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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矿山巷道气体解毒过滤系统，系统包括

解毒过滤装置、安装在解毒过滤装置上的吸风管

道和排风口；吸风管道上开设有多个吸风口，多

个吸风口均匀设置在巷道内部；吸风口将巷道内

的空气抽出并通过吸风管道输送到解毒过滤装

置中。方法包括：将巷道内的气体吸入到吸风管

道中，经由吸风管道输送到解毒过滤装置中；气

体先经过清洗池，经清洗池出口进入到喷淋箱进

行二次清洗；二次清洗后的气体在尾气处理装置

中中和、降温，最后经过排风口释放到巷道内。本

发明可以除去矿山开采过程中飞扬的尘土、二氧

化硅、硫以及氧化钌等有毒气体或物质，可以将

氧化钌进行回收，便于后续提取再利用。本发明

可排出低温空气，实现对巷道内温度的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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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矿山巷道气体解毒过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包括解毒过滤装置(1)、安

装在解毒过滤装置上的吸风管道(2)和排风口(3)；吸风管道上开设有多个吸风口(4)，多个

吸风口均匀设置在巷道(5)内部；吸风口将巷道内的空气抽出并通过吸风管道输送到解毒

过滤装置中，过滤后的空气经排风口排出到巷道内；

解毒过滤装置包括清洗池(6)、喷淋箱(7)以及尾气处理装置(8)；清洗池内盛装有碱性

液体；清洗池的底部设置有曝气装置(9)，曝气装置与吸风管道相连通；清洗池的出口与喷

淋箱(7)的入口相连通；

喷淋箱内设置有二次清洗装置；喷淋箱的底部设置有倾斜的流道(10)；流道的低端连

通有回流管(11)，且回流管(11)与清洗池相连通；二次清洗装置向喷淋箱内喷洒碱性液体，

碱性液体下落至流道中，并通过回流管流至清洗池中；

喷淋箱的出口与尾气处理装置(8)的入口相连通；尾气处理装置的内部设置有酸液喷

洒装置(14)以及降温装置(15)；所述排风口位于尾气处理装置的出口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矿山巷道气体解毒过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池的入口

端设置有过滤装置(1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矿山巷道气体解毒过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尾气处理装置

的内部设置有竖向的隔板(13)，隔板将尾气处理装置内部分为底部相互连通的左腔室和右

腔室；右腔室的上端开设有进口、内部安装有酸液喷洒装置(14)；左腔室上开设排风口、左

腔室内安装有降温装置(15)，降温装置为氯化铵填料。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矿山巷道气体解毒过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酸液喷洒装置

竖立在尾气处理装置的内侧底部，酸液喷洒装置的底部安装有泵。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矿山巷道气体解毒过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池的内侧

安装有溢流管(16)；清洗池的下方设置有收集箱(17)；溢流管的下端与收集箱相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矿山巷道气体解毒过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淋箱的上方

设置有装液箱(18)，装液箱内盛装有碱性液体；二次清洗装置连接于装液箱的下端，二次清

洗装置将装液箱内的碱性液体在喷淋箱中喷洒。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矿山巷道气体解毒过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二次清洗装置

包括输送管(19)以及安装在输送管上的输送支管(20)；输送支管上安装有多个喷嘴；输送

支管为一个或多个；多个输送支管的长度从上到下依次减小。

8.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矿山巷道气体解毒过滤系统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Ⅰ、从吸风口将巷道内的气体吸入到吸风管道中，经由吸风管道输送到解毒过滤装置

中；

Ⅱ、吸入的气体先经过清洗池进行一次清洗，清洗池内的碱性液体将气体中混合的氧

化钌溶解，剩余气体经清洗池出口进入到喷淋箱中进行二次清洗；

Ⅲ、喷淋箱中的二次清洗装置向喷淋箱内喷洒碱性液体进行二次清洗以去除残余氧化

钌，下落的碱性液体落入流道中并经回流管流入至清洗池内用作一次清洗的洗液；

Ⅳ、二次清洗后的气体在尾气处理装置中先经过酸液喷洒装置以中和气体中携带的碱

性液体，然后经降温装置对气体进行除水降温，最后经过排风口释放到巷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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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矿山巷道气体解毒过滤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过滤系统及方法，尤其涉及一种矿山巷道气体解毒过滤系统及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矿山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具有现场环境复杂，受自然条件制约，生产环境多变，不

