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434635.5

(22)申请日 2019.05.23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327570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10.15

(73)专利权人 诸暨市秀珠建材有限公司

地址 311800 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安华镇

安华村

(72)发明人 林荣东　

(74)专利代理机构 福州顺升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5242

代理人 陈为志

(51)Int.Cl.

A62C 31/00(2006.01)

A62C 31/28(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7640845 U,2018.07.24

CN 204234426 U,2015.04.01

CN 208799710 U,2019.04.30

KR 101666036 B1,2016.10.14

CN 208799710 U,2019.04.30

EP 3338863 A1,2018.06.27

CN 107320889 A,2017.11.07

CN 206334239 U,2017.07.18

CN 204932664 U,2016.01.06

CN 207368404 U,2018.05.15

CN 1769257 A,2006.05.10

CN 2197106 Y,1995.05.17

CN 201384811 Y,2010.01.20

审查员 李艳阳

 

(54)发明名称

一种半自动式消防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半自动式消防设备，其结

构包括转换底座、炮头、转换头、储液箱、进液管、

消沫器，储液箱顶端面正中间安装有转换底座，

转换底座两侧通过转换头设有炮头，两个炮头呈

对称分布，炮头末端安装有消沫器，炮头末端的

端口为出水口，消沫器主要有套架和偏心消沫刀

组成，套架和炮头末端活动卡合，套架内部正中

间安装偏心消沫刀，本发明主要通过套架、偏心

消沫刀的灵活拆用，一方面扩散泡液状的灭火试

剂使用范围，提高灭火效果，另一方面，在清洗

时，刮除炮头处的泡沫，避免因为泡沫的存在，导

致清洗完毕后滴液不干净，在温度降低后结冰导

致设备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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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半自动式消防设备，其结构包括转换底座（1）、炮头（2）、转换头（3）、储液箱（4）、

进液管（5）、消沫器（6），所述储液箱（4）顶端面正中间安装有转换底座（1），所述转换底座

（1）两侧通过转换头（3）设有炮头（2），两个炮头（2）呈对称分布，所述炮头（2）末端安装有消

沫器（6），所述炮头（2）末端的端口为出水口，其特征在于：

所述消沫器（6）主要有套架（a）和偏心消沫刀（b）组成，所述套架（a）和炮头（2）末端活

动卡合，所述套架（a）内部正中间安装偏心消沫刀（b）；

所述套架（a）由环形凸起（7）、环形壳体（8）、桁架（9）、安装孔（10）、活动固定柱（11）组

成，所述环形壳体（8）两端开口开放，所述环形壳体（8）其中一端正中间安装有一根桁架

（9），所述桁架（9）正中心开有一个安装孔（10），安装孔（10）中配有一根活动固定柱（11），所

述环形壳体（8）远离桁架（9）的另一端内壁设有一个环形凸起（7），所述环形凸起（7）和炮头

（2）上的卡槽活动配合；

所述活动固定柱（11）由顶板（111）、节柱（112）、底盘（113）组成，所述底盘（113）底面正

中间垂直焊接有节柱（112），所述节柱（112）末端设有顶板（111），所述节柱（112）上设有两

个以上的卡口，卡口内宽外窄；

所述偏心消沫刀（b）由刀环（b1）、圆孔（b2）、刀片（b3）组成，所述刀环（b1）外表面设有

两个刀片（b3），所述刀片（b3）上设有两个以上的圆孔（b2），两个刀片（b3）的长度不同，宽度

相同，所述刀片（b3）两侧的厚薄不同。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0327570 B

2



一种半自动式消防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消防装置领域，尤其是涉及到一种半自动式消防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在消防灭火系统中包括消防炮、供水系统、控制阀、消防栓等设备，在易燃、易爆的

