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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过滤除尘技术领域，具体为

一种环境保护用过滤除尘设备，包括设备主体，

所述设备主体的内部开设有第一连接槽，所述设

备主体的内部通过第一连接槽活动连接有过滤

机构，所述过滤机构包括边框、滤网和第一把手，

所述边框的内部固定连接有滤网，所述边框的一

侧固定连接有第一把手，所述设备主体的内部转

动连接有转动轴，所述转动轴的外部固定连接有

刷毛，所述转动轴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电机。本实

用新型的优点在于：通过设置集尘机构，在使用

时，在将集尘仓抽出时，挡板在第三固定块和第

四固定块的作用下遮挡在集尘仓的上方，即随着

集尘仓的抽出，挡板逐步遮挡在集尘仓的上方，

防止集尘仓在抽出时灰尘飞散在空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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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环境保护用过滤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设备主体(1)，所述设备主体(1)的

内部开设有第一连接槽(2)，所述设备主体(1)的内部通过第一连接槽(2)活动连接有过滤

机构(3)，所述过滤机构(3)包括边框(301)、滤网(302)和第一把手(303)，所述边框(301)的

内部固定连接有滤网(302)，所述边框(301)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一把手(303)，所述设备主

体(1)的内部转动连接有转动轴(4)，所述转动轴(4)的外部固定连接有刷毛(5)，所述转动

轴(4)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电机(6)；

所述设备主体(1)的内部开设有第二连接槽(7)，所述设备主体(1)的内部通过第二连

接槽(7)活动连接有集尘机构(8)，所述集尘机构(8)包括集尘仓(801)、滑槽(802)、滑轮

(803)、挡板(804)、拉动块(805)、第一固定块(806)、第二固定块(807)、第三固定块(808)和

第二把手(809)，所述集尘仓(801)的一侧开设有滑槽(802)，所述滑槽(802)的内部活动连

接有滑轮(803)，所述滑轮(803)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挡板(804)，所述挡板(804)的一侧固定

连接有拉动块(805)，所述挡板(804)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一固定块(806)，所述集尘仓

(801)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二固定块(807)，所述挡板(804)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三固定块

(808)，所述集尘仓(801)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二把手(809)，所述设备主体(1)的一侧固定

连接有第四固定块(1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境保护用过滤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设备主体

(1)的一侧固定连接有风机(9)，所述风机(9)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排气管(10)，所述设备主体

(1)的一侧固定连接有进气管(1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环境保护用过滤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动轴(4)

位于过滤机构(3)的一侧，所述排气管(10)和进气管(11)分别位于过滤机构(3)的两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境保护用过滤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连接槽

(2)的形状大小与边框(301)的形状大小相适配，所述边框(301)活动连接在第一连接槽(2)

的内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境保护用过滤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集尘仓

(801)的形状大小与第二连接槽(7)的形状大小相适配，所述集尘仓(801)活动连接在第二

连接槽(7)的内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境保护用过滤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固定块

(806)的形状大小与第二固定块(807)的形状大小相适配，所述第三固定块(808)的形状大

小与第四固定块(12)的形状大小相适配，所述第一固定块(806)的材质、第二固定块(807)

的材质、第三固定块(808)的材质与第四固定块(12)的材质相同，所述第一固定块(806)为

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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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境保护用过滤除尘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过滤除尘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环境保护用过滤除尘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需求也不断提高，为了净化空气、优化环

境，逐渐开发了一些气体净化装置，能够除去空气中的杂质，而在很多行业车间灰尘很严

重，现有的过滤除尘装置一般通过滤网对灰尘进行过滤，使用一段时间后滤网表面会积累

大量的灰尘，因此需要对滤网进行更换清理，在将滤网从过滤除尘装置中取出时，滤网上附

着的灰尘易飞散，不便于取下滤网，在使用一段时间后，需要对装置中的集尘仓进行清理，

将集尘仓中的灰尘进行处理，在将集尘仓取出时，集尘仓中的灰尘易飘散，不便于取出集尘

仓。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点，提供一种环境保护用过滤除尘设

备。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环境保护用过滤除尘设备，包

括设备主体，所述设备主体的内部开设有第一连接槽，所述设备主体的内部通过第一连接

槽活动连接有过滤机构，所述过滤机构包括边框、滤网和第一把手，所述边框的内部固定连

接有滤网，所述边框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一把手，所述设备主体的内部转动连接有转动轴，