安全因素多等特点。在矿山生产建设过程中，粉尘、有毒有害气体、噪声、水、火工业外伤等

严重威胁着安全生产，并可引发多种职业病。比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粉尘可以导致生

产环境恶化，加剧机械设备磨损，缩短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此外，粉尘中常常含有游离的

二氧化硅，工人吸入二氧化硅可引起尘肺病。矿山井下还常见硫的氧化物和氢化物，均对人

体呼吸道产生刺激，甚至引起中毒死亡。除此以外，在开采铂、铜等金属矿时，常于铂、铜伴

生的还有钌金属，钌在加热的条件下容易生成有毒的氧化钌，氧化钌易挥发到空气中，被人

体吸入造成中毒现象。而现有技术中的过滤器可以过滤空气中的灰尘，却由于上述有毒物

质的粒径小而难以过滤。因此对于巷道内的有毒气体难以见到快速有效的消除办法。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所存在的不足之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矿山巷道气体解毒过滤

系统。

[0004] 为了解决以上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矿山巷道气体解毒过滤

系统，系统包括解毒过滤装置、安装在解毒过滤装置上的吸风管道和排风口；吸风管道上开

设有多个吸风口，多个吸风口均匀设置在巷道内部；吸风口将巷道内的空气抽出并通过吸

风管道输送到解毒过滤装置中，过滤后的空气经排风口排出到巷道内；

[0005] 解毒过滤装置包括清洗池、喷淋箱以及尾气处理装置；清洗池内盛装有碱性液体；

清洗池的底部设置有曝气装置，曝气装置与吸风管道相连通；清洗池的出口与喷淋箱的入

口相连通；

[0006] 喷淋箱内设置有二次清洗装置；喷淋箱的底部设置有倾斜的流道；流道的低端连

通有回流管，且回流管与清洗池相连通；二次清洗装置向喷淋箱内喷洒碱性液体，碱性液体

下落至流道中，并通过回流管流至清洗池中；

[0007] 喷淋箱的出口与尾气处理装置的入口相连通；尾气处理装置的内部设置有酸液喷

洒装置以及降温装置；所述排风口位于尾气处理装置的出口处。

[0008] 进一步地，清洗池的入口端设置有过滤装置。

[0009] 进一步地，尾气处理装置的内部设置有竖向的隔板，隔板将尾气处理装置内部分

为底部相互连通的左腔室和右腔室；右腔室的上端开设有进口、内部安装有酸液喷洒装置；

左腔室上开设排风口、左腔室内安装有降温装置，降温装置为氯化铵填料。

[0010] 进一步地，酸液喷洒装置竖立在尾气处理装置的内侧底部，酸液喷洒装置的底部

安装有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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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一步地，清洗池的内侧安装有溢流管；清洗池的下方设置有收集箱；溢流管的下

端与收集箱相连通。

[0012] 进一步地，喷淋箱的上方设置有装液箱，装液箱内盛装有碱性液体；二次清洗装置

连接于装液箱的下端，二次清洗装置将装液箱内的碱性液体在喷淋箱中喷洒。

[0013] 进一步地，二次清洗装置包括输送管以及安装在输送管上的输送支管；输送支管

上安装有多个喷嘴；输送支管为一个或多个；多个输送支管的长度从上到下依次减小。

[0014] 一种矿山巷道气体解毒过滤系统的使用方法，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5] Ⅰ、从吸风口将巷道内的气体吸入到吸风管道中，经由吸风管道输送到解毒过滤装

