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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定型机废气回收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定型机废气回收装

置，包括定型机本体，定型机本体上设有若干根

废气管，若干根废气管上设有储气管，储气管后

端设有净化箱，净化箱内部设有喷淋机构，净化

箱内壁后端设有进气管，进气管后端设有抽气泵

一，抽气泵一一侧设有过滤箱，过滤箱内部安装

有三个滤网，过滤箱后端一侧设有加热箱，过滤

箱内壁后端设有排气机构，加热箱内壁后端设有

管道一，管道一后端设有抽气泵二，抽气泵二的

排气口处设有管道二，管道二穿设定型机本体。

本实用新型通过喷淋机构和三个滤网净化了高

温废气，接着通过加热箱使净化后的气体成高温

气体，最终再通过抽气泵二和管道二，将这些高

温气体排入定型机本体内部，从而起到了节能环

保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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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定型机废气回收装置，包括定型机本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定型机本体(1)顶

端连通有若干根废气管(11)，若干根所述废气管(11)顶端连通有储气管(12)，所述储气管

(12)尾端连通有净化箱(2)，所述净化箱(2)上安装有喷淋机构(21)，所述净化箱(2)左侧连

通有进气管(22)，所述进气管(22)尾端连接有抽气泵一(23)，所述抽气泵一(23)远离所述

进气管(22)一侧固设有过滤箱(3)，所述抽气泵一(23)的排气口处固设有连通过滤箱(3)的

排气管(24)，所述过滤箱(3)内部安装有三个滤网(31)，所述过滤箱(3)左侧设有加热箱

(4)，所述加热箱(4)内部设有若干根加热管(42)，所述过滤箱(3)上安装有排气机构(41)，

所述排气机构(41)分别连通过滤箱(3)和加热箱(4)，所述加热箱(4)左侧外壁固定安装有

抽气泵二(5)，所述抽气泵二(5)的抽气口固设有连通加热箱(4)的管道一，所述抽气泵二

(5)的排气口固设有连通定型机本体(1)顶端的管道二(51)。

2.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定型机废气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净化箱(2)底端安装

有油水分离器(211)，所述喷淋机构(21)包括位于净化箱(2)内部的喷雾器(212)，所述净化

箱(2)内壁底部安装有污水泵(216)，所述污水泵(216)的排水口处固设有分别连通净化箱

(2)底端和油水分离器(211)顶端的排水管(217)，所述油水分离器(211)外壁固定安装有抽

水泵(214)，所述抽水泵(214)的进水口处固设有连通油水分离器(211)的进水管(215)，所

述抽水泵(214)的出水口处固设有连接喷雾器(212)的出水管(213)，所述出水管(213)前端

穿设净化箱(2)后端，且与所述净化箱(2)内部相连通。

3.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定型机废气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箱(3)后端开设

有与过滤箱内部相连通的三个滑槽(314)，三个所述滑槽(314)均贯穿过滤箱(3)外壁，且与

所述过滤箱(3)内部相连通，三个所述滤网(31)分别位于三个滑槽(314)内部，三个所述滤

网(31)均与三个滑槽(314)呈滑动连接，三个所述滤网(31)尾端均固设有把手(315)。

4.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定型机废气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三个所述滤网(31)从上到

下分别为过滤网一(311)、过滤网二(312)和过滤网三(313)，所述过滤网一(311)为前置过

滤网，所述过滤网二(312)为HEPA过滤网，所述过滤网三(313)为活性炭过滤网。

5.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定型机废气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气机构(41)包括固

定安装在加热箱外壁的抽气泵三(411)，所述抽气泵三(411)的抽气口处固设有连通过滤箱

(3)的管道三(412)，所述抽气泵三(411)的排气口处固设有连通加热箱(4)的管道四(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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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定型机废气回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废气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定型机废气回收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定型是指纤织物在一定张力下指通过某种物理或者化学的处理消除纺织品中积

存的应力、应变使其在状态、尺寸或者结构上获得某种需要的形式并达到一定的稳定性。

[0003] 定型机主要工艺是把稀硝酸和渗透剂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通过对织物进行

