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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空气净化设备领域，公开了一种

湿式粉尘过滤器，包括初效过滤模块、防爆模块、

主机架和电气控制模块；主机架上设置有进风口

和出风口；主机架内还包括用于去除大颗粒粉尘

的水喷淋过滤模块和静电集尘模块；出风口下方

设置有脱灰脱水模块；静电集尘模块上设置有用

于清洁静电集尘模块的高压静电场自清洁模块；

水喷淋过滤模块和静电集尘模块之间设置有用

于降低污浊空气湿度的无动力脱水模块；主机架

底部空间为水箱；水喷淋过滤模块、无动力脱水

模块、静电集尘模块、脱灰脱水模块均设置于水

箱上方；主机架内还设置有用于清洁水箱内淤泥

的底部淤泥自清洁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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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湿式粉尘过滤器，包括主机架和电气控制模块；主机架上设置有进风口130和出

风口720；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初效过滤模块和防爆模块；所述主机架内还包括用于去除大

颗粒粉尘的水喷淋过滤模块和静电集尘模块；所述出风口720下方设置有脱灰脱水模块；所

述水喷淋过滤模块位于进风口130下方；所述静电集尘模块上设置有用于清洁静电集尘模

块的高压静电场自清洁模块；所述水喷淋过滤模块和静电集尘模块之间设置有用于降低污

浊空气湿度的无动力脱水模块；所述主机架底部空间为水箱；所述水喷淋过滤模块、无动力

脱水模块、静电集尘模块、脱灰脱水模块均设置于水箱上方；所述各个模块之间通过挡板隔

开，使得污浊气体可以从进风口130依次经过水喷淋过滤模块、无动力脱水模块、静电集尘

模块和脱灰脱水模块后由出风口720排出；所述主机架内还设置有用于清洁水箱内淤泥的

底部淤泥自清洁模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湿式粉尘过滤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防爆模块包括用于防

爆的氮气瓶140和设置于进风口130上的粉尘浓度传感器15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湿式粉尘过滤器，其特征在于：初效过滤模块包括风机

110和初效金属过滤网160；所述风机110通过通风管道120连通至进风口130；所述初效金属

过滤网160位于进风口130下方；所述初效金属过滤网160的孔径为3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湿式粉尘过滤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喷淋净化模块包括

从水箱抽水的过滤喷淋泵210和多个用于过滤气体的滤筒230；所述每个滤筒230上均配备

有一个与过滤喷淋泵210连通的过滤喷淋头221；所述每个滤筒230内均设置有多层过滤网。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湿式粉尘过滤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静电集尘模块包括静

电除尘器410和用于保持静电除尘器410干燥的离心风机420；所述静电除尘器410前后封板

内设置有绝缘的PC板411；所述静电除尘器410接电部位均设置有绝缘陶瓷；所述离心风机

420通过多条干燥通风管道421对绝缘陶瓷进行吹风干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湿式粉尘过滤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无动力脱水模块是无

动力通风器320，所述无动力脱水模块将污浊空气的湿度降低到70％-90％。

7.根据权利要求1或5所述的一种湿式粉尘过滤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压静电场自清

洁模块包括从水箱抽水的净化水泵510、顶部盖板520和设置于顶部盖板520上与净化水泵

510连通的静电喷淋头521；所述顶部盖板520置之于静电除尘器410上方。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湿式粉尘过滤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底部淤泥自清洁模块

包括从水箱底部抽取淤泥的自清洁泵610和用于过滤淤泥的提篮620；所涉自清洁泵610与

提篮620之间连接有管道；所述提篮620底部连接有连通至水箱的自清洁排水管630；所述提

篮620上部设置有提篮盖板621；所述提篮620中设置有金属过滤网。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湿式粉尘过滤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脱灰脱水模块包括从

水箱抽水的脱灰喷淋泵710和多组无动力通风器320；所述每组无动力通风器320入口处均

设置有脱灰喷淋头712；所述脱灰喷淋头712与脱灰喷淋泵710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湿式粉尘过滤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气控制模块包

括电控箱800、警示灯830和位于水箱内的液位传感器；所述电控箱800内设置有用于控制各

个模块、收集和传输数据的控制芯片和电器元件；所述粉尘浓度传感器150、液位传感器和

警示灯830均与控制芯片电性连接；所述电控箱800外表面设置有用于显示信息和人工交互

的显示屏810；所述电控箱800外表面还设置有急停开关821、选择开关822和启动开关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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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式粉尘过滤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空气净化设备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湿式粉尘过滤器。

