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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空气除尘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环保领域、
空气净化领域，
具体
涉及一种空气除尘设备，
包括套筒组件、气体密
度传感器和控制部，
当气体密度传感器检测到气
体的密度值较大时 ，
表明粉尘含量高 ，
则控制套
筒组件中的第一电机和第二电机开始工作，
使得
粉尘带上电荷，
且套筒组件中的筒壁因摩擦带上
电荷，
则筒壁可以吸附已带上电荷的粉尘而净化
空气。
空气除尘设备根据测得的待净化的气体的
密度去控制其中所产生静电效应的强度，
从而使
空气中的粉尘充分被吸收，
而达到空气净化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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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空气除尘设备，
其包括套筒组件、
气体密度传感器和控制部；
其特征在于，
所述套筒组件包括由硬橡胶制成的外筒、
由玻璃制成的摩擦筒，
以及内筒组件和推杆
组件，
且外筒、
摩擦筒、
内筒组件从右到左，
半径从大到小地呈套筒状依次排列，
其中，
所述内筒组件包括：
进气管，
其与内筒的左端连接；
由硬橡胶制成的内筒，
其与外筒相嵌合，
内筒入口处设有一个挡板，
挡板上设有一个与
荷电筒的直径相等的圆形开口；
由弹性材料制成的荷电筒，
其设置于内筒中，
其左侧与所述挡板固定连接；
格栅网，
其为与荷电筒直径相等的多个圆形网片，
其与荷电筒的入口面平行地放置于
荷电筒内部；
电致动的伸缩杆，
其一端固定在所述挡板上，
另一端与荷电筒的右端固定，
用于带动荷
电筒伸缩，
改变荷电筒的自身长度；
所述推杆组件包括：
第一推拉杆和与之连接的第一电机，
第一推拉杆的一端连接固定在外筒上，
第一电机
驱动第一推拉杆推动外筒在摩擦筒外周来回移动摩擦起电 ，
使外筒的内壁带上负电荷；
第二推拉杆和与之连接的第二电机，
第二推拉杆的一端连接固定在内筒组件上，
第二
电机驱动第二推拉杆推动内筒组件在摩擦筒内来回移动摩擦起电 ，
使摩擦筒的内壁带上正
电荷；
所述气体密度传感器设置于进气管的左端，
用于检测待净化的气体的密度；
所述控制部被配置为：
(1)当所述密度小于或等于设定的标准值时，
则控制第一电机以第一功率驱动第一推
拉杆拉动外筒在摩擦筒外周来回移动，
同时控制第二电机驱动第二推拉杆推动内筒组件在
摩擦筒内来回移动，
使得外筒的内壁、
摩擦筒的内壁带上不同极性的电荷，
气体进入到荷电
筒中，
荷电筒中的格栅网的阻碍作用使得粉尘之间互相碰撞摩擦而带上电荷，
气体通向外
筒，
粉尘被带有电荷的筒壁吸附；
(2)当所述密度大于设定的标准值时，
表明气体中粉尘含量较高，
则控制第一、第二电
机均以高于第一功率的第二功率驱动各自对应的推拉杆，
使筒之间的摩擦次数增多，
以在
外筒的内壁和摩擦筒的内壁上产生更多的电荷，
同时控制伸缩杆伸长使荷电筒的长度变
长、
直径变小，
使通入荷电筒的气体中的粉尘与格栅网的摩擦碰撞更加激烈，
粉尘被充分带
上电荷，
气体通向外筒，
粉尘被带有电荷的筒壁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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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空气除尘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保领域、
空气净化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空气除尘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空气除尘设备被广泛运用于工业生产、
