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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工业布袋除尘器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工业除尘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

一种工业布袋除尘器，包括除灰箱、进气管、抽风

机、除尘板、除尘单元、收灰单元和水循环单元，

除灰箱的上端设置有出气管，抽风机位于出气管

的端部，抽风机抽取除灰箱内的灰尘并使除灰箱

内产生负压；进气管与除灰箱侧部连通；除尘板

与除灰箱的内壁上端铰接，除尘板受到进气管内

气体的吹力而来回摆动，除尘板用于对带有灰尘

的气体进行初次过滤；除尘单元布置于出气管与

除灰箱的连通处，相邻除尘单元之间布置有弹簧

一,相邻除尘单元之间通过弹簧一连接，除尘单

元用于将带有灰尘的气体过滤；本发明可有效提

高布袋工业除尘器的除尘效果和除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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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工业布袋除尘器，包括除灰箱(1)、进气管(11)、抽风机(15)、除尘板(2)、除尘单

元(3)、收灰单元(4)和水循环单元(5)，所述除灰箱(1)的上端设置有出气管(12)且出气管

(12)与除灰箱(1)之间布置有多个连通部(121)，其特征在于：所述抽风机(15)位于出气管

(12)的端部，抽风机(15)通过出气管(12)抽取除灰箱(1)内的灰尘并使除灰箱(1)内产生负

压；所述进气管(11)与除灰箱(1)侧部连通，进气管(11)在除灰箱(1)内负压的作用下抽取

外界环境中带有灰尘的气体；所述除尘板(2)与除灰箱(1)的内壁上端铰接，除尘板(2)的板

面正对进气管(11)的端部，除尘板(2)受到进气管(11)内气体的吹力而来回摆动，除尘板

(2)用于对带有灰尘的气体进行初次过滤；所述除尘单元(3)布置于出气管(12)与除灰箱

(1)的连通处，相邻除尘单元(3)之间布置有弹簧一(31) ,相邻除尘单元(3)之间通过弹簧一

(31)连接，除尘单元(3)用于将带有灰尘的气体过滤；所述出气管(12)内设置有喷吹主管

(13)；所述喷吹主管(13)上设置有脉冲阀(14)，喷吹主管(13)通过连通部(121)延伸进除尘

单元(3)内；其中，所述除尘板(2)与除尘单元(3)之间布置有气囊一(23)、隔板(24)和伸缩

气缸一(25)，除尘板(2)与除灰箱(1)之间连接有弹簧二(26)；所述气囊一(23)位于隔板

(24)与除尘板(2)之间，气囊一(23)固定于隔板(24)上，气囊一(23)用于间歇式为伸缩气缸

一(25)供气；所述伸缩气缸一(25)位于隔板(24)与除尘单元(3)之间，伸缩气缸一(25)固定

于隔板(24)上，伸缩气缸一(25)用于推动除尘单元(3)晃动；所述收灰单元(4)固定于除灰

箱(1)的侧壁上，收灰单元(4)位于除尘板(2)和除尘单元(3)下方，收灰单元(4)用于收集从

除尘板(2)和除尘单元(3)落下的灰尘；所述水循环单元(5)位于收灰单元(4)下端，水循环

单元(5)一方面用于将收灰单元(4)收集的灰尘融入到水里收集，水循环单元(5)另一方面

向收灰单元(4)上喷洒水，使灰尘易于通过收灰单元(4)进入水循环单元(5)内；所述除尘板

(2)包括本体(21)和滤布一(22)，所述本体(21)中部为空缺状，本体(21)的上端与除灰箱

(1)的内壁上端铰接，滤布一(22)镶嵌在本体(21)中部的空缺处；所述除尘单元(3)包括气

囊二(32)、弹簧三(33)和滤布二(34)，所述气囊二(32)竖直布置有两层，且相邻气囊之间通

过弹簧三(33)连接，气囊二(32)的上端通过弹簧三(33)与除灰箱(1)内壁上端铰接；所述滤

布二(34)缠绕在两层气囊二(32)的外围，滤布二(34)使气囊二(32)处于封闭空间内且该封

闭空间通过连通部(121)与出气管(12)连通；所述伸缩气缸一(25)与滤布二(34)连接；所述

水循环单元(5)包括收集槽(51)、水管一、水箱(52)和喷头(53)，所述喷头(53)布置在收灰

