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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有气体检测功能的安全喷淋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带有气体检测功能的安

全喷淋装置，包括控制柜、喷淋头和气体检测装

置，所述控制柜内顶部安装有控制器，所述控制

柜内部下方安装有碱液箱，所述碱液箱左侧连接

有进液管，所述碱液箱底部右侧通过连接管连接

有压力泵，所述喷淋头的喷淋壳体下方安装有轭

臂座，所述轭臂架内部安装有出水管，所述检测

器壳体下方左侧安装有气体传感器。该带有气体

检测功能的安全喷淋装置，设置有碱液箱，碱液

箱安装在控制柜内部，中和碱性液体以弱碱和弱

碱性盐与水配置而成，在氟化工的生产过程中，

原料以及产物会涉及到氟化氢、氯化氢等酸性气

体，通过碱液箱中的中和碱性液体对泄漏的酸性

气体进行中和，有利于减少酸性气体泄漏造成的

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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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有气体检测功能的安全喷淋装置，包括控制柜(1)、喷淋头(2)和气体检测装

置(3)，其特征在于：

控制柜(1)，控制柜(1)包括控制器(101)、碱液箱(102)、进液管(103)、第一电磁阀

(104)、液位传感器(105)、中和碱性液体(106)、连接管(107)、压力泵(108)、柜门(109)、显

示屏(110)、功能按键(111)、紧急启动按钮(112)和第二电磁阀(113)，所述控制柜(1)内顶

部安装有控制器(101)，所述控制柜(1)内部下方安装有碱液箱(102)，所述碱液箱(102)左

侧连接有进液管(103)，所述碱液箱(102)内部上方安装有液位传感器(105)，所述碱液箱

(102)内部盛装有中和碱性液体(106)，所述碱液箱(102)底部右侧通过连接管(107)连接有

压力泵(108)，所述控制柜(1)前端外部安装有柜门(109)；

喷淋头(2)，所述喷淋头(2)包括喷淋壳体(201)、轭臂座(202)、轭臂架(203)、溅水盘

(204)和出水管(205)，所述喷淋头(2)通过导管(4)与压力泵(108)连接，所述喷淋头(2)的

喷淋壳体(201)下方安装有轭臂座(202)，所述轭臂座(202)下方安装有轭臂架(203)，所述

轭臂架(203)内部安装有出水管(205)，所述轭臂架(203)下方安装有溅水盘(204)；

气体检测装置(3)，所述气体检测装置(3)包括检测器壳体(301)、磁性板(302)、安装座

(303)、粘胶(304)、气体传感器(305)、防尘挡板(306)、警报灯(307)、数据存储模块(308)、

讯响器(309)和电池(310)，所述气体检测装置(3)通过连接线(5)与控制柜(1)内部的控制

器(101)连接，所述气体检测装置(3)的检测器壳体(301)顶部安装有磁性板(302)，所述安

装座(303)通过粘胶(304)粘贴在天花板上，所述检测器壳体(301)下方左侧安装有气体传

感器(305)，所述检测器壳体(301)下方中部安装有警报灯(307)，所述警报灯(307)外部安

装有防尘挡板(306)，所述检测器壳体(301)内部左侧安装有数据存储模块(308)，所述检测

器壳体(301)内部右侧安装有电池(310)，所述检测器壳体(301)内部下方两侧安装有讯响

器(30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气体检测功能的安全喷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

液管(103)贯穿控制柜(1)，且进液管(103)在控制柜(1)外部左侧部分安装有第一电磁阀

(10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气体检测功能的安全喷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中

和碱性液体(106)通过弱碱和弱碱性盐与水配置而成根据所储存酸的种类可进行调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气体检测功能的安全喷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

接管(107)在控制柜(1)外部右侧部分安装有第二电磁阀(11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气体检测功能的安全喷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柜

门(109)上安装有显示屏(110)、功能按键(111)和紧急启动按钮(11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气体检测功能的安全喷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出

水管(205)贯穿喷淋壳体(201)和轭臂座(202)与导管(4)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气体检测功能的安全喷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

接线(5)贯穿检测器壳体(301)、安装座(303)和粘胶(304)。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气体检测功能的安全喷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安

