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2001998.8

(22)申请日 2019.11.19

(73)专利权人 重庆倍通工业设备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地址 400020 重庆市江北区洋河大道1号1-

22-2

(72)发明人 游佐平　林红飞　

(74)专利代理机构 重庆天成卓越专利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50240

代理人 路宁

(51)Int.Cl.

B08B 15/04(2006.01)

B01D 47/06(2006.01)

B23K 37/00(2006.01)

F04D 27/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汽车生产线焊烟除尘工作电路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汽车生产线焊烟除

尘工作电路，包括：PLC控制器风机工作信号端连

接风机工作端，PLC控制器喷头工作信号端连接

喷头工作端，PLC控制器压力信号端连接压力传

感器工作端，PLC控制器指示信号端连接指示灯

工作端。通过PLC控制器对焊烟除尘系统进行风

机控制，当烟雾超过阈值通过喷头进行降尘操

作，并通过指示灯进行显示，由于汽车生产线过

于庞大，所以每个汽车车身设置四个喷头，对车

身发生焊烟的每个部位都能够进行喷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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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汽车生产线焊烟除尘工作电路，其特征在于，包括：PLC控制器风机工作信号端

连接风机工作端，PLC控制器喷头工作信号端连接喷头工作端，PLC控制器压力信号端连接

压力传感器工作端，PLC控制器指示信号端连接指示灯工作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生产线焊烟除尘工作电路，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通过电源端连接除尘工作电源端第三继电器常开触点一端，第三继电器常开触点另一

端连接第三继电器线圈一端，第三继电器线圈另一端接地，第四继电器常开触点一端连接

第三继电器常开触点一端，第四继电器常开触点另一端连接第四继电器线圈一端，第四继

电器线圈另一端接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生产线焊烟除尘工作电路，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第十四继电器常开触点一端连接第三继电器常开触点一端，第十四继电器常开触点另

一端连接第十四继电器线圈一端，第十四继电器线圈另一端接地，第十五继电器常开触点

一端连接第三继电器常开触点一端，第十五继电器常开触点另一端连接第十五继电器线圈

一端，第十五继电器线圈另一端接地，第十六继电器常开触点一端连接第三继电器常开触

点一端，第十六继电器常开触点另一端连接第十六继电器线圈一端，第十六继电器线圈另

一端接地，第十七继电器常开触点一端连接第三继电器常开触点一端，第十七继电器常开

触点另一端连接第十七继电器线圈一端，第十七继电器线圈另一端接地。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生产线焊烟除尘工作电路，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PLC控制器风机工作端连接风机控制器工作信号端，PLC控制器发送风机工作指令进行

抽排气工作，PLC控制器通过急停开关控制焊烟除尘系统发生紧急情况进行急停制动，通过

第一继电器常开触点一端连接24V电源供电端，第一继电器常开触点另一端连接PLC控制器

焊烟除尘系统远程启动信号端，第二继电器常开触点一端连接24V电源供电端，第二继电器

常开触点另一端连接PLC控制器风机远程启动信号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生产线焊烟除尘工作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指示灯包

括：24V电源端连接第一开关一端，第一开关另一端连接第二发光二极管正极，第二发光二

极管负极接地，24V电源端连接第二开关一端，第二开关另一端连接第三发光二极管正极，

第三发光二极管负极接地，24V电源端连接第三开关一端，第三开关另一端连接第四发光二

极管正极，第四发光二极管负极接地。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汽车生产线焊烟除尘工作电路，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三相电

源端连接风机控制器电源工作端，风机控制器工作信号端连接风机工作端。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汽车生产线焊烟除尘工作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风机控制器

型号为ACS530-01-106A-4。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生产线焊烟除尘工作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PLC控制器

为SMART700IE  V3。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生产线焊烟除尘工作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PLC控制器

压力信号连接压力传感器，其中压力传感器正压信号端连接PLC控制器正压信号采集端，压

力传感器负压信号端连接PLC控制器负压信号采集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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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生产线焊烟除尘工作电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子电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汽车生产线焊烟除尘工作电路。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汽车工业化的不断进步，通过大规模汽车生产线进行汽车制造是每个整车生

产基地普遍采取的制作方式，在汽车形成白车身后，对于汽车的焊接焊缝进行焊接之后，会

产生大量的烟尘，以及废屑，并且通过肉眼无法查看，对于生产线工作人员来说，会带来严

重的身体损伤，对于颗粒物以及粉尘或者烟尘如何进行回收和释放，这就亟需本领域技术

人员解决相应的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旨在至少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特别创新地提出了一种汽

