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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n automatic dust shaking method for a bag-type dust rem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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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device, and the bag-type dust removal device. In the automatic dust shak
ing method, dust filtering cloth i s disposed above a dust collection region
( 11) and an air inlet (12), and the dust filtering cloth i s a filtering cloth made
from a flexible plastic material. By adding the flexible plastic dust filtering
cloth (2) to a body (1) of a dust collection bag, the dust shaking function i s
automatically implemented by means of vertical movement of the flexible
plastic dust filtering cloth (2) and the natural caving effect of the flexible
plastic dust filtering cloth (2), in combination of release and break of the

12 dust-containing air flow; and accordingly breathing and filtering functions of
a dust filtering portion are be recovered.

(57) 摘要：一种袋式除尘装置的自动抖灰方法及袋式除尘装置，
该自动抖灰方法是在集尘区域 （11 ) 和进气口 （12 ) 上方设置一
滤尘布，该滤尘布为柔性可塑性材质的滤尘布，通过在集尘袋主
体 （1) 中增加一柔性可塑性滤尘布 （2 ) ，利用柔性可塑性滤尘
布 （2 ) 的自然塌落效果，配合含尘气流的通断结合，由柔性可
塑性滤尘布 （2 ) 的上下运动来自动完成抖灰功能，使滤尘部恢
复透气、过滤功能。



袋式除尘装置的自动抖灰方法及新型袋式除尘装置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与粉尘除尘过滤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袋式

除尘装置的 自动抖灰方法及新型袋式除尘装置。

背景技术

众所周知，在袋式除尘过程中，粉尘会逐渐粘附并堆集在滤袋

的表层 ，如不清除，滤袋将完全失去其功能。为了解决上述难题 ，

人们通常主动给滤袋施加一个外力。在外力的作用下，堆集在滤袋

表层的粉尘与滤料分离剥落。

目前，在袋式除尘领域里，常见的清灰 （或称抖灰）方法是，

在滤袋里外套一个钢性笼子，除尘时，气流是由滤袋外面到滤袋里

面，粉尘被滤袋隔离，在气压的作用下粘附在滤袋的外表面，当粉

尘堆集到滤袋不能正常工作时，这时通往滤袋的含尘气流被关闭，

滤袋 内的喷吹系统启动，喷吹管出来的压缩空气瞬间反向作用给滤

袋，滤袋外表面的粉尘被抖落。

上述清灰方法虽然也能达到清灰的目的，但其清灰机构繁多复

杂庞大，购置与维护成本较高。而另一些广泛的加工过程中，并不

具备配置一套上述清灰机构的条件 ，直接采用简单的滤袋进行除尘

过滤，滤袋在没有专业清灰机构的情况下，要么釆用体积庞大的滤

袋，要么频繁更换滤袋，使得滤袋的使用效率和使用寿命极低，无

形中增加生产成本，降低生产效率。

发明内容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滤尘袋的上述不足 ，提供一种袋式

除尘装置的 自动抖灰方法及新型袋式除尘装置。



为了实现上述 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袋式除尘装置

的 自动抖灰方法，袋式除尘装置底部为集尘区域，袋式除尘装置中

部设进气 口，其中：该 自动抖灰方法是在集尘区域和进气 口上方设

置一滤尘布 ，该滤尘布为柔性可塑性材质的滤尘布 ，当由进气 口向

袋式除尘装置 内通入含尘气流时，柔性可塑性滤尘布呈 向上展开鼓

起状态 ，部分粉尘逐步积聚在柔性可塑性滤尘布 内表面，当柔性可

塑性滤尘布上的积灰达到一定厚度时，停止向袋式除尘装置中通入

气流，柔性可塑性滤尘布在其上积灰以及其 自身的重力下 自然向下

塌落，在塌落过程中，其上的大部分积灰随柔性可塑性滤尘布形态

的变动而 自然落入下方的集尘区域中；当柔性可塑性滤尘布停止塌

落后，恢复向袋式除尘装置中通入气流，柔性可塑性滤尘布再次向

上展开鼓起 ，随着柔性可塑性滤尘布上升的运动产生的形态变动，

又有部分积灰再次掉落，如此完成一次抖灰循环。

本发明同时提供一种新型袋式除尘装置，该袋式除尘装置包括

一集尘袋主体，集尘袋主体的侧部设有进气 口，集尘袋主体的底部

设有可捆扎的出灰 口；其中，在集尘袋主体的进气 口的上方位置，

沿集尘袋主体的周边袋壁缝合有一柔性可塑性滤尘布。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例，在所述柔性可塑性滤尘布的上方、

