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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A DUST COLLECTOR

(54) 友明名林 : 吸生器

(57) Abstract: A dust collector includes a body, which in

cludes a vacuum chamber and a motor chamber holding the
motor; and a detachable dust-collecting unit arranged in the
vacuum chamber. Said dust-collecting unit includes an up

stream cyclone separator (1) and several downstream cy

clone separators (2) connected with said upstream cyclone
separator (1). Said downstream cyclone separators (2) are
arranged side by side around said upstream cyclone separa
tor (1) and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to form a rst dust cup
(3). The air outlet port of said upstream cyclone separator
(1) is communicated with the air inlet ports of said several
downstream cyclone separators (2). The bottom cover (21)
and the dust cover (22) can be opened successively, so that
the dust in the upstream cyclone separator (1) and the down
stream cyclone separators (2) can be poured out separately
and successively.

(57)

一神吸全器 包括一本休 其包括一其空室和一收容屯杭的屯析室 一可拆卸的除生裝置 安役在其空室內。

咳除生裝置包括一上游旋凡分萬器 (1) , 數介勻上游旋凡分萬器 ( 1) 相連的下游旋凡分萬器 ( 2 ) 。所迷下游旋

凡分萬器 ( 2 ) 囤劈在上游旋凡分萬器 ( 1) 的周固井列投置，井且相互連接形成弟一生杯 ( 3) 。上游旋凡分萬器

( 1) 的出凡口勻教介下游旋凡分萬器 (2) 的迸風口連通 。底蓋 (21 ) 和生孟 (22) 可先后打升 使上游旋風分萬

器 ( 1) 和下游旋凡分萬器 (2) 先后分別倒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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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生器

