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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转炉三次除尘系统用固定式屋顶密闭

吸尘罩

(57)摘要

本发明适用于吸尘罩设备技术领域，提供了

一种转炉三次除尘系统用固定式屋顶密闭吸尘

罩，包括有屋顶本体，所述屋顶本体底端焊接连

接有屋顶钢架，且屋顶钢架表面固定连接有屋内

吸尘罩。本发明中，通过多目过滤网可以将其气

体内的较大颗粒杂质进行过滤，使其废气在后期

清洁的更为快速，降低后期过滤工作的成本，电

动机能够带动着清洁刷在多目过滤网表面刮蹭，

防止堵塞造成气体无法通过的情况，同时带动着

扇叶转动，能够加速屋顶吸尘罩内的气体流速，

通过屋顶吸尘罩内安装的粉尘传感器，可以监测

屋顶吸尘罩内的粉尘量，PLC控制板内预设的程

序控制电动机停止作业，使其车间无粉尘时，电

器停止作业，可以节约用电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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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转炉三次除尘系统用固定式屋顶密闭吸尘罩，包括有屋顶本体(1)，其特征在

于：所述屋顶本体(1)底端焊接连接有屋顶钢架(2)，且屋顶钢架(2)表面固定连接有屋内吸

尘罩(3)，所述屋顶钢架(2)顶端固定连接有屋顶吸尘罩(4)，且屋顶吸尘罩(4)顶端一侧嵌

合连接有连接管(5)，并且连接管(5)内部套接安装有外接管(6)，所述屋顶吸尘罩(4)内壁

底端固定连接有粉尘传感器(7)，且屋顶吸尘罩(4)内壁一侧固定连接有PLC控制板(8)，所

述屋顶吸尘罩(4)内部安装有滤尘机构(9)，且滤尘机构(9)内部包括有与屋顶吸尘罩(4)内

部焊接连接的锥形筒(901)，所述锥形筒(901)内壁两侧焊接连接有连接杆(902)，且两个连

接杆(902)之间焊接连接有连接板(903)，所述连接板(903)顶端固定安装有第一轴承

(904)，且第一轴承(904)顶端转动连接有L型板(905)，所述连接板(903)底端嵌合连接有电

动机(906)，且电动机(906)穿过连接板(903)与第一轴承(904)固定连接，所述L型板(905)

表面焊接连接有扇叶(907)，且L型板(905)顶端焊接连接有多个复位弹簧(908)，所述复位

弹簧(908)顶端固定连接有清洁刷(909)，且清洁刷(909)顶端活动连接有多目过滤网

(9010)，并且多目过滤网(9010)与屋顶吸尘罩(4)内壁焊接连接，所述屋顶吸尘罩(4)一侧

安装有闭合机构(10)，所述连接管(5)与外接管(6)之间安装有密封机构(11)，所述屋内吸

尘罩(3)底端安装有升降机构(12)。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转炉三次除尘系统用固定式屋顶密闭吸尘罩，其特征在于：

所述多目过滤网(9010)与锥形筒(901)输出端呈平行状，所述L型板(905)通过第一轴承

(904)与电动机(906)构成传动结构。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转炉三次除尘系统用固定式屋顶密闭吸尘罩，其特征在于：

所述闭合机构(10)内部包括有屋顶吸尘罩(4)一侧开设的通槽(1001)，且通槽(1001)表面

贴合连接有密封胶板(1002)，并且密封胶板(1002)通过铰链与屋顶吸尘罩(4)一侧固定连

接，所述屋顶吸尘罩(4)表面固定安装有第二轴承(1003)，且第二轴承(1003)表面转动连接

有托板(1004)，所述托板(1004)内部螺纹连接有手拧螺栓(1005)，且手拧螺栓(1005)底端

固定连接有压板(1006)。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转炉三次除尘系统用固定式屋顶密闭吸尘罩，其特征在于：

所述压板(1006)与密封胶板(1002)活动连接，所述托板(1004)通过第二轴承(1003)与屋顶

吸尘罩(4)构成旋转结构。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转炉三次除尘系统用固定式屋顶密闭吸尘罩，其特征在于：

