除尘喷淋水管，该装置采

用除尘喷淋水管对蒸汽除尘，但是除尘喷淋水管喷出的水与蒸汽接触较少，对蒸汽中的杂

质过滤效果较差，有待改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挡板式水帘除尘装置。

[0004]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5] 一种挡板式水帘除尘装置，包括除尘箱体，设于除尘箱体顶部的进气管和设于除

尘箱体底部的出气管，还包括竖直设于除尘箱体内壁上的进水管、均匀设于除尘箱体内壁

上的若干个与进水管相连通的矩形储水板以及设于与储水板相对的除尘箱体内壁上的若

干个矩形挡板，所述若干个储水板与若干个挡板之间形成供蒸汽流通的蛇形通道，若干个

所述储水板远离进水管一侧均设有向蛇形通道供水的出水口。

[000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进气管将蒸汽引入除尘箱体内，蒸汽在蛇形通道中流通，

进水管将水供入储水板中，从若干个储水板的出水口喷出，并注入蛇形通道中对蒸汽进行

多次过滤沉降，增加与蒸汽接触的水量，提高过滤蒸汽杂质的效果。

[0007]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储水板包括第一储水板、第二储水板和第三储水

板，所述出水口的长度与储水板的长度一致。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进水管中的水分别从第一储水板、第二储水板和第三储

水板的出水口喷出，出水口的长度与储水板的长度一致，增加向蛇形通道供水量，可以多次

对蒸汽进行过滤，蒸汽更干净。

[000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第一储水板、第二储水板和第三储水板均倾斜向

下设置。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进水管中的水分别从倾斜的第一储水板、第二储水板和

第三储水板的出水口喷出，增加水的势能，沉降除尘效果更好，同时水可以从第二储水板和

第三储水板的上表面完全流入蛇形通道中，不会留有残余。

[001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进水管上分别设有用于控制向第一储水板、第二

储水板和第三储水板供水的第一水阀、第二水阀和第三水阀，所述第一水阀、第二水阀和第

三水阀分别置于第一储水板、第二储水板和第三储水板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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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第一水阀、第二水阀和第三水阀可以根据除尘箱体中的

蒸汽量，灵活调节进水管向第一储水板、第二储水板和第三储水板的供水量，有利于节约水

资源，提高水的利用率。

[001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挡板包括第一挡板、第二挡板和第三挡板，所述第

一挡板、第二挡板和第三挡板分别置于第一储水板、第二储水板和第三储水板下方，所述第

一挡板、第二挡板和第三挡板向下倾斜设置。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储水板上的出水口分别喷向第一挡板、第二挡板和第三

挡板，第一挡板、第二挡板和第三挡板向下倾斜，可以将挡板上表面的水全部流下，且可以

增加水的势能，第一储水板与第一挡板、第一挡板与第二储水板、第二储水板与第二挡板、

第二挡板与第三储水板、第三储水板与第三挡板之间的空隙形成蛇形通道，蒸汽通过蛇形

通道，增加与蒸汽的接触的水量，有效提高过滤的效率和质量。

[0015]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除尘箱体位于出气管的高度以下设有漏斗，所述

漏斗包括向下凹陷且中心导流的矩形面板以及与矩形面板中心相连通的连接管，所述矩形

面板四侧与除尘箱体内壁相接触。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水从第三挡板上流下落在矩形面板上，可以将全部污水

汇入连接管中。

[0017]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漏斗下方设有蓄水池，所述连接管伸入蓄水池内，

所述蓄水池底部侧壁设有第一出水管。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蓄水池可以容纳所有从连接管中流下的水，第一出水管

将水导出蓄水池，可以循环使用水，有利于节约成本，节约水资源。

[001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连接管内并在蓄水池上方设有净水件，所述净水

件包括第一过滤网、第二过滤网以及夹设在第一过滤网和第二过滤网间的活性炭吸附层。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第一过滤网、第二过滤网和活性炭吸附层分别将汇入蓄

水池中的污水层层过滤，可以将水循环利用，节约水资源。

[002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第一出水管伸出除尘箱体连接有抽水泵，所述抽

水泵在其出水口处连接有第二出水管，所述第二出水管伸入除尘箱体内与进水管连接。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抽水泵通过第一出水管将过滤过的水抽出，再用第二出

水管将水送入进水管中，对水进行循环利用，节约水资源。

[002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出气管连接有二次过滤水塔。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第一次净化的蒸汽再送入二次过滤水塔中，对蒸汽二

次净化，提高蒸汽的洁净程度，避免蒸汽中的杂质对后续工序造成影响。

[0025]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6] 1、第一储水板与第一挡板、第一挡板与第二储水板、第二储水板与第二挡板、第二

挡板与第三储水板、第三储水板与第三挡板之间的空隙形成蛇形通道，水分别从第一储水

板、第二储水板和第三储水板的出水口喷向第一挡板、第二挡板和第三挡板，水再从第一挡

板、第二挡板和第三挡板流向第二储水板、第三储水板和矩形面板，形成六道水帘，蒸汽通

过六道水帘，具有较好的净化效果，有效提高过滤蒸汽的效率和质量；

[0027] 2、将第一储水板、第二储水板和第三储水板和第一挡板、第二挡板和第三挡板倾

斜设置，可以增加水的势能，且水可以完全从第二储水板、第三储水板、第一挡板、第二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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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三挡板上表面完全流入通道中，避免在储水板和挡板的上表面留有残余，提高水的利