单元(4)上端，喷头(53)用于向收灰单元(4)上喷洒水；所述收集槽(51)位于收灰单元(4)下

端，收集槽(51)内存储有水，收集槽(51)用于使收灰单元(4)中落下的灰尘融入水中；所述

水箱(52)位于收集槽(51)与喷头(53)之间，水箱(52)与收集槽(51)和喷头(53)之间均用水

管一连通；水箱(52)与收集槽(51)的连接处设置滤网，且滤网将水管一的端部包裹；所述除

尘板(2)与除灰箱(1)内壁之间设置有气囊三(54)，且气囊三(54)固定于除灰箱(1)内壁上；

所述水箱(52)与气囊三(54)之间连接有气管一，气囊三(54)被除尘板(2)间歇压缩，气囊三

(54)内的气体被压缩入水箱(52)内使水箱(52)内的水被压入到喷头(53)喷洒；所述收灰单

元(4)包括柔性锥形漏斗(41)、软管(43)和伸缩气缸二(46)，所述柔性锥形漏斗(41)的材料

为防水布；所述伸缩气缸二(46)的端部固定于除灰箱(1)内壁上，伸缩气缸二(46)用于间歇

式顶起柔性锥形漏斗(41)；所述气囊二(32)被伸缩气缸一(25)间歇压缩，气囊二(32)内的

气体被压入伸缩气缸二(46)内使伸缩气缸二(46)持续工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布袋除尘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除灰箱(1)侧壁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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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有伸缩气缸三(44)，且伸缩气缸三(44)水平固定于除灰箱(1)内壁上，伸缩气缸三(44)

用于间歇式推动软管(43)晃动；所述收集槽(51)内布置有伸缩气缸四(45)；所述伸缩气缸

四(45)的上端设置有浮板(451)，且浮板(451)漂浮在收集槽(51)的水面上，浮板(451)随水

面晃动而使伸缩气缸四(45)内产生压缩气体，伸缩气缸四(45)内的压缩气体被导入到伸缩

气缸三(44)中，伸缩气缸三(44)间歇式伸缩使软管(43)产生晃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布袋除尘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柔性锥形漏斗(41)上

设置有刚性板(411)，所述刚性板(411)与伸缩气缸二(46)固连，所述刚性板(411)的上表面

还设置有弹簧四(412)；所述弹簧四(412)的一端与刚性板(411)连接，弹簧四(412)的另一

端与除尘单元(3)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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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工业布袋除尘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工业除尘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工业布袋除尘器。

背景技术

[0002] 布袋工业除尘器又名工业吸尘器，布袋工业除尘器是用于工业用途的收集吸取生

产、操作、运输过程中产生的废弃介质颗粒物、粉尘烟雾、油水等的设备。

[0003] 专利文献1：一种工业布袋除尘器，申请号2014108106610

[0004] 上述专利文献1中，在除尘器箱体的内部设置遮挡板，遮挡板引导带灰尘杂质的空

气进行流动，使带灰尘杂质的空气从过滤筒的底部流动到过滤筒的上部，提高过滤筒的过

滤效果，但该布袋工业除尘器只有过滤筒一层除尘，除尘效果欠佳；同时，过滤筒、锥形灰斗

等难以震动，使得带有灰尘的空气在通过过滤筒、锥形灰斗时会受到灰尘的阻塞，使得该布

袋工业除尘器的除灰效率有限。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弥补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工业布袋除尘器，本发明的目的在