所述转动轴的外部固定连接有刷毛，所述转动轴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电机；

[0005] 所述设备主体的内部开设有第二连接槽，所述设备主体的内部通过第二连接槽活

动连接有集尘机构，所述集尘机构包括集尘仓、滑槽、滑轮、挡板、拉动块、第一固定块、第二

固定块、第三固定块和第二把手，所述集尘仓的一侧开设有滑槽，所述滑槽的内部活动连接

有滑轮，所述滑轮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挡板，所述挡板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拉动块，所述挡板的

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一固定块，所述集尘仓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二固定块，所述挡板的一侧

固定连接有第三固定块，所述集尘仓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二把手，所述设备主体的一侧固

定连接有第四固定块。

[0006] 可选的，所述设备主体的一侧固定连接有风机，所述风机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排气

管，所述设备主体的一侧固定连接有进气管。

[0007] 可选的，所述转动轴位于过滤机构的一侧，所述排气管和进气管分别位于过滤机

构的两侧。

[0008] 可选的，所述第一连接槽的形状大小与边框的形状大小相适配，所述边框活动连

接在第一连接槽的内部。

[0009] 可选的，所述集尘仓的形状大小与第二连接槽的形状大小相适配，所述集尘仓活

动连接在第二连接槽的内部。

[0010] 可选的，所述第一固定块的形状大小与第二固定块的形状大小相适配，所述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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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块的形状大小与第四固定块的形状大小相适配，所述第一固定块的材质、第二固定块

的材质、第三固定块的材质与第四固定块的材质相同，所述第一固定块为磁铁。

[0011] 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优点：

[0012] 1、通过设置集尘机构，设备主体的内部开设有第二连接槽，设备主体的内部通过

第二连接槽活动连接有集尘机构，集尘仓的一侧开设有滑槽，滑槽的内部活动连接有滑轮，

滑轮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挡板，挡板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拉动块，挡板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一

固定块，集尘仓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二固定块，挡板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三固定块，集尘仓

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二把手，设备主体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四固定块，在使用时，在将集尘

仓抽出时，挡板在第三固定块和第四固定块的作用下遮挡在集尘仓的上方，即随着集尘仓

的抽出，挡板逐步遮挡在集尘仓的上方，防止集尘仓在抽出时灰尘飞散在空气中。

[0013] 2、通过设置转动轴，设备主体的内部开设有第一连接槽，设备主体的内部通过第

一连接槽活动连接有过滤机构，过滤机构包括边框、滤板和第一把手，边框的内部固定连接

有滤板，边框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一把手，设备主体的内部转动连接有转动轴，转动轴的外

部固定连接有刷毛，转动轴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电机，在需要将过滤机构取出时，启动电机，

电机带动转动轴转动，从而使刷毛对过滤机构的表面进行刷除，从而将过滤机构上表面的

浮尘进行清理，防止过滤机构在取出时其表面的浮尘飞散。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设备主体处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过滤机构处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本实用新型集尘仓处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为本实用新型挡板处的剖视示意图。

[0019] 图中：1‑设备主体，2‑第一连接槽，3‑过滤机构，301‑边框，302‑滤网，303‑第一把

手，4‑转动轴，5‑刷毛，6‑电机，7‑第二连接槽，8‑集尘机构，801‑集尘仓，802‑滑槽，803‑滑

轮，804‑挡板，805‑拉动块，806‑第一固定块，807‑第二固定块，808‑第三固定块，809‑第二

把手，9‑风机，10‑排气管，11‑进气管，12‑第四固定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描述，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不局限于

以下所述。

[0021] 如图1‑5所示，一种环境保护用过滤除尘设备，它包括设备主体1，设备主体1的内

部开设有第一连接槽2，设备主体1的内部通过第一连接槽2活动连接有过滤机构3，过滤机

构3包括边框301、滤网302和第一把手303，边框301的内部固定连接有滤网302，边框301的

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一把手303，设备主体1的内部转动连接有转动轴4，转动轴4的外部固定