家庭生活中。例如昆明理工大学的专利产
品，
一种空气除尘设备，
通过摩擦使得相应材料表面产生静电 ，
吸附原本带有正或负电荷
(或通过驱动粉尘在狭小空间中高速运动，
颗粒与颗粒间、
颗粒与设置的障碍物间互相碰撞
而带上正或负电荷)的粉尘颗粒吸附其上而被捕集(专利参考文献CN 104368445 B) ；
英派
尔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专利产品，
空气净化系统和用于清洁空气的方法(专利参考文献CN
103180048 B)。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空气除尘设备，
其能根据气体的密度自身调节静电除尘的力
度，
且其无需采用外部高压电源提供粉尘荷电的装置和集尘板，
除尘效果好。
[0004] 其包括套筒组件、
气体密度传感器和控制部；
[0005] 所述套筒组件包括由硬橡胶制成的外筒、
由玻璃制成的摩擦筒，
以及内筒组件和
推杆组件，
且外筒、
摩擦筒、
内筒组件从右到左，
半径从大到小地呈套筒状依次排列，
其中，
[0006] 所述内筒组件包括：
[0007] 进气管，
其与内筒的左端连接；
[0008] 由硬橡胶制成的内筒，
其与外筒相嵌合，
内筒入口处设有一个挡板，
挡板上设有一
个与荷电筒的直径相等的圆形开口；
[0009] 由弹性材料制成的荷电筒，
其设置于内筒中，
其左侧与所述挡板固定连接；
[0010] 格栅网，
其为与荷电筒直径相等的多个圆形网片，
其与荷电筒的入口面平行地放
置于荷电筒内部；
[0011] 电致动的伸缩杆，
其一端固定在所述挡板上，
另一端与荷电筒的右端固定，
用于带
动荷电筒伸缩，
改变荷电筒的自身长度；
[0012] 所述推杆组件包括：
[0013] 第一推拉杆和与之连接的第一电机，
第一推拉杆的一端连接固定在外筒上，
第一
电机驱动第一推拉杆推动外筒在摩擦筒外周来回移动摩擦起电 ，
使外筒的内壁带上负电
荷；
[0014] 第二推拉杆和与之连接的第二电机，
第二推拉杆的一端连接固定在内筒组件上，
第二电机驱动第二推拉杆推动内筒组件在摩擦筒内来回移动摩擦起电 ，
使摩擦筒的内壁带
上正电荷；
[0015] 所述气体密度传感器设置于进气管的左端，
用于检测待净化的气体的密度；
[0016] 所述控制部被配置为：
[0017]
(1)当所述密度小于或等于设定的标准值时，
则控制第一电机以第一功率驱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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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拉杆拉动外筒在摩擦筒外周来回移动，
同时控制第二电机驱动第二推拉杆推动内筒组
件在摩擦筒内来回移动，
使得外筒的内壁、
摩擦筒的内壁带上不同极性的电荷，
气体进入到
荷电筒中，
荷电筒中的格栅网的阻碍作用使得粉尘之间互相碰撞摩擦而带上电荷，
气体通
向外筒，
粉尘被带有电荷的筒壁吸附；
[0018]
(2)当所述密度大于设定的标准值时，
表明气体中粉尘含量较高，
则控制第一、第
二电机均以高于第一功率的第二功率驱动各自对应的推拉杆，
使筒之间的摩擦次数增多，
以在外筒的内壁和摩擦筒的内壁上产生更多的电荷，
同时控制伸缩杆伸长使荷电筒的长度
变长、
直径变小，
使通入荷电筒的气体中的粉尘与格栅网的摩擦碰撞更加激烈，
粉尘被充分
带上电荷，
气体通向外筒，
粉尘被带有电荷的筒壁吸附。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根据测得的待净化的气体的密度去控制除尘设备中
所产生静电效应的强度，
从而使空气中的粉尘充分被除尘设备所吸收 ，
节能，
且净化效果
好。
附图说明
[0020] 图1示出了空气除尘设备的简图；
[0021] 图2示出了空气除尘设备的原理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参照附图，