所述密封机构(11)内部包括有与连接管(5)表面焊接连接的支撑板(1101)，且支撑板

(1101)内部嵌合连接有导向管(1102)，所述导向管(1102)内部螺纹连接有螺纹杆(1103)，

且螺纹杆(1103)一端固定连接有夹板(1104)，所述外接管(6)表面活动套接有密封胶圈

(1105)，且密封胶圈(1105)与连接管(5)一侧活动连接。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转炉三次除尘系统用固定式屋顶密闭吸尘罩，其特征在于：

所述密封胶圈(1105)与夹板(1104)活动套接，且夹板(1104)通过螺纹杆(1103)与导向管

(1102)构成伸缩结构。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转炉三次除尘系统用固定式屋顶密闭吸尘罩，其特征在于：

所述升降机构(12)内部包括有与屋内吸尘罩(3)底端固定连接的弹簧管(1201)，且弹簧管

(1201)底端固定连接有环形板(1202)，所述屋内吸尘罩(3)内壁两侧固定连接有承载板

(1203)，且承载板(1203)底端固定连接有电动伸缩杆(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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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转炉三次除尘系统用固定式屋顶密闭吸尘罩，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动伸缩杆(1204)与环形板(1202)内壁固定连接，所述弹簧管(1201)通过环形板

(1202)、电动伸缩杆(1204)与承载板(1203)构成伸缩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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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转炉三次除尘系统用固定式屋顶密闭吸尘罩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吸尘罩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转炉三次除尘系统用固定式屋顶

密闭吸尘罩。

背景技术

[0002] 炼钢转炉车间转炉在冶炼过程中以及加料过程中，精炼炉和验包，在生产过程中

的加料、兑铁水以及吹炼等环节均有烟尘外逸。另外铁水包在转运过程也有大量烟尘散发，

烟气飘散在车间内造成车间内部环境污染，且随着烟尘上升通过车间顶部天窗散发，在转

炉车间顶部形成红色烟柱，严重污染环境并给企业形象造成损害，单依靠原有的二次除尘

无法将散发出来的烟尘收集干净，因此为治理污染需在车间顶部安装三次除尘系统。

[0003] 现有采用的是车间内顶部加装吸尘罩，但是此类吸尘罩体积大，占据车间内部顶

部空间大，影响行车的来回移动，且吸尘效果差，吸入的烟尘颗粒多，易堆积在吸尘罩内，造

成堵塞，不具备防堵塞的功能。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转炉三次除尘系统用固定式屋顶密闭吸尘罩，旨在解决现有的车

间内顶部加装吸尘罩，体积大，占据车间内部顶部空间大，影响行车的来回移动，且吸尘效

果差，吸入的烟尘颗粒多，易堆积在吸尘罩内，造成堵塞，不具备防堵塞的功能的问题。

[0005]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一种转炉三次除尘系统用固定式屋顶密闭吸尘罩，包括有

屋顶本体，所述屋顶本体底端焊接连接有屋顶钢架，且屋顶钢架表面固定连接有屋内吸尘

罩，所述屋顶钢架顶端固定连接有屋顶吸尘罩，且屋顶吸尘罩顶端一侧嵌合连接有连接管，

并且连接管内部套接安装有外接管，所述屋顶吸尘罩内壁底端固定连接有粉尘传感器，且

屋顶吸尘罩内壁一侧固定连接有PLC控制板，所述屋顶吸尘罩内部安装有滤尘机构，且滤尘

机构内部包括有与屋顶吸尘罩内部焊接连接的锥形筒，所述锥形筒内壁两侧焊接连接有连

接杆，且两个连接杆之间焊接连接有连接板，所述连接板顶端固定安装有第一轴承，且第一

轴承顶端转动连接有L型板，所述连接板底端嵌合连接有电动机，且电动机穿过连接板与第

一轴承固定连接，所述L型板表面焊接连接有扇叶，且L型板顶端焊接连接有多个复位弹簧，

所述复位弹簧顶端固定连接有清洁刷，且清洁刷顶端活动连接有多目过滤网，并且多目过

滤网与屋顶吸尘罩内壁焊接连接，所述屋顶吸尘罩一侧安装有闭合机构，所述连接管与外

接管之间安装有密封机构，所述屋内吸尘罩底端安装有升降机构。

[0006] 优选的，所述多目过滤网与锥形筒输出端呈平行状，所述L型板通过第一轴承与电

动机构成传动结构。

[0007] 优选的，所述闭合机构内部包括有屋顶吸尘罩一侧开设的通槽，且通槽表面贴合

连接有密封胶板，并且密封胶板通过铰链与屋顶吸尘罩一侧固定连接，所述屋顶吸尘罩表

面固定安装有第二轴承，且第二轴承表面转动连接有托板，所述托板内部螺纹连接有手拧

螺栓，且手拧螺栓底端固定连接有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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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优选的，所述压板与密封胶板活动连接，所述托板通过第二轴承与屋顶吸尘罩构