药液的浸泡，然后对织物进行高温处理，使织物发生物理、化学应从而使织物定型。目前定

型机工艺需要对织物进行150‑200℃的高温处理，从而定型机的排气口处会排放大量的高

温废气，且该废气中会携带有织物纤维、油污等杂。现有技术中这些废气直接被排出，这就

造成了大量的热能浪费，既污染了周边环境，又使得工作环境恶化，同时废气中携带的织物

纤维、油污等还容易导致火灾的发生，形成火灾隐患。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定型机废气回收装

置，具有节约能源和环保的优点。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定型机废气回收装置，包括定型机本体，所述定型机本体顶端连通有若干根

废气管，若干根所述废气管顶端连通有储气管，所述储气管尾端连通有净化箱，所述净化箱

上安装有喷淋机构，所述净化箱左侧连通有进气管，所述进气管尾端连接有抽气泵一，所述

抽气泵一远离所述进气管一侧固设有过滤箱，所述抽气泵一的排气口处固设有连通过滤箱

的排气管，所述过滤箱内部安装有三个滤网，所述过滤箱左侧设有加热箱，所述加热箱内部

设有若干根加热管，所述过滤箱上安装有排气机构，所述排气机构分别连通过滤箱和加热

箱，所述加热箱左侧外壁固定安装有抽气泵二，所述抽气泵二的抽气口固设有连通加热箱

的管道一，所述抽气泵二的排气口固设有连通定型机本体顶端的管道二。

[0007]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定型机本体开始排放高温废气时，高温废气通过若干根废

气管和储气管进入净化箱内部，当高温废气进入进化箱内部时，启动喷淋机构，喷淋机构对

高温废气进行喷淋处理，从而使高温废气温度降低，当高温废气温度降低时，高温废气中的

高温油脂发生冷凝，较小粒径的油脂颗粒物因凝聚而变成直径较大的油脂颗粒物，喷淋时

的水雾与油脂颗粒物碰撞接触后，油脂颗粒物将留在净化箱内部。当高温废气经过初次净

化后，启动抽气泵一，抽气泵一通过抽气口和进气管将净化箱内的废气吸入泵腔，接着从排

气口排出至排气管，废气通过排气管进入过滤箱内部，过滤箱内的三个滤网均起到了净化

废气的作用，当废气完成净化后，启动排气机构，排气机构将过滤箱内完成净化的废气排入

加热箱内部，当气体进入加热箱内部时，通过加热箱内部的若干根加热管从而加热气体，当

气体加热完成后，再启动抽气泵二，抽气泵一通过抽气口和管道一将净化箱内的废气吸入

泵腔，接着从排气口排出至管道二内部，最终加热的气体通过管道二流入定型机本体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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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作为优选，所述净化箱底端安装有油水分离器，所述喷淋机构包括位于净化箱内

部的喷雾器，所述净化箱内壁底部安装有污水泵，所述污水泵的排水口处固设有分别连通

净化箱底端和油水分离器顶端的排水管，所述油水分离器外壁固定安装有抽水泵，所述抽

水泵的进水口处固设有连通油水分离器的进水管，所述抽水泵的出水口处固设有连接喷雾

器的出水管，所述出水管前端穿设净化箱后端，且与所述净化箱内部相连通。

[0009]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需要喷淋机构降低高温废气的温度时，开启喷雾器，当高温

废气与喷雾器喷出的水雾相接触时，高温废气温度降低，高温废气中的高温油脂发生冷凝，

较小粒径的油脂颗粒物因凝聚而变成直径较大的油脂颗粒物，喷淋时的水雾与油脂颗粒物

碰撞接触后，油脂颗粒物将留在净化箱内部，当净化箱内的水和油脂颗粒物到达一定量时，

启动污水泵，污水泵通过抽水口将带有油脂颗粒物的污水抽入泵腔，接着再通过排水口流

入排水管中，当污水通过排水管流入油水分离器内部时，启动油水分离器，油水分离器将带

有油脂颗粒物的污水进行油水分离，从而使污水变成清水，当油水分离器完成油水分离后，

启动抽水泵，抽水泵通过抽水口和进水管将油水分离器内的清水吸入泵腔，之后再从排水

口排出至出水管，最终出水管内的水流入喷雾器中，整个喷淋机构利用水循环，从而起到了

节约水资源的作用。

[0010] 作为优选，所述过滤箱后端开设有与过滤箱内部相连通的三个滑槽，三个所述滤

网分别位于三个滑槽内部，所述滤网与滑槽呈滑动连接，三个所述滤网尾端均固设有把手。

[0011]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三个滤网上的杂质到达一定量时，操作人员通过把手将三