化工企业、油罐区，港口码头、仓库等场所，需要安装远距离扑灭火灾和冷却的泡沫-水两用

炮，可喷射水，3％和6％水成膜泡沫液(AFFF)又可喷射YE363％和6％的蛋白泡沫灭火剂(、

YE)或氟蛋白泡沫灭火剂等，每次使用完毕后都需要通过清水清理炮体，因为消防炮在使用

完毕后泡沫残留，因此在清洗炮体的时候总会因为有泡沫的存在导致水无法沥干净，在温

度较低的地区，没有滴干净的水，就会因为水结冰被动坏。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是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半自动式消防

设备，其结构包括转换底座、炮头、转换头、储液箱、进液管、消沫器，所述储液箱顶端面正中

间安装有转换底座，所述转换底座两侧通过转换头设有炮头，两个炮头呈对称分布，所述炮

头末端安装有消沫器，所述炮头末端的端口为出水口。

[0004] 所述消沫器主要有套架和偏心消沫刀组成，所述套架和炮头末端活动卡合，所述

套架内部正中间安装偏心消沫刀。

[0005]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套架由环形凸起、环形壳体、桁架、安装孔、活

动固定柱组成，所述环形壳体两端开口开放，所述环形壳体其中一端正中间安装有一根桁

架，所述桁架两端与环形壳体内壁水平相焊接，所述桁架长度与环形壳体的内直径等长，所

述桁架正中心开有一个安装孔，安装孔中配有一根活动固定柱，所述环形壳体远离桁架的

另一端内壁设有一个环形凸起，所述环形凸起和炮头上的卡槽活动配合。

[0006]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活动固定柱由顶板、节柱、底盘组成，所述底

盘底面正中间垂直焊接有节柱，所述节柱末端螺纹连接有顶板，

[0007]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节柱上设有两个以上的卡口，卡口内宽外窄，

在偏心消沫刀安装后，节柱能够在桁架上下移动调节高度，不易发生相对滑动。

[0008]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偏心消沫刀由刀环、圆孔、刀片组成，所述刀

环外表面设有两个刀片，两个刀片呈对称分布，所述刀片上设有两个以上的圆孔，这些圆孔

成均匀等距分布，所述刀片为弧形结构。

[0009]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两个刀片的长度不同，宽度相同。

[0010]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刀片两侧的厚薄不同。

[0011] 有益效果

[0012] 本发明一种半自动式消防设备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0013] 1 .本发明通过未安装偏心消沫刀的套架时，泡液混合的灭火剂从炮头喷洒出来，

被套架上的桁架分开成两股流体向四周散开，从而增加扩散范围，增强灭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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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2.本发明套架和偏心消沫刀共同配合，在用清水清洗炮头时，清洗完的水流冲击

偏心消沫刀弧形凹口，让其不断旋转，利用来去除炮头出口处的泡沫。

[0015] 3.本发明偏心消沫刀的两个刀片长度不同，质量不同，在排出洗涤水的时候，因为

重力不同和受到水流的冲击强度不同，能够进行不断旋转，进一步地提高泡沫清除效果。

[0016] 4.本发明的两个刀片两侧厚薄不同，较薄的那一侧与泡沫接触的时候，受到的阻

力小，也更容易刺破泡沫，更进一歩地提高泡沫的清除效果。

附图说明

[0017] 通过阅读参照以下附图对非限制性实施例所作的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其它特征、

目的和优点将会变得更明显：

[0018] 图1为本发明一种半自动式消防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消沫器的平面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消沫器的局部平面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套架的局部结构立体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活动固定柱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偏心消沫刀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中：转换底座1、炮头2、转换头3、储液箱4、进液管5、消沫器6、套架a、偏心消沫刀