技木領域

本岌 明涉及一神吸坐器 。

背景技木

侍統 的吸坐器 申安裝有迂唬裝置，目的是將 吸入的旌 空勺迸行迂濾 ，把灰

生顆粒 留在集坐裝置中，因此 ，此癸吸坐器在使 用一段 吋同 以 后 ，用戶匝將迂

濾裝置迸行清理或更換 ，否 則，迂唬裝實 的濾孔被細 灰生堵塞后 ，舍增 大真空

塢杭 的阻力，汗重者甚至舍燒杯 屯析 ，不仗鎗用戶帶來了麻煩 ，而且也舍影 晌

吸生器 的性 能和春命 。

近年宋， 商「根据旋凡分萬 的原理 ，用旋凡除生裝置來替代迂墟裝置，取

得 了較好 的除生效果 ，因此而亡泛地匝用到吸生器上 。核 旋凡除坐裝置于坐杯

內投置一介上端大、下端 小 的推形筒休 ，維形筒休 的上端執 向投置一出凡管，

推形筒休 的下端 升 口以 便于灰生落入坐杯底 部 ，迸凡管于推形筒休上部側壁井

沿切絨 方 向迸入，使 帶有灰坐的勺流在錐形筒休 內芹生旋凡，灰坐顆粒在萬心

力的作用下沿推形筒休側壁下落 到集生盒底 部 ，除坐后 的勺流 向上鋒 出凡管排

出 。

但是，旋凡除生裝置也存在看休稠較大的缺 庶 ，特別是凡流量要求較大的

大型吸生器上使用的旋凡除生裝置休秧 就更大，不仗增加了成本 ，而且用戶使

用也 比較麻煩 。

友 明內容

本岌 明 目的是 提供一神吸坐器，核 吸坐器包括一介上游旋凡分萬器和數

介井列外 置的下游分萬器 ，上游分萬器 的出凡 口勻數介下游分萬器 的迸凡 口達

通 ，可在不增 加柳休休秧 的同肘提高凡量，保持較高的除生效率 。

本岌 明的技木方案是 一神吸坐器 ，包括一本休，其包括一莫空室和一收

容 冉杭 的屯杭室 一可拆卸的除坐裝置，安投在寞 空室內，其包括一上游旋凡

分萬器 、數介勻上游旋凡分萬器相達 的下游旋凡分萬器 所迷下游旋凡分萬器

圃錦在上游旋凡分萬器 的周 囿井列投置，井且相互達接形成第一坐杯

所迷第一坐杯 的上部投置有密 閉的達通居，上游旋凡分萬器 的一級 出凡 口

和下游旋 凡分萬器 的二級迸凡 口在達通居 中互通 所述達通居 的上部沒置有 出

凡居，下游旋風分萬器 的二級 出凡管伸入出凡居 中達通



所述上游旋凡分萬器包括投有一級迸凡 口的筒休，筒休 的上部投有倒維形

迂墟筒 ，迂濾 筒勻上部 的一級 出凡 口達接 ，一級 出凡 口上投有位于達通居 中的

柱形迂濾 阿 ，筒休 的上沿投有缺 口勻第一生杯達通

下游旋凡分萬器包括上部 的伸入到達通尾 中的圓形筒休 、中部 的維形筒休

和下部 的第二生杯 ，二級迸凡 口投置在 圓形筒休 的側壁上，二級 出凡管投置在

圓形筒休 的內部，二級 出凡管的上端 穿迂達通居勻出凡侯 達通 ，二級 出凡管的

末端有若干介井列間隔 的肋集 ，堆形筒休 的下部投有傘形反射盎 ，傘形反射盤

的中心 沒有回流孔，傘形 反射盎 的周緣 勻維形筒休 的側壁之 同技有落生杯 隙勻

第二坐杯達通，第二生杯 的底面勻第一坐杯 的底 面在 同一乎面上

所述 除生裝置的底 部投有一介底 蓋 ，除坐裝置和底 蓋之 同逐 投有一介生

蓋 ，坐蓋扣合在其中一神旋凡分萬器 的倒灰 口上，底 蓋至少 扣合在另一神旋凡

分萬器 的倒灰 口上 所述坐蓋扣合在下游旋凡分萬器 的倒灰 口上，底蓋扣合在

坐蓋和上游旋風分萬器 的倒灰 口上 所迷下游旋凡分萬器 的倒灰 口位于底部 ，

生蓋 由多介扣合在倒灰 口上的小蓋達接組成 所迷上游旋風分萬器 的申部 力上

游旋凡窒，底蓋肘匝于上游旋凡室校有推形 凸起 所迷底蓋和坐蓋 以 同軸方式

絞罐達接在除坐裝置的底部 外 迪錄上 。

一神吸坐器，包括一本休 ，其包括一寞 空窒和一收容 屯析 的塢析室 一可

拆卸 的除坐裝置，安投在真空室內，其包括一上游旋凡分萬器 、數介勻上游旋

凡分萬器相達 的下游旋凡分萬器 所述下游旋 風分萬器 園饒在上游旋凡分萬器

的周 園并列投置，井且相互運接形成第一坐杯 ，其 中每介下游旋凡分萬器有部

分外 表面形成第．一坐杯 的外 緣 ，同肘又有部分外 表面形成 除生裝置的外 緣 。