成旋转结构。

[0009] 优选的，所述密封机构内部包括有与连接管表面焊接连接的支撑板，且支撑板内

部嵌合连接有导向管，所述导向管内部螺纹连接有螺纹杆，且螺纹杆一端固定连接有夹板，

所述外接管表面活动套接有密封胶圈，且密封胶圈与连接管一侧活动连接。

[0010] 优选的，所述密封胶圈与夹板活动套接，且夹板通过螺纹杆与导向管构成伸缩结

构。

[0011] 优选的，所述升降机构内部包括有与屋内吸尘罩底端固定连接的弹簧管，且弹簧

管底端固定连接有环形板，所述屋内吸尘罩内壁两侧固定连接有承载板，且承载板底端固

定连接有电动伸缩杆。

[0012] 优选的，所述电动伸缩杆与环形板内壁固定连接，所述弹簧管通过环形板、电动伸

缩杆与承载板构成伸缩结构。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4] 1、本发明中，在滤尘机构的作用下，通过屋顶吸尘罩内的多目过滤网，可以将其气

体内的较大颗粒杂质进行过滤，使其废气在后期过滤装置内清洁的更为快速，降低后期过

滤工作的成本，防止烟尘颗粒堵塞装置内部，电动机通过L型板能够带动着清洁刷在多目过

滤网表面刮蹭，对其进行清洁，防止堵塞造成气体无法通过的情况，保障装置的正常通气使

用，L型板同时带动着扇叶转动，能够加速屋顶吸尘罩内的气体流速，提高装置的吸气效率，

通过屋顶吸尘罩内安装的粉尘传感器，可以监测屋顶吸尘罩内的粉尘量，并将监测数值传

递给PLC控制板，当传递的粉尘数值低于PLC控制板预设值时，PLC控制板内预设的程序控制

电动机停止作业，使其车间无粉尘时，电器停止作业，可以节约用电成本。

[0015] 2、本发明中，在闭合机构的作用下，通过转动手拧螺栓，可以带动着压板伸缩移

动，挤压或松开屋顶吸尘罩表面的密封胶板，能够快速的密封或露出屋顶吸尘罩的通槽处，

通过通槽便于工作人员对其屋顶吸尘罩内的工件进行检修维护，并便于对锥形筒两侧堆积

的灰尘进行清理。

[0016] 3、本发明中，在密封机构的作用下，通过转动夹板，可以使其一侧的螺纹杆在导向

管内伸缩移动，挤压密封胶圈，使其密封胶圈能够紧密的贴合在连接管与外接管的连接处，

对其连接缝隙堵住密封，防止粉尘泄漏，提高管体连接的密封性。

[0017] 4、本发明中，在升降机构的作用下，电动伸缩杆通过连接线与PLC控制板连接，通

过PLC控制板内预设的程序，可以控制电动伸缩杆伸缩移动，电动伸缩杆能够带动着弹簧管

伸缩移动，通过弹簧管可以调节吸尘罩的进气口位置，使其能够更为靠近粉尘处，提高粉尘

的吸入效率，且当装置在不使用时，PLC控制板控制电动伸缩杆复位移动，使其弹簧管向屋

内吸尘罩处移动，降低屋内吸尘罩的占用面积，保证车间内部行车能够自由的移动。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中滤尘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中闭合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中密封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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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图5为本发明中密封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中PLC控制板的电路示意图。

[0024] 图中：1、屋顶本体；2、屋顶钢架；3、屋内吸尘罩；4、屋顶吸尘罩；5、连接管；6、外接

管；7、粉尘传感器；8、PLC控制板；9、滤尘机构；901、锥形筒；902、连接杆；903、连接板；904、

第一轴承；905、L型板；906、电动机；907、扇叶；908、复位弹簧；909、清洁刷；9010、多目过滤

网；10、闭合机构；1001、通槽；1002、密封胶板；1003、第二轴承；1004、托板；1005、手拧螺栓；

1006、压板；11、密封机构；1101、支撑板；1102、导向管；1103、螺纹杆；1104、夹板；1105、密封

胶圈；12、升降机构；1201、弹簧管；1202、环形板；1203、承载板；1204、电动伸缩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6] 请参阅图1‑6，本发明提供一种转炉三次除尘系统用固定式屋顶密闭吸尘罩，包括