用率；

[0028] 3、漏斗可以将过滤蒸汽的污水全部收集起来，经过连接管中的净水件进行过滤，

汇入蓄水池中，通过抽水泵将蓄水池中的水抽出再送入进水管中，可以循环利用水，可以节

约水资源。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实施例1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是体现实施例1除尘箱体内部结构的示意图；

[0031] 图3是体现储水板、挡板和蛇形通道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4是体现实施例1的储水板、挡板、进水管、水阀和蛇形通道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5是体现漏斗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6是体现净水件的剖视图；

[0035] 图7是体现图6中A部的放大图；

[0036] 图8是体现抽水泵的抽水和供水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中：1、除尘箱体；2、进气管；3、出气管；4、进水管；41、第一水阀；42、第二水阀；

43、第三水阀；5、储水板；51、第一储水板；52、第二储水板；53、第三储水板；6、挡板；61、第一

挡板；62、第二挡板；63、第三挡板；7、蛇形通道；8、出水口；9、漏斗；91、矩形面板；92、连接

管；921、净水件；9211、第一过滤网；9212、第二过滤网；9213、活性炭吸附层；10、蓄水池；

101、第一出水管；11、抽水泵；12、第二出水管；13、二次过滤水塔。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9] 实施例一：

[0040] 参考图1，一种挡板式水帘除尘装置，包括除尘箱体1，与除尘箱体1顶部固定连接

的进气管2，与除尘箱体1底部固定连接的出气管3，出气管3连接有二次过滤水塔13。

[0041] 参考图2，装置还包括竖直固定装在除尘箱体1内壁上的进水管4，若干个均匀装在

除尘箱体1内壁上且与进水管4相连通的矩形储水板5，若干个均匀设于与储水板5相对的除

尘箱体1内壁上的矩形挡板6，挡板6处于储水板5下方，以及若干个储水板5远离进水管一侧

且向蛇形通道7（图3）供水的出水口8。

[0042] 参考图3，储水板5包括向下倾斜的第一储水板51、第二储水板52和第三储水板53，

挡板6包括向下倾斜的第一挡板61、第二挡板62和第三挡板63，第一挡板61、第二挡板62和

第三挡板63分别固定装在第一储水板51、第二储水板52和第三储水板53下方，储水板5与挡

板6之间形成的蛇形通道7。

[0043] 工作原理：第一储水板51与第一挡板61、第一挡板61与第二储水板52、第二储水板

52与第二挡板62、第二挡板62与第三储水板53、第三储水板53与第三挡板63之间的空隙形

成蛇形通道7，进水管4将水分别注入倾斜的第一储水板51、第二储水板52和第三储水板53

中，水再从出水口8分别喷向倾斜的第一挡板61、第二挡板62和第三挡板63，第一挡板61、第

二挡板62和第三挡板63将水分别导向第二储水板52、第三储水板53和漏斗9，形成六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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帘，蒸汽经过6次过滤沉降，增加与蒸汽接触的水量，蒸汽更加洁净。

[0044] 参考图4，进水管4上分别装有用于向储水板5（图3）供水的第一水阀41、第二水阀

42和第三水阀43，第一水阀41、第二水阀42和第三水阀43分别置于第一储水板51、第二储水

板52和第三储水板53下方，第一储水板51、第二储水板52和第三储水板53远离进水管4一侧

分别开设有与其长度一致的出水口8；操作者可以根据除尘箱体1（图1）内的蒸汽量来控制

第一水阀41、第二水阀42和第三水阀43向第一储水板51、第二储水板52和第三储水板53供

水。

[0045] 参考图5，除尘箱体1（图1）位于出气管3的高度以下装有漏斗9，漏斗9包括向下凹

陷且中心导流的矩形面板91和与矩形面板91中心连通的连接管92，矩形面板91四侧与除尘

箱体1内壁连接，连接管92下方设有蓄水池10；水从第三挡板63上表面流下，注入漏斗9的矩

形面板91中，最后汇入连接管92中。

[0046] 参考图6和图7，连接管92内并在蓄水池10上方装有净水件921，净水件921包括第

一过滤网9211、第二过滤网9212以及夹装在第一过滤网9211和第二过滤网9212间的活性炭

吸附层9213；从连接管92流下的污水，经过净水件921过滤，汇入蓄水池10中。

[0047] 参考图8，蓄水池10固定连接有第一出水管101，第一出水管101与抽水泵11固定连

接，抽水泵11的出水口与第二出水管12固定连接，第二出水管12伸入除尘箱体1（图1）内与

进水管4连接；抽水泵11通过第一出水管101将蓄水池10中的水抽出，再通过第二出水管12

送入进水管4中。

[0048] 工作原理：进气管2将蒸汽引入除尘箱体1中，蒸汽从蛇形通道7中通过，经过水帘

过滤沉降，最后从出气管3流出，流向二次过滤水塔13，进行再次过滤。

[0049]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本领

域技术人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

只要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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