背景技术

[0002] 工业生产中，大多数金属加工企业的车间空气中都会弥漫着大量的粉尘颗粒，粉

尘颗粒不仅会影响作业人员的健康，而且当粉尘颗粒浓度达到一定临界点时，还会产生爆

炸的风险，因此上述企业需要控制空气中粉尘的含量。现有的除尘装置随着使用时间的增

长，设备内部堆积的粉尘增多，过滤效果下降；现有的除尘装置功率大，耗材多，增加了成本

和能耗。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湿式粉尘过滤器，除尘效果好，功耗低，且设备

无耗材，采用纯物理过滤方式，安全防爆，带有自清洁功能，集粉尘净化、油烟净化和恶臭气

体净化等功能于一体。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湿式粉尘过滤器，包括主机架

和电气控制模块；主机架上设置有进风口和出风口；还包括初效过滤模块和防爆模块；所述

主机架内还包括用于去除大颗粒粉尘的水喷淋过滤模块和静电集尘模块；所述出风口下方

设置有脱灰脱水模块；所述水喷淋过滤模块位于进风口下方；所述静电集尘模块上设置有

用于清洁静电集尘模块的高压静电场自清洁模块；所述水喷淋过滤模块和静电集尘模块之

间设置有用于降低污浊空气湿度的无动力脱水模块；所述主机架底部空间为水箱；所述水

喷淋过滤模块、无动力脱水模块、静电集尘模块、脱灰脱水模块均设置于水箱上方；所述各

个模块之间通过挡板隔开，使得污浊气体可以从进风口依次经过水喷淋过滤模块、无动力

脱水模块、静电集尘模块和脱灰脱水模块后由出风口排出；所述主机架内还设置有用于清

洁水箱内淤泥的底部淤泥自清洁模块。污浊气体由初效过滤模块送至主机架内，依次经过

水喷淋净化模块、无动力脱水模块、静电集尘模块和脱灰脱水模块净化后由出风口排出。各

模块内的粉尘和水均可直接落入水箱中，经由底部淤泥自清洁模块净化后实现水循环使

用，减少水的浪费。

[0005] 进一步的是：所述防爆模块包括用于防爆的氮气瓶和设置于进风口上的粉尘浓度

传感器。粉尘浓度传感器检测到粉尘浓度超过预设值时，通过电磁阀将氮气瓶打开，向进风

口冲入大量氮气，起到防爆的作用。

[0006] 进一步的是：初效过滤模块包括风机和初效金属过滤网；所述风机通过通风管道

连通至进风口；所述初效金属过滤网位于进风口下方；所述初效金属过滤网的孔径为3mm。

所述初效过滤模块将污浊空气进行粗滤，减少污浊空气中的大颗粒物含量，将污浊空气中

粒径大于3mm的颗粒物和固体垃圾过滤出来，提高净化效率。

[0007] 进一步的是：所述水喷淋净化模块包括从水箱抽水的过滤喷淋泵和多个用于过滤

气体的滤筒；所述每个滤筒上均配备有一个与过滤喷淋泵连通的过滤喷淋头；所述每个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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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内均设置有多层过滤网。所述过滤喷淋头将水喷洒在滤网的网孔上形成水膜，污浊空气