b、环形凸起7、环形壳体8、桁架9、安装孔10、活动固定柱11、顶板111、节柱112、底盘113、刀

环b1、圆孔b2、刀片b3。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

具体实施方式以及附图说明，进一步阐述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案。

[0026] 实施例

[0027] 请参阅图1-图6，本发明提供一种半自动式消防设备，其结构包括转换底座1、炮头

2、转换头3、储液箱4、进液管5、消沫器6，所述储液箱4顶端面正中间安装有转换底座1，所述

转换底座1两侧通过转换头3设有炮头2，两个炮头2呈对称分布，所述炮头2末端安装有消沫

器6，所述炮头2末端的端口为出水口。

[0028] 所述消沫器6主要有套架a和偏心消沫刀b组成，所述套架a和炮头2末端活动卡合，

所述套架a内部正中间安装偏心消沫刀b。

[0029] 所述套架a由环形凸起7、环形壳体8、桁架9、安装孔10、活动固定柱11组成，所述环

形壳体8两端开口开放，所述环形壳体8其中一端正中间安装有一根桁架9，所述桁架9两端

与环形壳体8内壁水平相焊接，所述桁架9长度与环形壳体8的内直径等长，所述桁架9正中

心开有一个安装孔10，安装孔10中配有一根活动固定柱11，所述环形壳体8远离桁架9的另

一端内壁设有一个环形凸起7，所述环形凸起7和炮头2上的卡槽活动配合。

[0030] 所述活动固定柱11由顶板111、节柱112、底盘113组成，所述底盘113底面正中间垂

直焊接有节柱112，所述节柱112末端螺纹连接有顶板111，

[0031] 所述节柱112上设有两个以上的卡口，卡口内宽外窄，在偏心消沫刀b安装后，节柱

112能够在桁架9上下移动调节高度，不易发生相对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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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所述偏心消沫刀b由刀环b1、圆孔b2、刀片b3组成，所述刀环b1外表面设有两个刀

片b3，两个刀片b3呈对称分布，所述刀片b3上设有两个以上的圆孔b2，这些圆孔b2成均匀等

距分布，所述刀片b3为弧形结构。

[0033] 两个刀片b3的长度不同，宽度相同，导致的二者的重量不同，其中重的那个刀片在

没有水流的冲击下会自动下沉，刮除炮头2出水口的泡沫。

[0034] 所述刀片b3两侧的厚薄不同，一方面在刮除泡沫的时候，受到的阻力会比较小，能

够轻松地刮除泡沫，另一方面，薄的那端也能更好地打碎泡沫，进一步提高泡沫刮除效果。

[0035] 将套架a套在炮头2末端，环形凸起7与炮头2活动卡合，混合后的泡液混合液体从

炮头2的出口处喷射而出进行灭火时，这些液体被桁架9分开成两股流体向四周散开，从而

增加扩散范围，从而增强灭火的效果，使用完毕后，注入清水清洗设备，洗涤后的液体也是

从炮头2排出，炮头2中因为使用问题，内部含有泡沫，可将偏心消沫刀b套在节柱112上，让

节柱112套在桁架9的安装孔10上，还通过卡口调节偏心消沫刀b的活动范围，而后采用顶板

111进行螺纹固定，当洗涤水冲击偏心消沫刀b的弧形凹口，以水流为动力，让其不断地转

动，上面设置的圆孔b2不断去除水中的泡沫，保证水流顺畅，且在这个过程中，两侧厚薄不

同的刀片b3，在与泡沫接触的时候，受到的阻力小，也更容易刺破泡沫，更进一歩地提高泡

沫的清除效果，洗涤水的水流逐渐减小后，因为两个刀片b3长度不同，质量不同，也会因为

重力的原因下沉转动半圈，保证炮头2出水处无泡沫，滴液干净。

[0036] 本发明解决的问题是每次使用完毕后都需要通过清水清理炮体，因为消防炮在使

用完毕后泡沫残留，因此在清洗炮体的时候总会因为有泡沫的存在导致水无法沥干净，在

温度较低的地区，没有滴干净的水，就会因为水结冰被动，本发明通过上述部件的互相组

合，本发明主要通过套架a、偏心消沫刀b的灵活拆用，一方面扩散泡液状的灭火试剂使用范

围，提高灭火效果，另一方面，在清洗时，刮除炮头2处的泡沫，避免因为泡沫的存在，导致清

洗完毕后滴液不干净，在温度降低后结冰导致设备损坏。

[0037]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或基本特征的前提下，不仅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

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因此本发

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同物界定，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

[0038]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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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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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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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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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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