一神吸坐器，包括一本休 ，其包括一莫空室和一收容 咄杭 的 冉杭室 一可

拆卸 的除坐裝置，安投在真空室內，其包括一上游旋凡分萬器 、數介勻上游旋

凡分萬器相達 的下游旋風分萬器 所迷下游旋凡分萬器 圃錚在上游旋凡分萬器

的周 園并列投置，非且相互達接形成第一生杯 ，其中上游旋凡分萬器通迂一缺

口勻第一坐杯相達通 核缺 口位于上游旋凡分萬器 的上沿 。

本岌 明的仇 貞 是

．本岌 明包括一介上游旋凡分萬器和數介井列外 置的下游分萬器 ，上游

分萬器 的出凡 口勻數介下游分萬器 的迸凡 口達通 ，可在不增 加杭休休稠的同吋

提高凡量，保持較高的除坐效率 。



2．本 岌 明的下游旋凡分萬器采用扒 散式鈷 枸 ，推形筒休力上端 小 、下端

大的形狀 ，旋凡迸凡 口位于上部小端 ，勺流在維形筒休 內旋特 肘呈減速萬心 狀

恭 ，使代 流庄力損 失小，因此 能取得較好 的吸坐效果 。

3．本 岌 明的下游旋 凡分萬器下部 的乞流 旋特速度 比上部慢 ，因此可避免

坐杯底部 的灰坐芹生拐生現象，叭而不合芒生二吹污染 的情況 。

4．本 岌 明在除生裝置底部勻底蓋之 同增 加 了一介扣合在下游旋凡分萬器

的倒灰 口上的生蓋，井且底 蓋和坐蓋 同吋較撻連接在下游旋凡分萬器 的外 側下

沿 ，倒灰 吋可先打升底蓋，肘上游旋凡分萬器迸行倒灰 ，然 后再打升生蓋，肘

下游旋凡分萬器遴行倒灰 ，可避 免倒灰迂于猛烈 ，而芒生的灰坐弋搬 。

5．本 岌 明的坐蓋 由多介小蓋達接 組成，每介小蓋分別扣合在下游旋凡分

萬器 的倒灰 口上，井且底 蓋扣合在坐孟和上游旋 凡分萬器 的倒灰 口上，可碗 保

坐蓋肘下游旋凡分萬器扣合 的密封性 能 。

附團槐 明

下面拮 合 附團及 突施例肘本岌 明作迸一步描述

團 力除生裝置勻吸坐器 的安裝示意 團

團 2 力除坐裝置的分解示意 團

團 3 力除生裝置的裝配示意 團

團 4 力除生裝置的豬 枸示意 團

團 5 力上游旋凡分萬器 內一級 出凡 口、迂濾筒 、迂濾 阿 的拮 枸示意 團

團 6 力下游旋凡分萬器 內二級 出凡管 的拮枸示意 團

團 7 力除坐裝置底蓋打升、坐蓋扣合 的拮 枸示意 團

團 8 力除坐裝置底 蓋和坐孟 同吋打升的拮 枸示意 團

團 9 力除生裝置底 蓋和坐蓋 的分解 鈷 枸示意 團 。

其 中 上游旋凡分萬器 2 下游旋凡分萬器 3 第一生杯 4 第二坐杯

5 一圾迸凡 口 6 二級迸凡 口 7 級 出凡管 8 肋荼 9達通屋 0 一級 出凡

口 出凡居 2 筒休 3 迂濾筒 4 迂游 阿 5 缺 口 6 圓形筒休 7

維形筒休 8 傘形反射盎 9 回流孔 20 落坐杯 隙 2 底蓋 22 坐蓋 23

倒灰 口 24 倒灰 口 25 小蓋 26 上游旋凡室 27 維形 凸起 。

具休宴施方式

宴施例 如 團 、團 2、囤 3 、圍 4、團 5、團 6 所示，一神吸坐器，包 括



一本休 ，其包括一真空室和一收容 喧杭 的咄析窒 一可拆卸 的除坐裝置，安投

在寞 空室內，除坐裝置包括一介上游旋凡分萬器 和數介勻上游旋凡分萬器

相達 的下游旋凡分萬器 2，數介下游旋凡分萬器 2 圃繞在上游旋凡分萬器 的

周 囿井列沒置，井且相互達接形成第一坐杯 3，其中每介下游旋凡分萬器 2 有

部分外 表面形成第一坐杯 3 的外 緣 ，同吋又有部分外 表面形成除坐裝置的外

緣 。第一生杯 3 的上部投置有密 閉的達通尾 9，上游旋凡分萬器 2 的一級 出風

口 0 和下游旋凡分萬器 2 的二級迸凡 口 6 在達通屋 9 中互通 ，達通尾 9 的上

部投置有 出凡侯 ，下游旋凡分萬器 2 的二級 出凡管 7 伸入出凡居 中達通 。

所迷上游旋凡分萬器 包括投有一級迸凡 口 5 的筒休 2，筒休 2 的上部

投有倒推形迂濾筒 3，迂墟筒 3 勻上部 的一級 出凡 口 0 達接 ，一級 出凡 口

0 上投有位于達通屋 9 申的泣濾 阿 4，筒休 2 的上沿投有缺 口 5 勻第一坐

杯 3 達通 。