个滤网分别从三个滑槽内取出，当清洗完成或更换好新的滤网后，再通过把手将三个滤网

分别放入三个滑槽中。

[0012] 作为优选，三个所述滤网从上到下分别为过滤网一、过滤网二和过滤网三，所述过

滤网一为前置过滤网，所述过滤网二为HEPA过滤网，所述过滤网三为活性炭过滤网。

[0013]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废气通过过滤网一时，前置过滤网可以吸附废气中小的颗

粒和灰尘，当废气通过过滤网一到达过滤网二时，HEPA过滤网可有效滤除废气中0.3微米以

上的颗粒物，当废气到达过滤网三时，活性炭过滤网具有高效的吸附性能，可去除挥发空气

中的有害化学污染物。

[0014] 作为优选，所述排气机构包括固定安装在加热箱外壁的抽气泵三，所述抽气泵三

的抽气口处固设有连通过滤箱的管道三，所述抽气泵三的排气口处固设有连通加热箱的管

道四。

[0015]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需要排气机构排气时，启动抽气泵三，抽气泵三通过抽气口

和管道三将过滤箱内完成净化的废气抽入泵腔，接着再通过排气口排出至管道四，最终完

成净化的气体通过管道四进入加热箱内部。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净化箱内的喷淋机构起到了初次净化高温废气的作

用，并使高温废气降低温度，当废气进入过滤箱内部时，过滤箱内的的三个滤网起到了二次

净化废气的作用，从而使废气成为气体，接着通过排期机构将气体排入加热箱内部，加热箱

内部的若干根加热管使气体成为高温气体，最终再通过抽气泵二和管道二，将这些高温气

体排入定型机本体内部，整个过程利用了气体循环，从而起到了节能环保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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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剖视图；

[0019] 图3为图2的A部放大图；

[0020] 图4为图2的B部放大图。

[0021] 图中：1、定型机本体；11、废气管；12、储气管；2、净化箱；21、喷淋机构；211、油水分

离器；212、喷雾器；213、出水管；214、抽水泵；215、进水管；216、污水泵；217、排水管；22、进

气管；23、抽气泵一；24、排气管；  3、过滤箱；31、滤网；311、过滤网一；312、过滤网二；313、过

滤网三；314、滑槽；315、把手；4、加热箱；41、排气机构；411、抽气泵三；412、管道三；413、管

道四；42、加热管；5、抽气泵二；51、管道二。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0023] 如图1～图4所示，一种定型机废气回收装置，包括定型机本体1，定型机本体1顶端