中的大颗粒粉尘接触到水膜后溶于水中，在重力的作用下落入水箱中，从而降低了污浊空

气中大颗粒粉尘的浓度并增加污浊空气的湿度。

[0008] 进一步的是：所述静电集尘模块包括静电除尘器和用于保持静电除尘器干燥的离

心风机；所述静电除尘器前后封板内设置有用于绝缘的PC板；所述静电除尘器接电部位均

设置有绝缘陶瓷；所述离心风机通过多条干燥通风管道对绝缘陶瓷进行吹风干燥。通过多

组高压静电模块进行集尘、集油、集烟，从而使PM2.5浓度达到30μg/m3，静电模块工作时产

生的臭氧与污浊空气中的各种有害气体进行反应，所述PC板使得静电除尘器外壳整体绝

缘，提高了安全性；利用离心风机产生干燥空气，对绝缘陶瓷进行吹气干燥，保证绝缘陶瓷

的干燥绝缘，使得静电除尘器可以正常工作。

[0009] 进一步的是：所述无动力脱水模块是无动力通风器，所述无动力脱水模块将污浊

空气的湿度降低到70％-90％。利用污浊空气自身流动产生的风力带动无动力通风器进行

空气水份干燥，将湿度降低到静电除尘器可工作范围内，即70％-90％。

[0010] 进一步的是：所述高压静电场自清洁模块包括从水箱抽水的净化水泵、顶部盖板

和设置于顶部盖板上与净化水泵连通的静电喷淋头；所述顶部盖板置之于静电除尘器上

方。清洗静电集尘模块吸附的粉尘，保证静电集尘模块的最佳吸附效果。

[0011] 进一步的是：所述底部淤泥自清洁模块包括从水箱底部抽取淤泥的自清洁泵和用

于过滤淤泥的提篮；所涉自清洁泵将水箱底部的淤泥送至提篮中进行过滤；所述提篮底部

连接有连通至水箱的自清洁排水管；所述提篮上部设置有提篮盖板；所述提篮中设置有金

属过滤网。粉尘溶解到水中最终沉淀到水箱底部，利用自清洁泵将水箱底部的淤泥抽到提

篮中，通过提篮中的金属过滤网把淤泥过滤出来，清洁后的水通过自清洁排水管流回水箱

重复使用，从而实现底部淤泥自清洁的效果；由于水箱内的水一直在流动，不会产生异味。

[0012] 进一步的是：所述脱灰脱水模块包括从水箱抽水的脱灰喷淋泵和多组无动力通风

器；所述每组无动力通风器入口处均设置有脱灰喷淋头；所述脱灰喷淋头与脱灰喷淋泵连

接。通过脱灰喷淋头将气体中的灰尘溶入水中，防止灰尘外泄；通过无动力通风器降低排出

气体的湿度。

[0013] 进一步的是：所述电气控制模块包括电控箱、警示灯和位于水箱内的液位传感器；

所述电控箱内设置有用于控制各个模块、收集和传输数据的控制芯片和电器元件；所述粉

尘浓度传感器、液位传感器和警示灯均与控制芯片电性连接；所述电控箱外表面设置有用

于显示信息和人工交互的显示屏；所述电控箱外表面还设置有急停开关、选择开关和启动

开关。通过芯片程序及电器元件，对各个模块按照指定的时间顺序进行控制，并对电器元件

进行监控、数据收集和数据传输，从而能够准确及时的进行售后维修服务；水箱内的液位传

感器对水位高低进行监控，防止水箱缺水；粉尘浓度传感器检测到粉尘浓度超过预设值时

会发出警报并启动防爆模块，同时将信息发送至指定的PC端，实现对该除尘设备的在线监

控的功能。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湿式粉尘过滤器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初效过滤模块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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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图3为水喷淋净化模块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无动力脱水模块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为静电除尘模块结构示意图；

[0019] 图6为高压静电场自清洁模块结构示意图；

[0020] 图7为底部淤泥自清洁模块结构示意图；

[0021] 图8为脱灰脱水模块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标记为：110、风机；120、通风管道；130、进风口；140、氮气瓶；150、粉尘浓度传

感器；160、初效金属过滤网；210、过滤喷淋泵；221、过滤喷淋头；230、滤筒；320、无动力通风

器；410、静电除尘器；411、PC板；420、离心风机；421、干燥通风管道；510、净化水泵；520、顶

部盖板；521、静电喷淋头；610、自清洁泵；620、提篮；621、提篮盖板；630、自清洁排水管；

710、脱灰喷淋泵；712、脱灰喷淋头；720、出风口；800、电控箱；810、显示屏；821、急停开关；

822、选择开关；823、启动开关；830、警示灯。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4] 如图1所示，一种湿式粉尘过滤器，包括主机架和电气控制模块；主机架上设置有