所述下游旋凡分萬器 2 包括上部 的伸入到達通屋 9 中的圓形筒休 6、中

部 的推形筒休 7 和下部 的第二坐杯 4，二級迸凡 口 6 投置在 圓形筒休 6 的側

壁上，二級 出凡管 7 技置在圓形筒休 6 的內部 ，二級 出凡管 7 的上端 穿迂達

通尾 9 勻出凡居 達通 ，二級 出凡管 7 的末端有若于介井列同隔 的肋荼 8，

推形筒休 7 的下部投有傘形反射盤 8，傘形 反射盎 8 的申心 校有 回流 9

傘形 反射盎 8 的周緣 勻推形筒休 7 的側壁之 間投有落生杯 隙 2 0 勻第二坐杯

4 達通 。

如 團 4 所示，使用吋，合有灰坐的旌空勺爪一級迸凡 口 5 迸入到一級 生杯

3 中的筒休 2 申，鋒迂推形迂游筒 3 吋，粗灰坐落在筒休 2 中，一部分粗

灰坐伙筒休 2 沿 的缺 口 5 迸入到第一坐杯 3 中，綑灰坐和空勺鑑 鏤迸入迂

墟筒 3 的內部，井 向上伙一級 出凡 口 0 鋒 迂濾 阿 4 迸一步迂濾后 ，迸入到

達通屋 9 中，再錐壞 伙各介二級迸凡 口 6 迸入各介下游旋凡分萬器 2 中，在 圓

形筒休 6 和維形筒休 7 中形成旋凡，在旋凡迂種 申，細 灰坐沿下維形筒休

7 的內壁下落 ，通迂落坐杯 隙 20 迸入第二生杯 4 中，除去灰坐的空勺則伙二

級 出凡管 7 向上迸入出凡居 ，由出凡屋 上的排凡管集 申排 出 。

如 團 7、團 8 和 團 9 所示，每介下游旋凡分萬器 2 均投有第二生杯 4，

第二坐杯 4 的底面勻第一坐杯 3 的底面在 同一平面上 除坐裝置的底部投有

一介底 監 2 ，除坐裝置和底 蓋 2 之 同胚投有一介生蓋 22，坐蓋 22 扣合在



下游旋凡分萬器 2 的倒灰 口 23 ，底蓋 2 扣合在坐蓋 22 和上游旋凡分萬

器 的倒灰 口 2 4 下游旋凡分萬器 2 的倒灰 口 23 位于底部，坐蓋 2 2 由

多介扣合在倒灰 口 23 的小蓋 2 5 達接狙成 上游旋凡分萬器 的中部力上

游旋凡室 2 6，底孟 2 肘匝于上游旋凡室 2 6 投有推形 凸起 27 底盡 2 和坐

蓋 2 2 以 同軸方式較罐達接在除坐裝置的底部外 迪緣上 。

肘于生蓋 22 的材料 ，可力橡肢等軟性材料 表現形式力軟墊 ，盲接塞

入第二坐杯 4 的底部 ，也可力 PVC F E 等塑料材料 。

本岌 明在除坐裝置的底部勻底蓋 2 之 間增 加 了一介扣合在下游旋凡分

萬器 2 的倒灰 口 2 3 上的坐蓋 22，井且底 蓋 2 和坐蓋 22 同吋較罐達接在下

游旋凡分萬器 2 的外 側下沿，倒灰 吋可先打升底 蓋 2 ，肘上游旋凡分萬器

迸行倒灰 ，然后再打升坐蓋 22，肘下游旋凡分萬器 2 迸行倒灰 ，可避兔倒灰

迂于猛烈 ，而芒生的灰坐弋滅 本 岌 明的坐蓋 22 由多介小孟 2 5 達接組成，

每介小蓋 25 分別扣合在下游旋凡分萬器 2 的倒灰 口 2 3 上，非且底蓋 2

合在生蓋 2 2 和上游旋凡分萬器 的倒灰 口 2 4 上，可碗 保坐蓋肘下游旋凡分

萬器 2 扣合 的密封性 能 。



杖利要求

， 一神吸坐器 ，包括一本休 ，其包括一寞空室和一收容 屯杭 的冉杭室

一可拆卸的除生裝置，安投在寞 空室 內，其包括一上游旋凡分萬器 、數介

勻上游旋凡分萬器 相達 的下游旋 凡分萬器 2 其特征在于 所迷下游

旋凡分萬器 2 園繞在上游旋凡分萬器 的周 園井列投置，井且相互達接

形成第一坐杯 3

2．根据杖利要求 所迷 的吸生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迷第一生杯 3 的上

部投置有密 岡的達通尾 9 ，上游旋凡分萬器 的一級 出凡 口 0 和下

游旋凡分萬器 2 的二級迸凡 口 6 在遵通屋 9 中互通 。

3．根据杖利要求 2 所迷 的吸坐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迷達通屋 9 的上部

投置有 出凡尾 ，下游旋凡分萬器 2 的二級 出凡管 7 伸入出凡居