有屋顶本体1，屋顶本体1底端焊接连接有屋顶钢架2，且屋顶钢架2表面固定连接有屋内吸

尘罩3，屋顶钢架2顶端固定连接有屋顶吸尘罩4，且屋顶吸尘罩4顶端一侧嵌合连接有连接

管5，并且连接管5内部套接安装有外接管6，屋顶吸尘罩4内壁底端固定连接有粉尘传感器

7，且屋顶吸尘罩4内壁一侧固定连接有PLC控制板8，屋顶吸尘罩4内部安装有滤尘机构9，且

滤尘机构9内部包括有与屋顶吸尘罩4内部焊接连接的锥形筒901，锥形筒901内壁两侧焊接

连接有连接杆902，且两个连接杆902之间焊接连接有连接板903，连接板903顶端固定安装

有第一轴承904，且第一轴承904顶端转动连接有L型板905，连接板903底端嵌合连接有电动

机906，且电动机906穿过连接板903与第一轴承904固定连接，L型板905表面焊接连接有扇

叶907，且L型板905顶端焊接连接有多个复位弹簧908，复位弹簧908顶端固定连接有清洁刷

909，且清洁刷909顶端活动连接有多目过滤网9010，并且多目过滤网9010与屋顶吸尘罩4内

壁焊接连接，屋顶吸尘罩4一侧安装有闭合机构10，连接管5与外接管6之间安装有密封机构

11，屋内吸尘罩3底端安装有升降机构12。

[0027] 在本实施方式中，粉尘传感器7，是内置滤膜在线采样器的微电脑激光粉尘仪，在

连续监测粉尘浓度的同时，可收集到颗粒物，以便对其成份进行分析，并求出质量浓度转换

系数K值，可直读粉尘质量浓度(mg/m)，具有PM10、PM5、PM2.5、PM1.0及TSP切割器供选择，仪

器采用了强力抽气泵，使其适合对可吸入尘PM2.5进行监测，通过连接线与PLC控制板8连

接，可以将检测粉尘数值传递给PLC控制板8，PLC控制板8是一种电路板，其运用的范围虽不

如电路板来的宽泛，但却比普通的电路板来的智能、自动化，是能起到控制作用的电路板，

可称为控制板，内置控制程序，与电动机906的外接电源串联，可以控制电动机906作业与停

止，电动机906可以带动着清洁刷909在多目过滤网9010表面转动刮蹭，屋内吸尘罩3内壁固

定安装有增速板，使其屋内吸尘罩3输入端呈喇叭状，能够保证在热气流在上升的过程中提

速。

[0028] 进一步的，多目过滤网9010与锥形筒901输出端呈平行状，L型板905通过第一轴承

904与电动机906构成传动结构。

[0029] 在本实施方式中，多目过滤网9010能够对气体内的较大颗粒杂质进行过滤，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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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通过，杂质颗粒堆积在多目过滤网9010的表面，清洁刷909在刮蹭多目过滤网9010时，