进风口130和出风口720；还包括初效过滤模块和防爆模块；所述主机架内还包括用于去除

大颗粒粉尘的水喷淋过滤模块和静电集尘模块；所述出风口720下方设置有脱灰脱水模块；

所述水喷淋过滤模块位于进风口130下方；所述静电集尘模块上设置有用于清洁静电集尘

模块的高压静电场自清洁模块；所述水喷淋过滤模块和静电集尘模块之间设置有用于降低

污浊空气湿度的无动力脱水模块；所述主机架底部空间为水箱；所述水喷淋过滤模块、无动

力脱水模块、静电集尘模块、脱灰脱水模块均设置于水箱上方；所述各个模块之间通过挡板

隔开，使得污浊气体可以从进风口130依次经过水喷淋过滤模块、无动力脱水模块、静电集

尘模块和脱灰脱水模块后由出风口720排出；所述主机架内还设置有用于清洁水箱内淤泥

的底部淤泥自清洁模块。

[0025] 在上述基础上，如图2所示，所述防爆模块包括用于防爆的氮气瓶140和设置于进

风口130上的粉尘浓度传感器150。

[0026] 在上述基础上，如图2所示，初效过滤模块包括风机110和初效金属过滤网160；所

述风机110通过通风管道120连通至进风口130；所述初效金属过滤网160位于进风口130下

方；所述初效金属过滤网160的孔径为3mm。

[0027] 在上述基础上，如图3所示，所述水喷淋净化模块包括从水箱抽水的过滤喷淋泵

210和多个用于过滤气体的滤筒230；所述每个滤筒230上均配备有一个与过滤喷淋泵210连

通的过滤喷淋头221；所述每个滤筒230内均设置有多层过滤网。水经过过滤喷淋头221喷射

出来以后在过滤网的网孔上形成一层水膜，污浊空气中的大颗粒粉尘接触到水膜后溶于水

中，在重力的作用下落入水箱中，从而降低了污浊空气中大颗粒粉尘的浓度。

[0028] 在上述基础上，如图5所示，所述静电集尘模块包括静电除尘器410和用于保持静

电除尘器410干燥的离心风机420；所述静电除尘器410前后封板内设置有用于绝缘的PC板

411；所述静电除尘器410接电部位均设置有绝缘陶瓷；所述离心风机420通过多条干燥通风

管道421对绝缘陶瓷进行吹风干燥。通过多组高压静电模块进行集尘、集油、集烟，从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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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浓度达到30μg/m3，静电模块工作时产生的臭氧与污浊空气中的各种有害气体进行反

应；静电集尘器410中的金属阳极和阴极上，通过高压电源提供电场高压直流电，维持一个

足以使气体电离的电场，气体电离后所产生的电子：阴离子和阳离子，吸附在通过电场的粉

尘上，使粉尘获得电荷。荷电极性不同的粉尘在电场力的作用下，分别向不同极性的电极运

动，沉积在电极上，而达到粉尘和气体分离的目的；所述PC板411使得静电除尘器410外壳整

体绝缘，提高了安全性；利用离心风机420产生干燥空气，对绝缘陶瓷进行吹气干燥，保证绝

缘陶瓷的干燥绝缘，使得静电除尘器410可以正常工作。本实例中的静电除尘器410可选用

极板式静电集尘器。

[0029] 在上述基础上，如图4所示，所述无动力脱水模块是无动力通风器320，所述无动力

脱水模块将污浊空气的湿度降低到70％-90％。静电集尘模块对空气湿度有严格的要求，湿

度超过设定值则静电集尘模块无法正常工作，采用无动力通风器320可以有效的将污浊空

气的湿度降低至70％-90％，利用空气流动产生的力进行脱水，降低能耗。

[0030] 在上述基础上，如图6所示，所述高压静电场自清洁模块包括从水箱抽水的净化水

泵510、顶部盖板520和设置于顶部盖板520上与净化水泵510连通的静电喷淋头521；所述顶

部盖板520置之于静电除尘器410上方。当静电集尘模块吸附的粉尘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断

开静电集尘模块供电，通过净化水泵510将水抽到静电喷淋头521形成与静电集尘模块一样

大小的压力水网从上而下对静电集尘模块进行清洗，使得静电集尘模块内的粉尘溶于水中

并落入水箱中，达到自动清洁静电集尘模块的目的。

[0031] 在上述基础上，如图7所示，所述底部淤泥自清洁模块包括从水箱底部抽取淤泥的

自清洁泵610和用于过滤淤泥的提篮620；所涉自清洁泵610与提篮620之间连接有管道；所

述提篮620底部连接有连通至水箱的自清洁排水管630；所述提篮620上部设置有提篮盖板

621；所述提篮620中设置有金属过滤网。

[0032] 在上述基础上，如图8所示，所述脱灰脱水模块包括从水箱抽水的脱灰喷淋泵710

和多组无动力通风器320；所述每组无动力通风器320入口处均设置有脱灰喷淋头712；所述

脱灰喷淋头712与脱灰喷淋泵710连接。空气通过出风口720排出前将空气中的灰尘溶于水

中，使其随着水滴落入水箱，防止灰尘泄露。

[0033] 在上述基础上，如图1和2所示，所述电气控制模块包括电控箱800、警示灯830和位

于水箱内的液位传感器；所述电控箱800内设置有用于控制各个模块、收集和传输数据的控

制芯片和电器元件；所述粉尘浓度传感器150、液位传感器和警示灯830均与控制芯片电性

连接；所述电控箱800外表面设置有用于显示信息和人工交互的显示屏810；所述电控箱800

外表面还设置有急停开关821、选择开关822和启动开关823。通过芯片程序及电器元件，对

各个模块按照指定的时间顺序进行控制，并对电器元件进行监控、数据收集和数据传输，从

而能够准确及时的进行售后维修服务；水箱内的液位传感器对水位高低进行监控，防止水

箱缺水；粉尘浓度传感器150检测到粉尘浓度超过预设值时会发出警报并启动防爆模块，通

过电磁阀打开氮气瓶140，向进风口130内充入大量氮气，同时将信息发送至指定的PC端，实

现对该粉尘过滤器的在线监控的目的。

[0034]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一步详

细说明，所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凡

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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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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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6 页

10

CN 110237631 A

10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4/6 页

11

CN 110237631 A

11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5/6 页

12

CN 110237631 A

12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6/6 页

13

CN 110237631 A

13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