详细描述本系统的结构以及所实现的功能。
[0023] 空气除尘设备包括套筒组件1、
气体密度传感器2和控制部3；
[0024] 其中，
[0025] 套筒组件1，
包括由硬橡胶制成的外筒11、
由玻璃制成的摩擦筒12，
以及内筒组件
13和推杆组件14，
且外筒11、
摩擦筒12以及内筒组件13从右到左，
半径从大到小呈套筒状依
次排列，
其中：
[0026] 内筒组件13，
其包括：
[0027] 进气管130，
与内筒131的左端连接；
[0028] 内筒131，
由硬橡胶制成，
入口处设置有圆形开口的挡板，
其圆形开口的直径与荷
电筒的直径相等；
[0029] 荷电筒132，
由弹性材料制成，
设置于内筒中，
其左侧与内筒左端的圆形开口挡板
固定连接；
[0030] 格栅网133，
设置成与荷电筒直径相等的圆形网片，
其放置不少于两张在荷电筒内
部中，
且与荷电筒的入口面平行放置；
[0031]
伸缩杆134和驱动伸缩杆伸缩的伸缩电机135，
伸缩杆一端固定在内筒的圆形开口
挡板上，
另一端与荷电筒的右端固定，
伸缩电机驱动伸缩杆伸缩，
则拉动荷电筒伸缩改变荷
电筒自身长度；
[0032] 推杆组件14，
其包括：
[0033]
第一推拉杆141与其连接的第一电机142，
第一推拉杆的一端连接固定在外筒11
上，
第一电机驱动第一推拉杆推动外筒11在摩擦筒12外围来回移动摩擦起电 ，
使外筒内壁
得到电子带上负电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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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推拉杆143与其连接的第二电机144，
第二推拉杆的一端连接固定在内筒组件
13上，
第二电机驱动第二推拉杆推动内筒组件13在摩擦筒12内移动摩擦起电 ，
使摩擦筒内
壁失去电子带上正电荷；
[0035] 气体密度传感器2，
设置于进气管的最左端，
用于检测待净化的气体的密度；
[0036] 控制部3被配置为：
[0037]
(1)当气体密度传感器2测量气体的密度值小于或等于标准值时，
则控制第一电机
以第一功率驱动第一推拉杆拉动外筒在摩擦筒外围来回移动，
同时控制第二电机驱动第二
推拉杆推动内筒组件在摩擦筒内来回移动，
使得摩擦筒的内壁和外筒的内壁带上不同极性
的电荷后，
控制第一电机和第二电机停止驱动，
气体进入到荷电筒中，
荷电筒中的格栅网的
阻碍作用使得粉尘颗粒之间互相碰撞摩擦产生静电而带上电荷后，
气体通向外筒，
粉尘颗
粒被外筒内壁所吸附净化，
气体排出；
[0038]
(2)当测量到气体的密度值比标准值大时，
表明粉尘颗粒含量较高，
则控制第一电
机和第二电机均以高于第一功率的第二功率驱动其对应连接的推拉杆推动内筒和外筒移
动，
内筒和外筒与摩擦筒摩擦次数增多使得外筒的内壁和摩擦筒的内壁上产生更多的电荷
后，
控制第一电机和第二电机停止驱动，
同时控制伸缩电机驱动伸缩杆伸长使荷电筒变长，
荷电筒直径变小，
通入到荷电筒中的气体被压缩导致气体流速变快，
气体中的粉尘颗粒与
荷电筒中的格栅网摩擦碰撞更加激烈，
使粉尘颗粒被充分带上电荷，
经处理过的气体通向
外筒中，
带有电荷的外筒内壁充分吸附气体中的粉尘颗粒，
静电除尘效果好。
[0039] 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认识到，
不背离正如一般性地描述的本发明的实质和范围，
可以对各个特定的实施例中示出的发明进行各种各样的变化和/或修改。
因此，
从所有方面
来讲，
这里的实施例应该被认为是说明性的而并非限定性的。
同样，
本发明包括任何特征的
组合，
尤其是专利权利要求中的任何特征的组合，
即使该特征或者特征的组合并未在专利
权利要求或者这里的各个实施例中被明确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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