车生产线焊烟除尘工作电路。

[0004] 为了实现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汽车生产线焊烟除尘工

作电路，包括：PLC控制器风机工作信号端连接风机工作端，PLC控制器喷头工作信号端连接

喷头工作端，PLC控制器压力信号端连接压力传感器工作端，PLC控制器指示信号端连接指

示灯工作端。

[0005] 优选的，还包括：通过电源端连接除尘工作电源端第三继电器常开触点一端，第三

继电器常开触点另一端连接第三继电器线圈一端，第三继电器线圈另一端接地，第四继电

器常开触点一端连接第三继电器常开触点一端，第四继电器常开触点另一端连接第四继电

器线圈一端，第四继电器线圈另一端接地。

[0006] 优选的，还包括：第十四继电器常开触点一端连接第三继电器常开触点一端，第十

四继电器常开触点另一端连接第十四继电器线圈一端，第十四继电器线圈另一端接地，第

十五继电器常开触点一端连接第三继电器常开触点一端，第十五继电器常开触点另一端连

接第十五继电器线圈一端，第十五继电器线圈另一端接地，第十六继电器常开触点一端连

接第三继电器常开触点一端，第十六继电器常开触点另一端连接第十六继电器线圈一端，

第十六继电器线圈另一端接地，第十七继电器常开触点一端连接第三继电器常开触点一

端，第十七继电器常开触点另一端连接第十七继电器线圈一端，第十七继电器线圈另一端

接地。

[0007] 优选的，还包括：

[0008] PLC控制器风机工作端连接风机控制器工作信号端，PLC控制器发送风机工作指令

进行抽排气工作，PLC控制器通过急停开关控制焊烟除尘系统发生紧急情况进行急停制动，

通过第一继电器常开触点一端连接24V电源供电端，第一继电器常开触点另一端连接PLC控

制器焊烟除尘系统远程启动信号端，第二继电器常开触点一端连接24V电源供电端，第二继

电器常开触点另一端连接PLC控制器风机远程启动信号端。

[0009] 优选的，所述指示灯包括：24V电源端连接第一开关一端，第一开关另一端连接第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11052137 U

3



二发光二极管正极，第二发光二极管负极接地，24V电源端连接第二开关一端，第二开关另

一端连接第三发光二极管正极，第三发光二极管负极接地，24V电源端连接第三开关一端，

第三开关另一端连接第四发光二极管正极，第四发光二极管负极接地。

[0010] 优选的，还包括：三相电源端连接风机控制器电源工作端，风机控制器工作信号端

连接风机工作端。

[0011] 优选的，所述风机控制器型号为ACS530-01-106A-4。

[0012] 优选的，所述PLC控制器为西门子SMART700IE  V3。

[0013] 优选的，所述PLC控制器压力信号连接压力传感器，其中压力传感器正压信号端连

接PLC控制器正压信号采集端，压力传感器负压信号端连接PLC控制器负压信号采集端。

[0014] 综上所述，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5] 通过PLC控制器对焊烟除尘系统进行控制，对于风机风道中设置压力传感器能够

实时采集相应的压力信号，并且调节风机相应的功率，灵活方便，防止发生意外，并且对于

粉尘烟雾能够通过喷头进行降尘操作，为汽车生产线带来更清洁的工作环境，保护工作人

员身体健康。

[0016] 本实用新型的附加方面和优点将在下面的描述中部分给出，部分将从下面的描述

中变得明显，或通过本实用新型的实践了解到。

附图说明

[0017]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和/或附加的方面和优点从结合下面附图对实施例的描述中将

变得明显和容易理解，其中：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总体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喷头控制电路图；

[0020] 图3是本实用新型PLC控制器工作电路图；

[0021] 图4是本实用新型指示灯电路图；

[0022] 图5是本实用新型风机电路图；

[0023] 图6是本实用新型设备压力信息连接示意图；

[0024] 图7是本实用新型焊烟除尘系统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详细描述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所述实施例的示例在附图中示出，其中自始

至终相同或类似的标号表示相同或类似的元件或具有相同或类似功能的元件。下面通过参

考附图描述的实施例是示例性的，仅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而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

限制。

[0026] 如图1至6所示，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汽车生产线焊烟除尘工作电路，包括：PLC控

制器风机工作信号端连接风机工作端，PLC控制器喷头工作信号端连接喷头工作端，PLC控

制器压力信号端连接压力传感器工作端，PLC控制器指示信号端连接指示灯工作端。通过

PLC控制器对焊烟除尘系统进行风机控制，当烟雾超过阈值通过喷头进行降尘操作，并通过

指示灯进行显示，由于汽车生产线过于庞大，所以每个汽车车身设置四个喷头，对车身发生

焊烟的每个部位都能够进行喷淋操作，对于汽车生产线焊烟除尘系统通过风机进行抽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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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通过压力传感器对风管中的压力进行检测，如果压力失衡则减小风机抽风功率，如果