使其表面的灰尘掉入锥形筒901与屋顶吸尘罩4的连接处。

[0030] 进一步的，闭合机构10内部包括有屋顶吸尘罩4一侧开设的通槽1001，且通槽1001

表面贴合连接有密封胶板1002，并且密封胶板1002通过铰链与屋顶吸尘罩4一侧固定连接，

屋顶吸尘罩4表面固定安装有第二轴承1003，且第二轴承1003表面转动连接有托板1004，托

板1004内部螺纹连接有手拧螺栓1005，且手拧螺栓1005底端固定连接有压板1006。

[0031] 在本实施方式中，通槽1001开设有一定尺寸，使其工作人员可以进入屋顶吸尘罩4

内，对其内部的工件进行检修维护，并可以对其锥形筒901表面收集的灰尘进行清理，密封

胶板1002通过铰链可以翻转，露出或堵住通槽1001。

[0032] 进一步的，压板1006与密封胶板1002活动连接，托板1004通过第二轴承1003与屋

顶吸尘罩4构成旋转结构。

[0033] 在本实施方式中，转动手拧螺栓1005，可以带动着压板1006升降移动，挤压或松开

密封胶板1002，能够使其密封胶板1002与通槽1001之间紧密贴合，使其密封，防止泄气。

[0034] 进一步的，密封机构11内部包括有与连接管5表面焊接连接的支撑板1101，且支撑

板1101内部嵌合连接有导向管1102，导向管1102内部螺纹连接有螺纹杆1103，且螺纹杆

1103一端固定连接有夹板1104，外接管6表面活动套接有密封胶圈1105，且密封胶圈1105与

连接管5一侧活动连接。

[0035] 在本实施方式中，外接管6与外界佩机连接，可以将收集的废气导入滤气设备内，

密封胶圈1105的内直径尺寸与外接管6表面直径相同，可以在其外接管6表面拉动，通过密

封胶圈1105可以堵住外接管6与连接管5的连接处。

[0036] 进一步的，密封胶圈1105与夹板1104活动套接，且夹板1104通过螺纹杆1103与导

向管1102构成伸缩结构。

[0037] 在本实施方式中，通过转动夹板1104，可以挤压着密封胶圈1105，使其能够紧密的

堵住密封外接管6与连接管5的连接处，防止连接处出现泄气。

[0038] 进一步的，升降机构12内部包括有与屋内吸尘罩3底端固定连接的弹簧管1201，且

弹簧管1201底端固定连接有环形板1202，屋内吸尘罩3内壁两侧固定连接有承载板1203，且

承载板1203底端固定连接有电动伸缩杆1204。

[0039] 在本实施方式中，电动伸缩杆1204可以带动着弹簧管1201伸缩移动，改变弹簧管

1201的长度，使其能够靠近粉尘处。

[0040] 进一步的，电动伸缩杆1204与环形板1202内壁固定连接，弹簧管1201通过环形板

1202、电动伸缩杆1204与承载板1203构成伸缩结构。

[0041] 在本实施方式中，通过电动伸缩杆1204带动着弹簧管1201收缩时，可以改变屋内

吸尘罩3与弹簧管1201的占用面积，防止阻挡车间行车的移动。

[0042]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流程：使用时，首先将与外界佩机连接外接管6套接安装

在连接管5内，再手动拉动密封胶圈1105，使其密封胶圈1105贴合在外接管6与连接管5的连

接处，再手动转动夹板1104，夹板1104带动着螺纹杆1103在导向管1102内旋转移动，夹板

1104伸缩移动挤压着密封胶圈1105，使其紧密的贴合在外接管6与连接管5的连接处，对其

密封，车间烟尘通过弹簧管1201的输入端进入屋内吸尘罩3，再通过屋顶本体1的开口端进

入屋顶吸尘罩4内，通过多目过滤网9010，对其烟气内的较大颗粒杂质进行过滤，使其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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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杂质颗粒堆积在多目过滤网9010的表面，通过屋顶吸尘罩4内的粉尘传感器7，监测到

粉尘后，传递给PLC控制板8的粉尘数据高于PLC控制板8预设值时，PLC控制板8控制电动伸

缩杆1204与电动机906工作，通过电动伸缩杆1204带动着环形板1202向下移动，环形板1202

拉动着弹簧管1201向下移动，靠近烟尘位置，电动机906带动着L型板905转动，L型板905带

动着清洁刷909在多目过滤网9010表面刮蹭，对其进行清洁，保障多目过滤网9010的正常通

气使用，清理的粉尘颗粒掉入锥形筒901与屋顶吸尘罩4的连接处，L型板905转动的同时，带

动着扇叶907转动，扇叶907加速屋顶吸尘罩4内的气体流速，使其底端的弹簧管1201产生吸

力，弹簧管1201对烟尘产生吸力，手动转动手拧螺栓1005，手拧螺栓1005在托板1004内旋转

移动，带动着压板1006松开屋顶吸尘罩4表面的密封胶板1002，再手动翻转密封胶板1002，

密封胶板1002通过铰链翻转，露出屋顶吸尘罩4的通槽1001处，工作人员通过通槽1001对屋

顶吸尘罩4内的工件进行检修维护，并对锥形筒901两侧堆积的灰尘进行清理，就这样完成

了本发明的工作原理。

[0043]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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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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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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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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