装座(303)的下表面为磁性金属材质，所述检测器壳体(301)通过顶部的磁性板(302)与安

装座(303)磁性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气体检测功能的安全喷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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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101)与第一电磁阀(104)、液位传感器(105)、压力泵(108)、显示屏(110)、功能按键

(111)、紧急启动按钮(112)、第二电磁阀(113)、气体传感器(305)、警报灯(307)、数据存储

模块(308)、讯响器(309)和电池(310)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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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有气体检测功能的安全喷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喷淋装置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带有气体检测功能的安全喷淋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氟化工业的生产中，原料、产物均会涉及氟化氢、氯化氢等有毒酸性气体，而这

些酸性气体在使用前必然需要存储，而在存储的过程中一旦发生意外，很可能造成泄漏事

件的发生，而一些的酸性气体没有特别明显的气味，一般很难人工察觉到泄漏，但是正因如

此可能会造成较大的危害，所以在酸性气体的储存区域必须要设立带有气体检测功能的喷

淋装置，在检测到气体泄漏时，及时的报警并喷洒弱碱中和。

[0003] 但是在现有的喷淋装置中一般都是以温度和烟雾作为感应的标准，很少会有以气

体浓度为标准而喷洒喷雾的装置，所以这里需要设计一种能够检测空气中酸性气体浓度并

报警和喷雾的装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带有气体检测功能的安全喷淋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

技术中提出的现有的喷淋装置中一般都是以温度和烟雾作为感应的标准，很少会有以气体

浓度为标准而喷洒喷雾的装置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带有气体检测功能的安全喷淋

装置，包括控制柜、喷淋头和气体检测装置，

[0006] 控制柜，控制柜包括控制器、碱液箱、进液管、第一电磁阀、液位传感器、中和碱性

液体、连接管、压力泵、柜门、显示屏、功能按键、紧急启动按钮和第二电磁阀，所述控制柜内

顶部安装有控制器，所述控制柜内部下方安装有碱液箱，所述碱液箱左侧连接有进液管，所

述碱液箱内部上方安装有液位传感器，所述碱液箱内部盛装有中和碱性液体，所述碱液箱

底部右侧通过连接管连接有压力泵，所述控制柜前端外部安装有柜门；

[0007] 喷淋头，所述喷淋头包括喷淋壳体、轭臂座、轭臂架、溅水盘和出水管，所述喷淋头

通过导管与压力泵连接，所述喷淋头的喷淋壳体下方安装有轭臂座，所述轭臂座下方安装

有轭臂架，所述轭臂架内部安装有出水管，所述轭臂架下方安装有溅水盘；

[0008] 气体检测装置，所述气体检测装置包括检测器壳体、磁性板、安装座、粘胶、气体传

感器、防尘挡板、警报灯、数据存储模块、讯响器和电池，所述气体检测装置通过连接线与控

制柜内部的控制器连接，所述气体检测装置的检测器壳体顶部安装有磁性板，所述安装座

通过粘胶粘贴在天花板上，所述检测器壳体下方左侧安装有气体传感器，所述检测器壳体

下方中部安装有警报灯，所述警报灯外部安装有防尘挡板，所述检测器壳体内部左侧安装

有数据存储模块，所述检测器壳体内部右侧安装有电池，所述检测器壳体内部下方两侧安

装有讯响器。

[0009] 优选的，所述进液管贯穿控制柜，且进液管在控制柜外部左侧部分安装有第一电

磁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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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优选的，所述中和碱性液体通过弱碱和弱碱性盐与水配置而成根据所储存酸的种

类可进行调整。

[0011] 优选的，所述连接管在控制柜外部右侧部分安装有第二电磁阀。

[0012] 优选的，所述柜门上安装有显示屏、功能按键和紧急启动按钮。

[0013] 优选的，所述出水管贯穿喷淋壳体和轭臂座与导管连接。

[0014] 优选的，所述连接线贯穿检测器壳体、安装座和粘胶。

[0015] 优选的，所述安装座的下表面为磁性金属材质，所述检测器壳体通过顶部的磁性

板与安装座磁性连接。

[0016] 优选的，所述控制器与第一电磁阀、液位传感器、压力泵、显示屏、功能按键、紧急

启动按钮、第二电磁阀、气体传感器、警报灯、数据存储模块、讯响器和电池电性连接。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该带有气体检测功能的安全喷淋装置，