于解决除尘设备除尘效率低和除尘效果差的问题。本发明通过通过抽风机抽使除灰箱内产

生负压；通过除尘板和除尘单元对灰尘两次过滤，除尘过滤效果好；通过收灰单元将灰尘收

集并融入到水循环单元中，整个收集过程中除尘板和收灰单元不断震动，避免了灰尘的堵

塞，实现了布袋工业除尘器除尘效率的提高。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工业布袋除尘

器，包括除灰箱、进气管、抽风机、除尘板、除尘单元、收灰单元和水循环单元，所述除灰箱的

上端设置有出气管且出气管与除灰箱之间布置有多个连通部；所述抽风机位于出气管的端

部，抽风机通过出气管抽取除灰箱内的灰尘并使除灰箱内产生负压；所述进气管与除灰箱

侧部连通，进气管在除灰箱内负压的作用下抽取外界环境中带有灰尘的气体；所述除尘板

与除灰箱的内壁上端铰接，除尘板的板面正对进气管的端部，除尘板受到进气管内气体的

吹力而来回摆动，除尘板用于对带有灰尘的气体进行初次过滤；所述除尘单元布置于出气

管与除灰箱的连通处，相邻除尘单元之间布置有弹簧一,相邻除尘单元之间通过弹簧一连

接，除尘单元用于将带有灰尘的气体过滤；所述出气管内设置有喷吹主管；所述喷吹主管上

设置有脉冲阀，喷吹主管通过连通部延伸进除尘单元内；其中，

[0007] 所述除尘板与除尘单元之间布置有气囊一、隔板和伸缩气缸一，除尘板与除灰箱

之间连接有弹簧二；所述气囊一位于隔板与除尘板之间，气囊一固定于隔板上，气囊一用于

间歇式为伸缩气缸一供气；所述伸缩气缸一位于隔板与除尘单元之间，伸缩气缸一固定于

隔板上，伸缩气缸一用于推动除尘单元晃动；所述收灰单元固定于除灰箱的侧壁上，收灰单

元位于除尘板和除尘单元下方，收灰单元用于收集从除尘板和除尘单元落下的灰尘；所述

水循环单元位于收灰单元下端，水循环单元一方面用于将收灰单元收集的灰尘融入到水里

收集，水循环单元另一方面向收灰单元上喷洒水，使灰尘易于通过收灰单元进入水循环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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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内。工作时，抽风机通过出气管抽取除灰箱内的气体，使除灰箱内产生负压，进气管在除