连通有若干根废气管11，若干根废气管11顶端连通有储气管12，储气管12尾端连通有净化

箱2，净化箱2底端安装有油水分离器211，净化箱2  上安装有喷淋机构21，喷淋机构21包括

位于净化箱2内部的喷雾器212，净化箱2内壁底部安装有污水泵216，污水泵216的排水口处

固设有分别连通净化箱  2底端和油水分离器211顶端的排水管217，油水分离器211外壁固

定安装有抽水泵214，抽水泵214的进水口处固设有连通油水分离器211的进水管215，抽水

泵214的出水口处固设有连接喷雾器212的出水管213，出水管213前端穿设净化箱2后端，且

与净化箱2内部相连通。

[0024] 当需要喷淋机构21降低高温废气的温度时，开启喷雾器212，当高温废气与喷雾器

212喷出的水雾相接触时，高温废气温度降低，高温废气中的高温油脂发生冷凝，较小粒径

的油脂颗粒物因凝聚而变成直径较大的油脂颗粒物，喷淋时的水雾与油脂颗粒物碰撞接触

后，油脂颗粒物将留在净化箱2内部，当净化箱2内的水和油脂颗粒物到达一定量时，启动污

水泵216，污水泵216通过抽水口将带有油脂颗粒物的污水抽入泵腔，接着再通过排水口流

入排水管217中，当污水通过排水管217流入油水分离器211内部时，启动油水分离器211，油

水分离器211将带有油脂颗粒物的污水进行油水分离，从而使污水变成清水，当油水分离器

211完成油水分离后，启动抽水泵214，抽水泵214通过抽水口和进水管215将油水分离器211

内的清水吸入泵腔，之后再从排水口排出至出水管  213，最终出水管213内的水流入喷雾器

212中，整个喷淋机构21利用水循环，从而起到了节约水资源的作用。

[0025] 净化箱2左侧连通有进气管22，进气管22尾端连接有抽气泵一23，抽气泵一23远离

进气管22一侧固设有过滤箱3，抽气泵一23的排气口处固设有连通过滤箱3的排气管24，过

滤箱3内部安装有三个滤网31，三个滤网31从上到下分别为过滤网一311、过滤网二312和过

滤网三313，过滤网一311为前置过滤网，前置过滤网可以吸附废气中小的颗粒和灰尘，过滤

网二312为HEPA过滤网，HEPA过滤网可有效滤除废气中0.3微米以上的颗粒物，过滤网三313

为活性炭过滤网，活性炭过滤网具有高效的吸附性能，可去除挥发空气中的有害化学污染

物。

[0026] 过滤箱3后端开设有与过滤箱3内部相连通的三个滑槽314，三个滤网31  分别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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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滑槽314内部，滤网31均与滑槽314呈滑动连接，三个滤网31  尾端均固设有把手315。当

三个滤网31上的杂质到达一定量时，操作人员通过把手315将三个滤网31分别从三个滑槽

314内取出，当清洗完成或更换好新的滤网31后，再通过把手315将三个滤网31分别放入三

个滑槽314中。

[0027] 过滤箱3左侧设有加热箱4，过滤箱3上安装有排气机构41，排气机构41  分别连通

过滤箱3和加热箱4，排气机构41包括固定安装在加热箱4外壁的抽气泵三411，抽气泵三411

的抽气口处固设有连通过滤箱3的管道三412，抽气泵三411的排气口处固设有连通加热箱4

的管道四413。当需要排气机构41排气时，启动抽气泵三411，抽气泵三411通过抽气口和管

道三412将过滤箱3内完成净化的废气抽入泵腔，接着再通过排气口排出至管道四413，最终

完成净化的气体通过管道四413进入加热箱4内部。

[0028] 加热箱4内部设有若干根加热管42，加热箱4左侧外壁固定安装有抽气泵二5，抽气

泵二5的抽气口固设有连通加热箱4的管道一，抽气泵二5的排气口固设有连通定型机本体1

顶端的管道二51。

[0029] 当定型机本体1开始排放高温废气时，高温废气通过若干根废气管11和储气管12

进入净化箱2内部，当高温废气进入进化箱内部时，启动喷淋机构21，喷淋机构21对高温废

气进行喷淋处理，从而使高温废气温度降低，当高温废气温度降低时，高温废气中的高温油

脂发生冷凝，较小粒径的油脂颗粒物因凝聚而变成直径较大的油脂颗粒物，喷淋时的水雾

与油脂颗粒物碰撞接触后，油脂颗粒物将留在净化箱2内部。当高温废气经过初次净化后，

启动抽气泵一23，抽气泵一23通过抽气口和进气管22将净化箱2内的废气吸入泵腔，接着从

排气口排出至排气管24，废气通过排气管24进入过滤箱3内部，过滤箱3内的三个滤网31均

起到了净化废气的作用，当废气完成净化后，启动排气机构41，排气机构41将过滤箱3内完

成净化的废气排入加热箱4内部，当气体进入加热箱  4内部时，通过加热箱4内部的若干根

加热管42从而加热气体，当气体加热成高温气体后，再启动抽气泵二5，抽气泵一23通过抽

气口和管道一将净化箱2  内的废气吸入泵腔，接着从排气口排出至管道二51内部，最终加

热的气体通过管道二51流入定型机本体1内部，整个过程利用了气体循环，从而起到了节能

环保的作用。

[0030]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实用

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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