压力减小则增大风机抽风功率，根据设备压差调整风机功率。

[0027] 如图2所示，焊烟除尘系统能够通过如下电路工作：通过电源端连接除尘工作电源

端第三继电器常开触点一端，第三继电器常开触点另一端连接第三继电器线圈一端，第三

继电器线圈另一端接地，第四继电器常开触点一端连接第三继电器常开触点一端，第四继

电器常开触点另一端连接第四继电器线圈一端，第四继电器线圈另一端接地，其中通过第

三继电器控制焊烟除尘系统启停操作，通过第四继电器控制风机工作。

[0028] 喷头能够通过如下电路工作：第十四继电器常开触点一端连接第三继电器常开触

点一端，第十四继电器常开触点另一端连接第十四继电器线圈一端，第十四继电器线圈另

一端接地，第十五继电器常开触点一端连接第三继电器常开触点一端，第十五继电器常开

触点另一端连接第十五继电器线圈一端，第十五继电器线圈另一端接地，第十六继电器常

开触点一端连接第三继电器常开触点一端，第十六继电器常开触点另一端连接第十六继电

器线圈一端，第十六继电器线圈另一端接地，第十七继电器常开触点一端连接第三继电器

常开触点一端，第十七继电器常开触点另一端连接第十七继电器线圈一端，第十七继电器

线圈另一端接地。通过K14和K15所对应的喷头放置在汽车焊接车身头部，通过K16和K17对

应的喷头放置在汽车焊接车身尾部。

[0029] 如图3所示，PLC控制器风机工作端连接风机控制器工作信号端，PLC控制器发送风

机工作指令进行抽排气工作，PLC控制器通过急停开关控制焊烟除尘系统发生紧急情况进

行急停制动，通过第一继电器常开触点一端连接24V电源供电端，第一继电器常开触点另一

端连接PLC控制器焊烟除尘系统远程启动信号端，第二继电器常开触点一端连接24V电源供

电端，第二继电器常开触点另一端连接PLC控制器风机远程启动信号端。通过PLC控制器对

风机、指示灯以及系统启停进行操作。

[0030] 优选的PLC控制器为西门子SMART700IE  V3。

[0031] 如图4所示，所述指示灯包括：24V电源端连接第一开关一端，第一开关另一端连接

第二发光二极管正极，第二发光二极管负极接地，24V电源端连接第二开关一端，第二开关

另一端连接第三发光二极管正极，第三发光二极管负极接地，24V电源端连接第三开关一

端，第三开关另一端连接第四发光二极管正极，第四发光二极管负极接地，其中第二发光二

极管为绿色、第三发光二极管为红色、第四发光二极管为黄色，对设备状态进行实时展示。

[0032] 如图5所示，三相电源端连接风机控制器电源工作端，风机控制器工作信号端连接

风机工作端。

[0033] 所述风机控制器型号为ACS530-01-106A-4。

[0034] 如图6所示，PLC控制器压力信号连接压力传感器，其中压力传感器正压信号端连

接PLC控制器正压信号采集端，压力传感器负压信号端连接PLC控制器负压信号采集端，通

过获取风机风道的压力值，从而调整风机的工作功率。

[0035] 如图7所示，焊烟除尘系统，包括：除尘装置、汽车生产线、和传送带；

[0036] 除尘装置安装于支撑架上，支撑架外部安装引风通道，汽车生产线两侧设置焊接

装置进行焊接操作，汽车生产线底部为传送带，传送带运送汽车车身进入下一生产环节，每

一生产环节的引风通道都通过三通管道进行汇流之后，接入焊烟过滤装置，焊烟过滤装置

连接烟囱。由于不同的生产工序产生的烟雾包含很多有毒有害气体，会造成工作人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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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伤害，通过设置除尘装置后，能够极大降低烟尘污染，保证生产环境空气清洁，提高工作

环境空气质量。

[0037] 其中支撑架包括：两边的基座分别连接支撑杆8一端，通过两根支撑杆8固定横梁

10，横梁10与支撑杆8通过斜拉钢筋9固定，斜拉钢筋9一端焊接在支撑杆8上，另一端焊接在

横梁10上，横梁10和支撑杆8位置设置固定平台11，在横梁10设置若干喷头进行喷淋操作，

喷头为雾化喷头。

[0038] 除尘装置包括：在支撑杆8底部设置地面吸风口，地面吸风口通过风口外框19将吸

风口包裹，风口外框19由百叶窗叶片21填充，风口外框19通过若干螺钉20与吸风口固定，吸

风口通过引风道1与下风管相连，下风管与上风管7通过连接套6套接，连接套6上部设置上

固定圈5，连接套6下部设置下固定圈3，连接套6设置若干穿钉4进行固定，上风管7穿过横梁

10通过上风管通道18与顶棚总风管连接。设置能够活动拆解的地面吸风口目的是为了能够

为后期清理和更换提供更大的方便。

[0039] 顶棚吸风口包括：顶棚进风通道13连接顶棚分支风管14，顶棚分支风管14连接顶

棚总风管16，顶棚分支风管14穿过顶棚风管支撑壳后，与顶棚总风管16汇合，顶棚风管支撑

壳的顶部安装风机17，所述风机17设置固定杆15安装于顶棚风管支撑壳。通过设置若干顶

棚分支风管然后与顶棚总风管汇合，能够更多的收集焊烟气体，然后由支撑壳对风管进行

支撑，防止风管塌陷，造成排风不畅。

[0040]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

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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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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