灰箱内负压的作用下抽取外界环境中带有灰尘的气体，带有灰尘的气体进入进气管内，因

进气管的端部正对除尘板，进气管内进入的气体将直接冲击在除尘板上而引起除尘板的摆

动，除尘板摆动将挤压气囊一，气囊一内的气体被压缩至伸缩气缸一内使得伸缩气缸一间

歇伸缩；伸缩气缸一间歇伸缩将推动除尘单元来回晃动，相邻除尘单元在弹簧一的作用下

跟随摆动，使得除尘单元表面附着的灰尘下落；同时，带有灰尘的气体将被除尘单元吸附，

灰尘被过滤在除尘单元外部，被除去灰尘的气体依次通过除尘单元、出气管和抽风机被排

走，而喷吹主管内将被通入压强高于除尘单元内压强的气体，在脉冲阀的作用下，间歇式由

内向外吹动除尘单元，使除尘单元表面的灰尘易于下落；下落的灰尘将落入收灰单元内，收

灰单元将收集从除尘板和除尘单元落下的灰尘；而收灰单元下端的水循环单元，一方面用

于将收灰单元收集的灰尘融入到水里收集，水循环单元另一方面向收灰单元上喷洒水，使

灰尘易于通过收灰单元进入水循环单元内。

[0008] 所述除尘板包括本体和滤布一，所述本体中部为空缺状，本体的上端与除灰箱的

内壁上端铰接，滤布一镶嵌在本体中部的空缺处。工作时，进气管内带有灰尘的气体直接冲

击在除尘板上，本体上的滤布一将对进气管内冲出带有灰尘的气体进行第一次过滤，滤布

一上附着的灰尘在除尘板的摆动下而脱落到柔性锥形漏斗中。

[0009] 所述除尘单元包括气囊二、弹簧三和滤布二，所述气囊二竖直布置有两层，且相邻

气囊之间通过弹簧三连接，气囊二的上端通过弹簧三与除灰箱内壁上端铰接；所述滤布二

缠绕在两层气囊二的外围，滤布二使气囊二处于封闭空间内且该封闭空间通过连通部与出

气管连通；所述伸缩气缸一与滤布二连接。工作时，除尘单元整体受到伸缩气缸一的间歇挤

压，气囊二被压缩，气囊二外部的滤布二表面被挤压变形，滤布二上的灰尘将脱落，而气体

则依次通过滤布二、出气管和抽风机被排出。

[0010] 所述水循环单元包括收集槽、水管一、水箱和喷头，所述喷头布置在收灰单元上

端，喷头用于向收灰单元上喷洒水；所述收集槽位于收灰单元下端，收集槽内存储有水且保

持水位恒定在水管一处，收集槽用于使收灰单元中落下的灰尘融入水中；所述水箱位于收

集槽与喷头之间，水箱与收集槽和喷头之间均用水管一连通；水箱与收集槽的连接处设置

滤网，且滤网将水管的端部包裹；所述除尘板与除灰箱内壁之间设置有气囊三，且气囊三固

定于除灰箱内壁上；所述水箱与气囊三之间连接有气管一，气囊三被除尘板间歇压缩，气囊

三内的气体被压缩入水箱内使水箱内的水被压入到喷头喷洒。工作时，收灰单元中的灰尘

将直接落入到收集槽内，因收集槽内有水，使得灰尘不易扬起，同时，喷头将水喷入到柔性

锥形漏斗中，柔性锥形漏斗中附着的灰尘将随水流到收集槽内，收集槽内的水增多，收集槽

内增多的水将顺着水管一进入水箱中，而气囊三内的气体被压缩到水箱内，使得水箱内的

水被挤压到喷头处，从而使得水在喷头、柔性锥形漏斗、收集槽和水箱内来回循环，在收集

槽内积攒较多灰尘后，更换一次收集槽内的水，将收集槽内的灰尘倾倒。

[0011] 所述收灰单元包括柔性锥形漏斗、软管和伸缩气缸二，所述柔性锥形漏斗的材料

为防水布；所述伸缩气缸二的端部固定于除灰箱内壁上，伸缩气缸二用于间歇式顶起柔性

锥形漏斗；所述气囊二被伸缩气缸一间歇压缩，气囊二内的气体被压入伸缩气缸二内使伸

缩气缸二持续工作。工作时，气囊二被伸缩气缸一间歇压缩，气囊二内的气体被压缩到伸缩

气缸二中，伸缩气缸二间歇推动柔性锥形漏斗，使柔性锥形漏斗间歇震动，柔性锥形漏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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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灰尘通过软管自然落到收集槽内。