申達通 。

4．根据杖利要求 2 所迷 的吸坐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迷上游旋凡分萬器

包括投有一級迸凡 口 5 的筒休 2 筒休 2 的上部投有倒推形 迂濾 筒

3 ，迂墟筒 3 勻上部的一級 出風 口 0 達接 ，一級 出凡 口 0

投有位于達通屋 9 申的柱形迂濾 阿 4 ，筒休 0 的上沿沒有缺 口 5

占第一坐杯 3 連通 。

5．根据杖利要求 3 所迷 的吸坐器，其特征在于 所迷下游旋凡分萬器 2

包括上部 的伸入到達通尾 9 申的圓形筒休 6 、中部的推形筒休 7 和

下部 的第二生杯 4 ，二級迸凡 口 6 投置在圓形筒休 6 的側壁上，二

級 出凡管 7 沒置在 圓形筒休 6 的 內部 ，二級 出凡管 7 的上端 穿迂達

通尾 9 勻出凡尾 達通 ，二級 出凡管 7 的末端有若干介井列間隔 的

肋荼 8 ，推形筒休 7 的下部投有傘形反射盎 8 ，傘形反射盎 8

的中心 投有 回流孔 9 ，傘形反射盎 8 的周緣 勻維形筒佈 7 的側壁

之 何 投有落生即隙 2 0 勻第二坐杯 4 達通 ，第二坐杯 4 的底面勻第一

生杯 3 的底面在 同一乎面上 。

6．根据杖利要求 所迷 的吸坐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 除坐裝置的底 部投

有一介底 蓋 2 ，除坐裝置和底蓋 2 之 何 逐 投有一介坐蓋 22 ，坐蓋 22

扣合在其 中一神旋凡分萬器 的倒灰 口上，底 蓋 2 至少扣合在另一神旋凡分

萬器 的倒灰 口上 。



7．根据杖利要求 6 所迷 的吸坐器，其特征在于 所迷坐蓋 22 扣合在

下游旋凡分萬器 2 的倒灰 口 23 ，底 蓋 2 扣合在坐蓋 2 2 和上

游旋凡分萬器 的倒灰 口 2 4

8．根据杖利要求 7 所迷 的吸坐器，其特征在于 所迷下游旋凡分萬器 2

的倒灰 口 23 位于底 部，坐蓋 22 由多介扣合在倒灰 口 23 上的小蓋 25

遵接組成 。

9．根据杖利要求 8 所迷 的吸坐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迷上游旋凡分萬器

的中部力上游旋凡室 ．26 ，底 蓋 2 肘匝于上游旋凡室 26 投有維形 凸

起 2 7 .
0．根据杖利要求 6 或 7 或 8 或 9 所迷 的吸生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迷底蓋

2 和生蓋 22 以 同軸方式絞能達接在除坐裝置的底部外 迪緣上 。

．一神吸生器 ，包括一本休 ，其包括一真空室和一收容 屯析 的喧析室

一可拆卸 的除生裝置，安投在真空室內 ，其包括一上游旋 風 分萬器 、數介

勻上游旋凡分萬器 相連 的下游旋凡分萬器 2 其特征在于 所迷下游

旋凡分萬器 2 園繞在上游旋凡分萬器 的周 園非列投置，并且相互遵接

形成第一坐杯 3 ，其 中每介下游旋凡分萬器 2 有部分外 表面形成第一生

杯 3 的外 緣 ，同吋又有部分外 表面形成 除生裝置的外 緣 。

2．一神吸坐器 ，包括一本休，其包括一真空室和一收容 啦析 的 屯杭窒

一可拆卸 的除生裝置，安投在寞 空窒 內 ，其包括一上游旋凡分萬器 ，數介

勻上游旋凡分萬器 相達 的下游旋凡分萬器 2 其特征在于 所迷下游

旋凡分萬器 2 囿饒在上游旋凡分萬器 的周 圃井列投置，井且相互達接

形成第一坐杯 3 ，其 申上游旋凡分萬器 通迂一缺 口 5 勻第一坐杯

3 相達通 。

3．根据杖利要求 2 所迷 的吸生器，其特征在于 核缺 口 5 位于上

游旋凡分萬器 的上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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