沿集尘袋主体与柔性可塑性滤尘布的缝合边还缝合有一层相对硬质

的可定型滤尘布；该可定型滤尘布在含尘气流停止通入袋式除尘装

置时，形态可基本不变。

作为本发明的另一种实施例，所述集尘袋主体为一个采用过滤

材料制作的朝下开 口的倒置袋体，该倒置袋体中部侧壁设有进气 口，

在倒置袋体 内部、进气 口的上方位置，沿倒置袋体的周边 内壁缝合

有一柔性可塑性滤尘布，且所述柔性可塑性滤尘布的展开面积大于



作为本发明的再一种实施例，袋式除尘装置包括至少两个集尘

袋主体，每个集尘袋主体的侧部设有进气 口且进气 口均连接切换阀

和总进气管；在每个集尘袋主体的进气 口的上方位置，沿集尘袋主

体的周边袋壁缝合有一柔性可塑性滤尘布。

上述袋式除尘装置中，于所述进气 口的内端处还接合有一 向内

延伸的柔性进气管。

上述袋式除尘装置中，于所述柔性可塑性滤尘布的中部设有配

重块。

本发明通过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在集尘袋主体中增加一柔性可

塑性内滤尘布，利用柔性可塑性滤尘布的 自然塌落效果，以及含尘

气流的动力、配合含尘气流的通断结合，由柔性可塑性滤尘布的上

下运动来 自动完成抖灰功能，使滤尘部恢复透气、过滤功能，无需

额外的大型设备和额外的电力驱动，因此设备更加小型化，简单化，

成本大幅降低。此外，本发明中袋式除尘装置的进气 口内部还设有

防止粉尘回流的柔性进气管，能彻底避免粉尘回流泄漏。

附图说明

图 1、图 2 是本发明第一种实施例袋式除尘装置的两种工作状态

时的主视示意图；

图 3、图 4 是第一种实施例的两种工作状态的俯视状态示意图；

图 5、图 6 是本发明第二种实施例袋式除尘装置的两种工作状态

时的主视示意图；

图 7 是本发明第三种实施例袋式除尘装置的两种工作状态时的

主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歩说明。

结合图 1- 图 4 所示，本发明首先揭示了一种袋式除尘装置的 自



动抖灰方法，袋式除尘装置底部为集尘区域 11，袋式除尘装置中部

设进气 口 12，其中：该 自动抖灰方法是在集尘区域 11 和进气 口 12

上方设置一滤尘布 ，该滤尘布为柔性可塑性材质的滤尘布 ，柔性可

塑性滤尘布 2 的周边与袋式集尘装置的集尘区域 11上部敞口周边缝

合，柔性可塑性滤尘布 2 的展开面积大于集尘区域 11 上部敞口的面

积，当由进气 口 12 向袋式除尘装置内通入含尘气流时，柔性可塑性

滤尘布 2 呈 向上展开鼓起状态，部分粉尘逐歩积聚在柔性可塑性滤

尘布 2 内表面，当柔性可塑性滤尘布 上的积灰达到一定厚度时，

停止向袋式除尘装置中通入气流，柔性可塑性滤尘布 2 在其上积灰

以及其 自身的重力下 自然向下塌落，在塌落过程中，其上的大部分

积灰随柔性可塑性滤尘布 2 形态的变动而 自然落入下方的集尘区域

中；当柔性可塑性滤尘布 2 停止塌落后，恢复向袋式除尘装置中通

入气流，柔性可塑性滤尘布 2 再次向上展开鼓起，随着柔性可塑性

滤尘布 2 上升的运动产生的形态变动，又有部分积灰再次掉落，如

此完成一次抖灰循环。根据粉尘的类型、大小等因素，可 以进行数

次抖灰循环。

再如图 1、图 2 所示，本发明同时提供一种新型袋式除尘装置，

该袋式除尘装置包括一集尘袋主体 1，本实施例中，集尘袋主体 1

采用较厚的或者层次较多的过滤材料或者非过滤材料制作，为上下

开口的袋体，该集尘袋主体 1 上部侧壁设有进气 口 12，集尘袋主体

1 的底部同样形成集尘区域 11，集尘袋主体 1 的最底部设有可捆扎

和松开的出灰 口 13，集尘作业时出灰 口 13 被捆扎好，待需要排灰时