连接有刷毛5，转动轴4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电机6，在需要将过滤机构3取出时，启动电机6，电

机6带动转动轴4转动，从而使刷毛5对过滤机构3的表面进行刷除，从而将过滤机构3上表面

的浮尘进行清理，防止过滤机构3在取出时其表面的浮尘飞散；设备主体1的内部开设有第

二连接槽7，设备主体1的内部通过第二连接槽7活动连接有集尘机构8，集尘机构8包括集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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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801、滑槽802、滑轮803、挡板804、拉动块805、第一固定块806、第二固定块807、第三固定

块808和第二把手809，集尘仓801的一侧开设有滑槽802，滑槽802的内部活动连接有滑轮

803，滑轮803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挡板804，挡板804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拉动块805，挡板804的

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一固定块806，集尘仓801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二固定块807，挡板804的

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三固定块808，集尘仓801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二把手809，设备主体1的

一侧固定连接有第四固定块12，在使用时，在将集尘仓801抽出时，挡板804在第三固定块

808和第四固定块12的作用下遮挡在集尘仓801的上方，即随着集尘仓801的抽出，挡板804

逐步遮挡在集尘仓801的上方，防止集尘仓801在抽出时灰尘飞散在空气中。

[002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设备主体1的一侧固定连接有风机9，风机9

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排气管10，设备主体1的一侧固定连接有进气管11，转动轴4位于过滤机

构3的一侧，排气管10和进气管11分别位于过滤机构3的两侧，第一连接槽2的形状大小与边

框301的形状大小相适配，边框301活动连接在第一连接槽2的内部，集尘仓801的形状大小

与第二连接槽7的形状大小相适配，集尘仓801活动连接在第二连接槽7的内部，第一固定块

806的形状大小与第二固定块807的形状大小相适配，第三固定块808的形状大小与第四固

定块12的形状大小相适配，第一固定块806的材质、第二固定块807的材质、第三固定块808

的材质与第四固定块12的材质相同，第一固定块806为磁铁。

[0023]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过程如下：在将集尘仓801抽出时，挡板804在第三固定块808和

第四固定块12的作用下遮挡在集尘仓801的上方，即随着集尘仓801的抽出，挡板804逐步遮

挡在集尘仓801的上方，在需要将过滤机构3取出时，启动电机6，电机6带动转动轴4转动，从

而使刷毛5对过滤机构3的表面进行刷除，从而将过滤机构3上表面的浮尘进行清理。

[0024] 综上所述，一种环境保护用过滤除尘设备，使用时，通过设置集尘机构8，设备主体

1的内部开设有第二连接槽7，设备主体1的内部通过第二连接槽7活动连接有集尘机构8，集

尘仓801的一侧开设有滑槽802，滑槽802的内部活动连接有滑轮803，滑轮803的一侧固定连

接有挡板804，挡板804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拉动块805，挡板804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一固定

块806，集尘仓801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二固定块807，挡板804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三固定

块808，集尘仓801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二把手809，设备主体1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四固定

块12，在使用时，在将集尘仓801抽出时，挡板804在第三固定块808和第四固定块12的作用

下遮挡在集尘仓801的上方，即随着集尘仓801的抽出，挡板804逐步遮挡在集尘仓801的上

方，防止集尘仓801在抽出时灰尘飞散在空气中，通过设置转动轴4，设备主体1的内部开设

有第一连接槽2，设备主体1的内部通过第一连接槽2活动连接有过滤机构3，过滤机构3包括

边框301、滤板302和第一把手303，边框301的内部固定连接有滤板302，边框301的一侧固定

连接有第一把手303，设备主体1的内部转动连接有转动轴4，转动轴4的外部固定连接有刷

毛5，转动轴4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电机6，在需要将过滤机构3取出时，启动电机6，电机6带动

转动轴4转动，从而使刷毛5对过滤机构3的表面进行刷除，从而将过滤机构3上表面的浮尘

进行清理，防止过滤机构3在取出时其表面的浮尘飞散。

[0025]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

改、替换和变型，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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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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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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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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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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