[0012] 所述除灰箱侧壁上还设置有伸缩气缸三，且伸缩气缸三水平固定于除灰箱内壁

上，伸缩气缸三用于间歇式推动软管晃动；所述收集槽内布置有伸缩气缸四；所述伸缩气缸

四的上端设置有浮板，且浮板漂浮在收集槽的水面上，浮板随水面晃动而使伸缩气缸四内

产生压缩气体，伸缩气缸四内的压缩气体被导入到伸缩气缸三中，伸缩气缸三间歇式伸缩

使软管产生晃动。工作时，喷头喷出的水落到收集槽中，收集槽内的水面荡漾，浮板随水面

荡漾而上下移动，上下移动的浮板将使伸缩气缸四内产生压缩气体，伸缩气缸四内的气体

将被输送到伸缩气缸三处，伸缩气缸三间歇式伸缩使软管产生晃动，使软管内壁上不易凝

结灰尘。

[0013] 所述柔性锥形漏斗上设置有刚性板，所述刚性板与伸缩气缸二固连，所述刚性板

的上表面还设置有弹簧四；所述弹簧四的一端与刚性板连接，弹簧四的另一端与除尘单元

连接。工作时，伸缩气缸二通过推动刚性板使柔性锥形漏斗震动，柔性锥形漏斗和除尘单元

均产生振动，在柔性锥形漏斗和除尘单元之间连接弹簧四，使柔性锥形漏斗和除尘单元之

间震动相互促进，有利于柔性锥形漏斗和除尘单元上的灰尘落下。

[0014] 其中，伸缩气缸一与除尘单元之间、伸缩气缸二与刚性板之间、伸缩气缸三与软管

之间均通过弹簧连接。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6] 1.本发明通过通过抽风机抽使除灰箱内产生负压，通过除尘板和除尘单元对灰尘

两次过滤，除尘过滤效果好，通过收灰单元将灰尘收集并融入到水循环单元中，整个收集过

程中除尘板和收灰单元不断震动，避免了灰尘的堵塞，实现了布袋工业除尘器除尘效率的

提高。

[0017] 2.本发明通过伸缩气缸一间歇挤压除尘单元，使得除尘单元内的气囊二被压缩，

气囊二外部的滤布二表面被挤压变形，滤布二上的灰尘将脱落，避免了灰尘将除尘单元外

表堵塞，有利于布袋工业除尘器除尘效率的提高。

[0018] 3.本发明通过喷头喷出的水落到收集槽中，收集槽内的水面荡漾，浮板随水面荡

漾而上下移动，上下移动的浮板将使伸缩气缸四内产生压缩气体，伸缩气缸四内的气体将

被输送到伸缩气缸三处，伸缩气缸三间歇式伸缩使软管产生晃动，使软管内壁上不易凝结

灰尘，有利于布袋工业除尘器除尘效率的提高。

[0019] 4.本发明通过气囊二被伸缩气缸一间歇压缩，气囊二内的气体被压缩到伸缩气缸

二中，伸缩气缸二间歇推动柔性锥形漏斗，使柔性锥形漏斗间歇震动，柔性锥形漏斗上的灰

尘通过软管自然落到收集槽内，有利于布袋工业除尘器除尘效率的提高。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的布袋工业除尘器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除灰箱1、进气管11、出气管12、连通部121、喷吹主管13、脉冲阀14、抽风机

15、除尘板2、本体21、滤布一22、气囊一23、隔板24、伸缩气缸一25、弹簧二26、除尘单元3、弹

簧一31、气囊二32、弹簧三33、滤布二34、收灰单元4、柔性锥形漏斗41、刚性板411、弹簧四

412、软管43、伸缩气缸三44、伸缩气缸四45、浮板451、伸缩气缸二46、水循环单元5、收集槽

51、水箱52、喷头53、气囊三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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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使用图1对本发明的一种工业布袋除尘器进行如下说明。

[0023] 如图1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工业布袋除尘器，包括除灰箱1、进气管11、抽风机