则解幵排灰；其中，在集尘袋主体 1 的进气 口 12 的上方位置，沿集

尘袋主体 1 的周边袋壁缝合有一柔性可塑性滤尘布 2，所述柔性可塑

性滤尘布 2 的展开面积大于集尘袋主体 1 的横截面面积或者为横截

面面积的数倍。



如图 5、图 6 所示，本发明的另一种实施例中，在所述柔性可塑

性滤尘布 2 的上方、沿集尘袋主体 1 与柔性可塑性滤尘布 2 的缝合

边还缝合有一层相对硬质的可定型滤尘布 16; 该可定型滤尘布 16

在含尘气流停止通入袋式除尘装置时，形态可基本不变。在含尘气

流停止通入所述除尘装置时，可定型滤尘布 16 形态基本不变，所述

除尘布 2 自然塌落。可定型滤尘布 16 的作用是进一步过滤透过除尘

布 2 后的气流，并收集滤尘布 2 外表面出现的少量细微粉尘。其作

用还有，由于可定型滤尘布 16 的材质较硬较厚不会 自动生成抖灰动

作，确保无粉尘渗漏。

或者，与图 5、图 6 实施例类似，所述集尘袋主体 1 为一个采用

过滤材料制作的朝下开 口的倒置袋体，该倒置袋体中部侧壁设有进

气 口 12，在倒置袋体内部、进气 口 12 的上方位置，沿倒置袋体的周

边内壁缝合有一柔性可塑性滤尘布 2，所述柔性可塑性滤尘布 2 的展

开面积大于倒置袋体的横截面面积。本实施例中集尘袋主体 1 采用

过滤材料制作，能进一步增加整个袋式除尘装置的过滤性能，确保

无粉尘渗漏。在本实施例中过滤布料 16 与集尘袋主体 1采用同一材

质且为一整片过滤材料制作，该做法能进一步简化该除尘装置的制

作工艺，并增加其透气面积及除尘效果。

再如图 7 所示，本发明的另一种实施例中，袋式除尘装置包括

至少两个集尘袋主体 1，每个集尘袋主体 1 的侧部设有进气 口 12 且

进气 口 12 均连接切换阀 14 和总进气管 15; 在每个集尘袋主体 1 的

进气 口 12 的上方位置，沿集尘袋主体 1 的周边袋壁缝合有一柔性可

塑性滤尘布 2。本实施例采用两个集尘袋主体 1 并联的方式，通过切

换阀 14 来切换两个集尘袋主体 1进行交替式作业，从而可 以在不间

断总进气管的工作状态下，对积满粉尘的集尘袋主体 1 进行排灰作

业，提高生产效率。



上述袋式除尘装置中，于所述进气 口 12 的内端处还接合有一向

内延伸的柔性进气管 3。柔性进气管 3 可采用柔性的皮料或者布料制

作，其作用是防止粉尘回流。在工作状态时，由于气流的原因，柔

性进气管 3 舒展开供粉尘气流通入；当外部吸尘装置停止工作时，

气流气压消失，而上方的柔性可塑性滤尘布 2 会向下塌落，造成下

部气压增大气流，若此时进气 口 12 处无遮盖物，则气流将夹杂着粉

尘从进气 口 12 处回流到外部的吸尘管路中，造成粉尘外泄；而通过

增加柔性进气管 3，当进气气流消失后，柔性进气管 3 因 自重 自然塌

落闭合，将进气 口 12 封住，从而防止气流沿进气 口 12 回流。柔性

进气管 3 的长度 以能覆盖住进气 口 12 为宜，不宜过长，与底部集成

区域保持一定距离，避免被粉尘掩埋。

上述袋式除尘装置中，于所述柔性可塑性滤尘布 2 的中部设有

一配重块 2 1，配重块 2 1 可 以加速柔性可塑性滤尘布 2 的塌落过程，

从而加强抖灰效果，使柔性可塑性滤尘布 2 下表面的粉尘更容易脱

落；配重块 2 1 的重量以不影响进气气流将柔性可塑性滤尘布 2 撑起

为宜。配重块 2 1 也可 以是多个、分多处设置，增加柔性可塑性滤尘

布 2 的变形效果，增强抖灰效果。

本发明通过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在集尘袋主体 1 中增加一柔性

可塑性内滤尘布 2，利用柔性可塑性滤尘布 2 的自然塌落效果，以及