[0018] (1)设置有碱液箱，碱液箱安装在控制柜内部，中和碱性液体以弱碱和弱碱性盐与

水配置而成，在氟化工的生产过程中，原料以及产物会涉及到氟化氢、氯化氢等酸性气体，

通过碱液箱中的中和碱性液体对泄漏的酸性气体进行中和，有利于减少酸性气体泄漏造成

的危害；

[0019] (2)设置有喷淋头，中和碱性液体通过导管传输到喷淋头内，导管与出水管相连

接，并通过出水管进行喷洒，轭臂架下方的溅水盘将中和碱性液体呈水花状洒下，扩大了喷

洒的范围；

[0020] (3)设置有气体检测装置，气体检测装置通过底部左侧的气体传感器实时监测空

气中的酸性气体的浓度，当酸性气体浓度超标时，将信号传递给控制柜中的控制器，控制器

打开第二电磁阀并启动压力泵，将碱液箱中的中和碱性液体通过喷淋头喷洒出来，有利于

实时监测空气中的酸性气体浓度；

[0021] (4)设置有安装座，安装座通过粘胶粘贴在天花板下方或者支架下方，安装座为磁

性金属材质，检测器壳体通过顶部的磁性板与安装座磁性连接，有利于气体检测装置安装

的便捷性；

[0022] (5)设置有警报灯和讯响器，警报灯安装在检测器壳体的下方，讯响器安装在检测

器壳体内部，在酸性气体浓度超标的时候，气体传感器将信号传递到控制器，控制器在控制

压力泵将中和碱性液体传输到喷淋头的同时，启动警报灯和讯响器，警报灯闪烁红光，讯响

器发出报警声，对人员进行警示，提示人员紧急撤离，防止事故的发生。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控制柜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控制柜正视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喷淋头正视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为本发明气体检测装置和安装座正视结构示意图；

[0027] 图5为本发明气体检测装置内部示意图；

[0028] 图6为本发明工作流程图。

[0029] 图中：1、控制柜，101、控制器，102、碱液箱，103、进液管，104、第一电磁阀，105、液

位传感器，106、中和碱性液体，107、连接管，108、压力泵，109、柜门，110、显示屏，111、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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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112、紧急启动按钮，113、第二电磁阀，2、喷淋头，201、喷淋壳体，202、轭臂座，203、轭

臂架，204、溅水盘，205、出水管，3、气体检测装置，301、检测器壳体，302、磁性板，303、安装

座，304、粘胶，305、气体传感器，306、防尘挡板，307、警报灯，308、数据存储模块，309、讯响

器，310、电池，4、导管，5、连接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1] 请参阅图1-6，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带有气体检测功能的安全喷淋装