15、除尘板2、除尘单元3、收灰单元4和水循环单元5，所述除灰箱1的上端设置有出气管12且

出气管12与除灰箱1之间布置有多个连通部121；所述抽风机15位于出气管12的端部，抽风

机15通过出气管12抽取除灰箱1内的灰尘并使除灰箱1内产生负压；所述进气管11与除灰箱

1侧部连通，进气管11在除灰箱1内负压的作用下抽取外界环境中带有灰尘的气体；所述除

尘板2与除灰箱1的内壁上端铰接，除尘板2的板面正对进气管11的端部，除尘板2受到进气

管11内气体的吹力而来回摆动，除尘板2用于对带有灰尘的气体进行初次过滤；所述除尘单

元3布置于出气管12与除灰箱1的连通处，相邻除尘单元3之间布置有弹簧一31,相邻除尘单

元3之间通过弹簧一31连接，除尘单元3用于将带有灰尘的气体过滤；所述出气管12内设置

有喷吹主管13；所述喷吹主管13上设置有脉冲阀14，喷吹主管13通过连通部121延伸进除尘

单元3内；其中，

[0024] 如图1所示，所述除尘板2与除尘单元3之间布置有气囊一23、隔板24和伸缩气缸一

25，除尘板2与除灰箱1之间连接有弹簧二26；所述气囊一23位于隔板24与除尘板2之间，气

囊一23固定于隔板24上，气囊一23用于间歇式为伸缩气缸一25供气；所述伸缩气缸一25位

于隔板24与除尘单元3之间，伸缩气缸一25固定于隔板24上，伸缩气缸一25用于推动除尘单

元3晃动；所述收灰单元4固定于除灰箱1的侧壁上，收灰单元4位于除尘板2和除尘单元3下

方，收灰单元4用于收集从除尘板2和除尘单元3落下的灰尘；所述水循环单元5位于收灰单

元4下端，水循环单元5一方面用于将收灰单元4收集的灰尘融入到水里收集，水循环单元5

另一方面向收灰单元4上喷洒水，使灰尘易于通过收灰单元4进入水循环单元5内。工作时，

抽风机15通过出气管12抽取除灰箱1内的气体，使除灰箱1内产生负压，进气管11在除灰箱1

内负压的作用下抽取外界环境中带有灰尘的气体，带有灰尘的气体进入进气管11内，因进

气管11的端部正对除尘板2，进气管11内进入的气体将直接冲击在除尘板2上而引起除尘板

2的摆动，除尘板2摆动将挤压气囊一23，气囊一23内的气体被压缩至伸缩气缸一25内使得

伸缩气缸一25间歇伸缩；伸缩气缸一25间歇伸缩将推动除尘单元3来回晃动，相邻除尘单元

3在弹簧一31的作用下跟随摆动，使得除尘单元3表面附着的灰尘下落；同时，带有灰尘的气

体将被除尘单元3吸附，灰尘被过滤在除尘单元3外部，被除去灰尘的气体依次通过除尘单

元3、出气管12和抽风机15被排走，而喷吹主管13内将被通入压强高于除尘单元3内压强的

气体，在脉冲阀14的作用下，间歇式由内向外吹动除尘单元3，使除尘单元3表面的灰尘易于

下落；下落的灰尘将落入收灰单元4内，收灰单元4将收集从除尘板2和除尘单元3落下的灰

尘；而收灰单元4下端的水循环单元5，一方面用于将收灰单元4收集的灰尘融入到水里收

集，水循环单元5另一方面向收灰单元4上喷洒水，使灰尘易于通过收灰单元4进入水循环单

元5内。

[0025] 如图1所示，所述除尘板2包括本体21和滤布一22，所述本体21中部为空缺状，本体

21的上端与除灰箱1的内壁上端铰接，滤布一22镶嵌在本体21中部的空缺处。工作时，进气

管11内带有灰尘的气体直接冲击在除尘板2上，本体21上的滤布一22将对进气管11内冲出

带有灰尘的气体进行第一次过滤，滤布一22上附着的灰尘在除尘板2的摆动下而脱落到柔

性锥形漏斗4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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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如图1所示，所述除尘单元3包括气囊二32、弹簧三33和滤布二34，所述气囊二32竖