置中；

[0016] Ⅱ、吸入的气体先经过清洗池进行一次清洗，清洗池内的碱性液体将气体中混合

的氧化钌溶解，剩余气体经清洗池出口进入到喷淋箱中进行二次清洗；

[0017] Ⅲ、喷淋箱中的二次清洗装置向喷淋箱内喷洒碱性液体进行二次清洗以去除残余

氧化钌，下落的碱性液体落入流道中并经回流管流入至清洗池内用作一次清洗的洗液；

[0018] Ⅳ、二次清洗后的气体在尾气处理装置中先经过酸液喷洒装置以中和气体中携带

的碱性液体，然后经降温装置对气体进行除水降温，最后经过排风口释放到巷道内。

[0019] 本发明具有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可以除去矿山开采过程中飞扬的尘土、二氧化

硅、硫以及氧化钌等有毒气体或物质，降低巷道内烟尘及有毒物质的浓度，保护矿山井下作

业的工人；并且，对于较为珍贵的钌金属，本发明可以将氧化钌进行回收，便于后续提取再

利用。由于矿井下温度较高，不利于工人和机器作业；本发明可排出低温空气，实现对巷道

内温度的降温。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解毒过滤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尾气处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3] 1、解毒过滤装置；2、吸风管道；3、排风口；4、吸风口；5、巷道；6、清洗池；7、喷淋箱；

8、尾气处理装置；9、曝气装置；10、流道；11、回流管；12、过滤装置；13、隔板；14、酸液喷洒装

置；15、降温装置；16、溢流管；17、收集箱；18、装液箱；19、输送管；20、输送支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5] 如图1所示的一种矿山巷道气体解毒过滤系统，用于将巷道内的空气进行过滤解

毒。系统包括解毒过滤装置1、安装在解毒过滤装置上的吸风管道2和排风口3；吸风管道上

开设有多个吸风口4，多个吸风口均匀设置在巷道5内部；吸风口处可安装排风扇或者在吸

风管道内设置风机以实现主动吸风。

[0026] 吸风口将巷道内的空气抽出并通过吸风管道输送到解毒过滤装置中，解毒过滤装

置将空气进行解毒过滤，过滤后的空气再经排风口排出到巷道内；实现巷道内空气的自动

循环。

[0027] 如图2所示，解毒过滤装置包括清洗池6、喷淋箱7以及尾气处理装置8；清洗池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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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端设置有过滤装置12。过滤装置与普通的过滤灰尘装置相同，能够将空气中携带的尘土