置，如图1、图2和图6所示，控制柜1包括控制器101、碱液箱102、进液管103、第一电磁阀104、

液位传感器105、中和碱性液体106、连接管107、压力泵108、柜门109、显示屏110、功能按键

111、紧急启动按钮112和第二电磁阀113，控制柜1内顶部安装有控制器101，控制柜1内部下

方安装有碱液箱102，碱液箱102左侧连接有进液管103，进液管103贯穿控制柜1，且进液管

103在控制柜1外部左侧部分安装有第一电磁阀104，有利于通过进液管103对碱液箱102内

添加中和碱性液体106，碱液箱102内部上方安装有液位传感器105，碱液箱102内部盛装有

中和碱性液体106，中和碱性液体106通过弱碱和弱碱性盐与水配置而成根据所储存酸的种

类可进行调整，便于通过中和碱性液体106来中和酸性气体，同时有利于减少对人员的危

害，碱液箱102底部右侧通过连接管107连接有压力泵108，连接管107在控制柜1外部右侧部

分安装有第二电磁阀113，有利于防止碱液箱102内部的中和碱性液体106泄漏出来，控制柜

1前端外部安装有柜门109，柜门109上安装有显示屏110、功能按键111和紧急启动按钮112，

便于通过显示屏110实时观察空气中酸性气体的浓度以及碱液箱102内部的液位高度。

[0032] 如图3、图4和图5所示，喷淋头2包括喷淋壳体201、轭臂座202、轭臂架203、溅水盘

204和出水管205，喷淋头2通过导管4与压力泵108连接，喷淋头2的喷淋壳体201下方安装有

轭臂座202，轭臂座202下方安装有轭臂架203，轭臂架203内部安装有出水管205，出水管205

贯穿喷淋壳体201和轭臂座202与导管4连接，有利于出水管205与导管4的连接，轭臂架203

下方安装有溅水盘204，气体检测装置3包括检测器壳体301、磁性板302、安装座303、粘胶

304、气体传感器305、防尘挡板306、警报灯307、数据存储模块308、讯响器309和电池310，气

体检测装置3通过连接线5与控制柜1内部的控制器101连接，连接线5贯穿检测器壳体301、

安装座303和粘胶304，便于气体检测装置3与控制器101的连接，气体检测装置3的检测器壳

体301顶部安装有磁性板302，安装座303通过粘胶304粘贴在天花板上，安装座303的下表面

为磁性金属材质，检测器壳体301通过顶部的磁性板302与安装座303磁性连接，便于气体检

测装置3的安装，检测器壳体301下方左侧安装有气体传感器305，检测器壳体301下方中部

安装有警报灯307，警报灯307外部安装有防尘挡板306，检测器壳体301内部左侧安装有数

据存储模块308，检测器壳体301内部右侧安装有电池310，检测器壳体301内部下方两侧安

装有讯响器309，控制器101与第一电磁阀104、液位传感器105、压力泵108、显示屏110、功能

按键111、紧急启动按钮112、第二电磁阀113、气体传感器305、警报灯307、数据存储模块

308、讯响器309和电池310电性连接，有利于通过控制器101控制其余的电性元件的启停。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112317163 A

6



[0033] 工作原理：液位传感器105的型号是FL-001，气体传感器305的型号HNAG800-HF，气

体传感器305的型号应根据所储存的酸的种类进行调整，这里以氢氟酸为例，在使用该带有

气体检测功能的安全喷淋装置时，首先将控制柜1、喷淋头2和气体检测装置3安装并连接

好，启动气体传感器305，通过控制器101打开第一电磁阀104并关闭第二电磁阀113，通过进

液管103向碱液箱102内注入中和碱性液体106，柜门109上的显示屏110显示当前气体传感

器305和液位传感器105检测到的数据，中和碱性液体106注满后关闭第一电磁阀104，当气

体传感器305检测到酸性气体浓度超标时，将气体传感器305信号传递给控制柜1中的控制

器101，控制器101打开第二电磁阀113并启动压力泵108，中和碱性液体106经过连接管107

并在压力泵108的作用下从导管4进入喷淋壳体201内，导管4与出水管205连接，中和碱性液

体106通过出水管205喷洒出来，轭臂架203下方的溅水盘204将中和碱性液体106呈水花状

洒下，扩大了喷洒的范围，提高中和效果，在喷洒中和碱性液体106的同时，控制器101启动

警报灯307和讯响器309，警报灯307闪烁红光，讯响器309发出报警声，对工作人员进行警示

作用，提示人员紧急撤离现场，以防止吸入酸性气体，当气体传感器305出现故障而酸性气

体已经泄漏时可以通过柜门109上的紧急启动按钮112紧急打开第二电磁阀113和压力泵

108，进行喷洒过程，气体检测装置3的安装座303通过粘胶304粘贴在天花板下方或者支架

下方，安装座303为磁性金属材质，检测器壳体301通过顶部的磁性板302与安装座303磁性

连接，有利于气体检测装置3安装的便捷性，本说明书中未作详细描述的内容属于本领域专

业技术人员公知的现有技术。

[0034] 术语“中心”、“纵向”、“横向”、“前”、“后”、“左”、“右”、“竖直”、“水平”、“顶”、“底”、

“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便于描述

本发明的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指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为特定的

方位构造和操作，因而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内容的限制。

[0035]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

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

同替换，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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