直布置有两层，且相邻气囊之间通过弹簧三33连接，气囊二32的上端通过弹簧三33与除灰

箱1内壁上端铰接；所述滤布二34缠绕在两层气囊二32的外围，滤布二34使气囊二32处于封

闭空间内且该封闭空间通过连通部121与出气管12连通；所述伸缩气缸一25与滤布二34连

接。工作时，除尘单元3整体受到伸缩气缸一25的间歇挤压，气囊二32被压缩，气囊二32外部

的滤布二34表面被挤压变形，滤布二34上的灰尘将脱落，而气体则依次通过滤布二34、出气

管12和抽风机15被排出。

[0027] 如图1所示，所述水循环单元5包括收集槽51、水管一、水箱52和喷头53，所述喷头

53布置在收灰单元4上端，喷头53用于向收灰单元4上喷洒水；所述收集槽51位于收灰单元4

下端，收集槽51内存储有水且保持水位恒定在水管一处，收集槽51用于使收灰单元4中落下

的灰尘融入水中；所述水箱52位于收集槽51与喷头53之间，水箱52与收集槽51和喷头53之

间均用水管一连通；水箱52与收集槽51的连接处设置滤网，且滤网将水管的端部包裹；所述

除尘板2与除灰箱1内壁之间设置有气囊三54，且气囊三54固定于除灰箱1内壁上；所述水箱

52与气囊三54之间连接有气管一，气囊三54被除尘板2间歇压缩，气囊三54内的气体被压缩

入水箱52内使水箱52内的水被压入到喷头53喷洒。工作时，收灰单元4中的灰尘将直接落入

到收集槽51内，因收集槽51内有水，使得灰尘不易扬起，同时，喷头53将水喷入到柔性锥形

漏斗41中，柔性锥形漏斗41中附着的灰尘将随水流到收集槽51内，收集槽51内的水增多，收

集槽51内增多的水将顺着水管一进入水箱52中，而气囊三54内的气体被压缩到水箱52内，

使得水箱52内的水被挤压到喷头53处，从而使得水在喷头53、柔性锥形漏斗41、收集槽51和

水箱52内来回循环，在收集槽51内积攒较多灰尘后，更换一次收集槽51内的水，将收集槽51

内的灰尘倾倒。

[0028] 如图1所示，所述收灰单元4包括柔性锥形漏斗41、软管43和伸缩气缸二46，所述柔

性锥形漏斗41的材料为防水布；所述伸缩气缸二46的端部固定于除灰箱1内壁上，伸缩气缸

二46用于间歇式顶起柔性锥形漏斗41；所述气囊二32被伸缩气缸一25间歇压缩，气囊二32

内的气体被压入伸缩气缸二46内使伸缩气缸二46持续工作。工作时，气囊二32被伸缩气缸

一25间歇压缩，气囊二32内的气体被压缩到伸缩气缸二46中，伸缩气缸二46间歇推动柔性

锥形漏斗41，使柔性锥形漏斗41间歇震动，柔性锥形漏斗41上的灰尘通过软管43自然落到

收集槽51内。

[0029] 如图1所示，所述除灰箱1侧壁上还设置有伸缩气缸三44，且伸缩气缸三44水平固

定于除灰箱1内壁上，伸缩气缸三44用于间歇式推动软管43晃动；所述收集槽51内布置有伸

缩气缸四45；所述伸缩气缸四45的上端设置有浮板451，且浮板451漂浮在收集槽51的水面

上，浮板451随水面晃动而使伸缩气缸四45内产生压缩气体，伸缩气缸四45内的压缩气体被

导入到伸缩气缸三44中，伸缩气缸三44间歇式伸缩使软管43产生晃动。工作时，喷头53喷出

的水落到收集槽51中，收集槽51内的水面荡漾，浮板451随水面荡漾而上下移动，上下移动

的浮板451将使伸缩气缸四45内产生压缩气体，伸缩气缸四45内的气体将被输送到伸缩气

缸三44处，伸缩气缸三44间歇式伸缩使软管43产生晃动，使软管43内壁上不易凝结灰尘。

[0030] 如图1所示，所述柔性锥形漏斗41上设置有刚性板411，所述刚性板411与伸缩气缸

二46固连，所述刚性板411的上表面还设置有弹簧四412；所述弹簧四412的一端与刚性板

411连接，弹簧四412的另一端与除尘单元3连接。工作时，伸缩气缸二46通过推动刚性板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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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柔性锥形漏斗41震动，柔性锥形漏斗41和除尘单元3均产生振动，在柔性锥形漏斗41和除