含尘气流的动力、配合含尘气流的通断结合，由柔性可塑性滤尘布 2

的上下运动来 自动完成抖灰功能，使滤尘部恢复透气、过滤功能，

无需额外的大型设备和额外的电力驱动，因此设备更加小型化，简

单化，成本大幅降低 ，该抖灰方法与除尘装置机构极其简单，实施

方便，除尘效果好，由其适用于对颗粒性无机物类粉尘的净化处理。

此外，本发明中袋式除尘装置的进气 口 12 内部还设有防止粉尘回流

的柔性进气管 3，能彻底避免粉尘回流泄漏。



以上应用实施例仅为对本发明进行描述，但本发明并不局限于

以上揭示的实施例，而应当涵盖各种根据本实施例的本质进行的修

改、等效组合。



1. 一种袋式除尘装置的 自动抖灰方法，袋式除尘装置底部为集尘

区域，袋式除尘装置中部设进气 口，其特征在于：该 自动抖灰方法是

在集尘区域和进气 口上方设置一滤尘布 ，该滤尘布为柔性可塑性材质

的滤尘布，当由进气 口向袋式除尘装置 内通入含尘气流时，柔性可塑

性滤尘布呈向上展开鼓起状态，部分粉尘逐歩积聚在柔性可塑性滤尘

布内表面，当柔性可塑性滤尘布上的积灰达到一定厚度时，停止 向袋

式除尘装置中通入气流，柔性可塑性滤尘布在其上积灰以及其 自身的

重力下 自然向下塌落，在塌落过程中，其上的大部分积灰随柔性可塑

性滤尘布形态的变动而 自然落入下方的集尘区域中；当柔性可塑性滤

尘布停止塌落后，恢复向袋式除尘装置中通入气流，柔性可塑性滤尘

布再次向上展开鼓起，随着柔性可塑性滤尘布上升的运动产生的形态

变动，又有部分积灰再次掉落，如此完成一次抖灰循环。

2 . —种新型袋式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袋式除尘装置包括一

集尘袋主体，集尘袋主体的侧部设有进气 口，集尘袋主体的底部设有

可捆扎的出灰 口；其中，在集尘袋主体的进气 口的上方位置，沿集尘

袋主体的周边袋壁缝合有一柔性可塑性滤尘布。

3 . 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新型袋式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

述柔性可塑性滤尘布的上方、沿集尘袋主体与柔性可塑性滤尘布的缝

合边还缝合有一层相对硬质的可定型滤尘布。

4 . 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新型袋式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集尘袋主体为一个采用过滤材料制作的朝下开 口的倒置袋体，该倒置

袋体中部侧壁设有进气 口，在倒置袋体 内部、进气 口的上方位置，沿

倒置袋体的周边 内壁缝合有一柔性可塑性滤尘布，且所述柔性可塑性

滤尘布的展开面积大于倒置袋体的横截面面积。

5 . 根据权利要求 2 或 3 或 4 所述的新型袋式除尘装置，其特征在



于：袋式除尘装置包括至少两个集尘袋主体，每个集尘袋主体的侧部

设有进气 口且进气 口均连接切换阀和总进气管；在每个集尘袋主体的

进气 口的上方位置，沿集尘袋主体的周边袋壁缝合有一柔性可塑性滤

尘布。

6 . 根据权利要求 2 或 3 或 4 所述的新型袋式除尘装置，其特征在

于：于所述进气 口的内端处还接合有一 向内延伸的柔性进气管。

7 . 根据权利要求 2 或 3 或 4 所述的新型袋式除尘装置，其特征在

于：于所述柔性可塑性滤尘布的中部设有配重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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