先进行过滤去除。但是由于二氧化硅、硫化氢、氧化钌等物质的颗粒小，难以被过滤装置去

除，因此在过滤金属矿巷道时，设置解毒过滤装置对上述物质进行去除。

[0028] 清洗池内盛装有碱性液体，碱性液体可以将空气中漂浮的二氧化硅、硫化氢、氧化

钌等溶解；清洗池的底部设置有曝气装置9，曝气装置与吸风管道相连通，曝气装置将吸入

的气体直接从碱性液体的底部曝气，使空气与碱性液体得到充分接触以促进上述物质的溶

解。清洗池的出口与喷淋箱7的入口相连通，使清洗池清洗后的空气进入喷淋箱。

[0029] 喷淋箱内设置有二次清洗装置；喷淋箱的上方设置有装液箱18，装液箱内盛装有

碱性液体；二次清洗装置连接于装液箱的下端，二次清洗装置将装液箱内的碱性液体在喷

淋箱中喷洒。使空气在喷淋箱中从下至上流动，配合二次清洗装置从上至下喷洒，增加空气

与碱性液体的接触面积，促使空气中残余的有毒物质溶解从而自空气中除去。

[0030] 二次清洗装置包括输送管19以及安装在输送管上的输送支管20；输送支管上安装

有多个喷嘴；输送支管为一个或多个；多个输送支管的长度从上到下依次减小。倒梯形的二

次清洗装置可以增加喷淋的面积，使逐级而上的空气尽可能得到二次清洗，增强二次清洗

的清洗效果。

[0031] 喷淋箱的底部设置有倾斜的流道10；流道的低端连通有回流管11，且回流管11与

清洗池相连通；二次清洗装置向喷淋箱内喷洒碱性液体，碱性液体下落至流道中，并通过回

流管流至清洗池中；使碱性液体能够得到循环利用，并且碱性液体整体与空气均是逆向流

动增强空气中有毒物质的溶解，增加碱性液体的利用率。

[0032] 为了防止清洗池内碱性液体满溢，在清洗池内安装溢流管。清洗池的内侧底部竖

立安装有溢流管16；清洗池的下方设置有收集箱17；溢流管的下端与收集箱相连通。当清洗

池内碱性液体的液面高度高于溢流管时，碱性液体就会进入溢流管，并且顺着溢流管流入

至收集箱中。对收集箱定期处理可以将溶解的氧化钌进行回收。

[0033] 在本实施例中，使喷淋箱底部所处的位置高于溢流管的位置，使碱性液体能够受

压强作用自动进入到清洗池中。或者在回流管上安装泵和单向阀，以确保碱性液体能够流

入至清洗池中而不会逆流回喷淋箱中。

[0034] 喷淋箱的出口与尾气处理装置8的入口相连通；尾气处理装置的内部设置有酸液

喷洒装置14以及降温装置15；排风口位于尾气处理装置的出口处。

[0035] 如图3所示，尾气处理装置的内部设置有竖向的隔板13，隔板将尾气处理装置内部

分为底部相互连通的左腔室和右腔室；右腔室的上端开设有进口、内部安装有酸液喷洒装

置14。本实施例中，促使空气先进入右腔室，右腔室中的酸液喷洒装置可以将空气中携带的

碱性液体进行中和，防止最终释放的空气中含有大量碱腐蚀矿山，且对人体造成危害。可在

排风口处安装酸碱计检测待排出空气的酸碱度，若空气呈碱性则关闭排风口不许碱性空气

排出，符合标准后再排出。

[0036] 经酸碱中和后的空气从隔板下方进入到左腔室中。左腔室上开设排风口、左腔室

内安装有降温装置15，降温装置为氯化铵填料。使空气先经过降温装置后再经排风口排出。

由于先前空气经过碱性液体的清洗和酸性液体的中和，使空气中携带了水，在空气经过氯

化铵填料时，氯化铵遇水溶解吸热，可带走空气中的热量使空气降温；另一方面，溶于水的

氯化铵呈酸性，由于左右腔室的底部是连通的，因此会在左右腔室的底部形成氯化铵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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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

[0037] 酸液喷洒装置竖立在尾气处理装置的内侧底部，酸液喷洒装置的底部安装有泵，

酸液喷洒装置上安装有喷嘴。酸液喷洒装置利用泵将氯化铵水溶液泵到酸液喷洒装置的上

方并且经喷嘴释放，使酸性的氯化铵水溶液与碱性液体发生中和反应，以使排出的空气不

呈碱性。

[0038] 矿山巷道气体解毒过滤系统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9] Ⅰ、从吸风口将巷道内的气体吸入到吸风管道中，经由吸风管道输送到解毒过滤装

置中；

[0040] Ⅱ、吸入的气体先经过清洗池进行一次清洗，清洗池内的碱性液体将气体中混合

的氧化钌溶解，剩余气体经清洗池出口进入到喷淋箱中进行二次清洗；

[0041] Ⅲ、喷淋箱中的二次清洗装置向喷淋箱内喷洒碱性液体进行二次清洗以去除残余

氧化钌，下落的碱性液体落入流道中并经回流管流入至清洗池内用作一次清洗的洗液；

[0042] Ⅳ、二次清洗后的气体在尾气处理装置中先经过酸液喷洒装置以中和气体中携带

的碱性液体，然后经降温装置对气体进行除水降温，最后经过排风口释放到巷道内。

[0043] 上述实施方式并非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发明也并不仅限于上述举例，本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范围内所做出的变化、改型、添加或替换，也均属于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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