尘单元3之间连接弹簧四412，使柔性锥形漏斗41和除尘单元3之间震动相互促进，有利于柔

性锥形漏斗41和除尘单元3上的灰尘落下。

[0031] 其中，伸缩气缸一25与除尘单元3之间、伸缩气缸二46与刚性板411之间、伸缩气缸

三44与软管43之间均通过弹簧连接。

[0032] 具体工作流程如下：

[0033] 工作时，抽风机15通过出气管12抽取除灰箱1内的气体，使除灰箱1内产生负压，进

气管11在除灰箱1内负压的作用下抽取外界环境中带有灰尘的气体，带有灰尘的气体进入

进气管11内，因进气管11的端部正对除尘板2，进气管11内进入的气体将直接冲击在除尘板

2上而引起除尘板2的摆动，除尘板2上的滤布一22将对进气管11内冲出带有灰尘的气体进

行第一次过滤，滤布一22上附着的灰尘在除尘板2的摆动下而脱落到柔性锥形漏斗41中；同

时，除尘板2摆动将挤压气囊一23，气囊一23内的气体被压缩至伸缩气缸一25内使得伸缩气

缸一25间歇伸缩；伸缩气缸一25间歇伸缩将推动除尘单元3来回晃动，相邻除尘单元3在弹

簧一31的作用下跟随摆动，使得除尘单元3整体受到伸缩气缸一25的间歇挤压，气囊二32被

压缩，气囊二32外部的滤布二34表面被挤压变形，滤布二34上的灰尘将脱落，而气体则依次

通过滤布二34、出气管12和抽风机15被排出，而喷吹主管13内将被通入压强高于除尘单元3

内压强的气体，在脉冲阀14的作用下，间歇式由内向外吹动除尘单元3，使除尘单元3表面的

灰尘易于下落；下落的灰尘将落入收灰单元4内，此时，气囊二32被伸缩气缸一25间歇压缩，

气囊二32内的气体被压缩到伸缩气缸二46中，伸缩气缸二46间歇推动柔性锥形漏斗41，使

柔性锥形漏斗41间歇震动，柔性锥形漏斗41上的灰尘通过软管43自然落到收集槽51内；因

收集槽51内有水，使得灰尘不易扬起，同时，喷头53将水喷入到柔性锥形漏斗41中，柔性锥

形漏斗41中附着的灰尘将随水流到收集槽51内，收集槽51内的水增多，收集槽51内增多的

水将顺着水管一进入水箱52中，而气囊三54内的气体被压缩到水箱52内，使得水箱52内的

水被挤压到喷头53处，从而使得水在喷头53、柔性锥形漏斗41、收集槽51和水箱52内来回循

环，在收集槽51内积攒较多灰尘后，更换一次收集槽51内的水，将收集槽51内的灰尘倾倒；

同时，喷头53喷出的水落到收集槽51中，收集槽51内的水面荡漾，浮板451随水面荡漾而上

下移动，上下移动的浮板451将使伸缩气缸四45内产生压缩气体，伸缩气缸四45内的气体将

被输送到伸缩气缸三44处，伸缩气缸三44间歇式伸缩使软管43产生晃动，使软管43内壁上

不易凝结灰尘。

[0034] (A)在上述实施方式中，通过抽风机使除灰箱内产生负压，使进气管抽取环境中带

有灰尘的空气，但不限于此，还可以直接在进气管处增加负压机来使抽气管抽取环境中带

有灰尘的空气。

[0035] 工业实用性

[0036] 根据本发明，通过通过抽风机抽使除灰箱内产生负压，通过除尘板和除尘单元对

灰尘两次过滤，除尘过滤效果好，通过收灰单元将灰尘收集并融入到水循环单元中，整个收

集过程中除尘板和收灰单元不断震动，避免了灰尘的堵塞，实现了布袋工业除尘器除尘效

率的提高；因此该布袋工业除尘器在工业除尘技术领域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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