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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移动抽风橱，尤其是

涉及橡胶生产设备领域，其包括抽风橱本体以及

抽除装置，所述抽风橱本体上开设有用于抽除有

害气体的进风口，所述抽风橱本体上设置有监测

装置，所述监测装置包括用于识别异物的识别

器、用于信号转换的转换器以及用于控制所述抽

除装置的控制开关，所述识别器与转换器通过线

路连接，所述转换器与控制开关通过线路连接，

所述识别器和转换器均位于所述抽风橱本体上，

且所述识别器位于所述进风口处。本实用新型的

抽风橱，通过监测装置，便于对进风口的异物进

行识别，降低异物进入抽风橱本体的可能性，进

而减小抽风橱阻塞的可能性，延长抽风橱的使用

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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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移动抽风橱，包括抽风橱本体（1）以及抽除装置（2），所述抽风橱本体（1）上开设

有用于抽除有害气体的进风口（111），其特征在于：所述抽风橱本体（1）上设置有监测装置

（3），所述监测装置（3）包括用于识别异物的识别器（31）、用于信号转换的转换器（32）以及

用于控制所述抽除装置（2）的控制开关（33），所述识别器（31）与转换器（32）通过线路连接，

所述转换器（32）与控制开关（33）通过线路连接，所述识别器（31）和转换器（32）均位于所述

抽风橱本体（1）上，且所述识别器（31）位于所述进风口（111）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移动抽风橱，其特征在于：所述抽风橱本体（1）包括支架

（12）和抽风箱（11），所述抽风箱（11）位于所述支架（12）上，所述进风口（111）开设于所述抽

风箱（11）上，所述识别器（31）和控制开关（33）均位于所述抽风箱（11）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移动抽风橱，其特征在于：所述抽除装置（2）包括出风管

（21）、抽风管（22）、风琴管（23）以及抽气泵（24），所述出风管（21）一端与所述抽风箱（11）连

通，另一端与所述抽风管（22）连通，所述抽风管（22）远离所述出风管（21）一端与所述风琴

管（23）连通，所述风琴管（23）远离所述抽风管（22）一端与所述抽气泵（24）连通，所述控制

开关（33）位于所述抽风管（22）上，且所述控制开关（33）用于控制所述抽气泵（24）的开关。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移动抽风橱，其特征在于：所述抽风箱（11）包括一体连接

的导流段（113）和收集段（114），所述导流段（113）远离所述收集段（114）一端与所述出风管

（21）连通，所述进风口（111）位于所述收集段（114）上，且所述导流段（113）的横截面积由靠

近所述收集段（114）一侧至远离所述收集段（114）一侧逐渐减小。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移动抽风橱，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12）包括底座（121）

以及至少一个支柱（122），所述支柱（122）一端与所述抽风箱（11）连接，另一端与所述底座

（121）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移动抽风橱，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21）远离所述支柱

（122）一侧设置有多个万向轮（4）。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移动抽风橱，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柱（122）上设置有加强

筋（5），所述加强筋（5）远离所述支柱（122）一端与所述底座（121）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移动抽风橱，其特征在于：所述进风口（111）处设置有挡

板（112），所述挡板（112）位于所述抽风箱（1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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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移动抽风橱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橡胶生产设备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移动抽风橱。

背景技术

[0002] 通风橱，是实验室，特别是化学实验室的一种大型设备，用途是减少实验者和有害

气体的接触，通风橱是保护人员防止有毒化学烟气危害的一级屏障，它可以作为重要的安

全后援设备，像在化学实验过程失败，化学烟雾、尘埃和有毒气体产生时有效排出有害气

体，保护工作人员和实验室环境。

[0003] 相关技术中，抽风橱通常用在会产生有害气体的工厂或者实验室内，例如在橡胶

管生产过程中需要将抽风橱的进风口与橡胶管生产设备的出管口对正，然后启动抽风橱，

使得抽风橱通过压强差对橡胶管生产时产生的有害气体进行抽除。

[0004] 针对上述中的相关技术，发明人认为橡胶管设备在生产橡胶管时，会产生碎屑，碎

屑会在抽风橱的作用下进入抽风橱内，会导致抽风橱堵塞，缩短抽风橱的使用寿命。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延长抽风橱的使用寿命，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移动抽风橱。

[0006]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移动抽风橱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7] 一种移动抽风橱，包括抽风橱本体以及抽除装置，所述抽风橱本体上开设有用于

抽除有害气体的进风口，所述抽风橱本体上设置有监测装置，所述监测装置包括用于识别

异物的识别器、用于信号转换的转换器以及用于控制所述抽除装置的控制开关，所述识别

器与转换器通过线路连接，所述转换器与控制开关通过线路连接，所述识别器和转换器均

位于所述抽风橱本体上，且所述识别器位于所述进风口处。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对生产橡胶管产生的有害气体进行抽除时，将进风口与

橡胶管生产设备对正，然后打开识别器，再调节抽除装置，使得有害气体通过进风口进入抽

风橱本体，再通过抽除装置，将有害气体排出，当识别器识别到进风口有异物时，转换器将

信号传输给控制开关，控制开关立即关闭抽除装置，阻止异物通过进风口进入抽风橱本体；

设计的抽风橱，通过监测装置，便于对进风口的异物进行识别，降低异物进入抽风橱本体的

可能性，进而减小抽风橱阻塞的可能性，延长抽风橱的使用寿命。

[0009] 可选的，所述抽风橱本体包括支架和抽风箱，所述抽风箱位于所述支架上，所述进

风口开设于所述抽风箱上，所述识别器和控制开关均位于所述抽风箱上。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支架的设置，便于抽风箱的固定，进而提高抽风箱的稳定

性；抽风箱的设置，便于对有害气体进行抽除，减少有害气体对工作环境的污染，同时，减少

有害气体对工作人员身体健康的损害。

[0011] 可选的，所述抽除装置包括出风管、抽风管、风琴管以及抽气泵，所述出风管一端

与所述抽风箱连通，另一端与所述抽风管连通，所述抽风管远离所述出风管一端与所述风

琴管连通，所述风琴管远离所述抽风管一端与所述抽气泵连通，所述控制开关位于所述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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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管上，且所述控制开关用于控制所述抽气泵的开关。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对有害气体进行抽除时，打开控制开关，启动抽气泵，抽

气泵将抽风箱内的有害气体通过出风管抽入抽风管内，然后经过抽风管进入风琴管，经过

风琴管进入抽气泵，然后通过抽气泵的出气嘴排出；抽风泵的设置，便于对抽风箱内的有害

气体进行抽除，出风管的设置，便于抽风箱内有害气体的排出，抽风管的设置，便于对出风

管内的有害气体进行抽除，风琴管的设置，便于与不同的排出口接通，扩大抽除装置的使用

范围，提高抽除装置的实用性。

[0013] 可选的，所述抽风箱包括一体连接的导流段和收集段，所述导流段远离所述收集

段一端与所述出风管连通，所述进风口位于所述收集段上，且所述导流段的横截面积由靠

近所述收集段一侧至远离所述收集段一侧逐渐减小。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抽风箱的分段设置，便于对有害气体进行收集，进而便于

对抽风箱内的有害气体进行导流，加速有害气体的排放速率。

[0015] 可选的，所述支架包括底座以及至少一个支柱，所述支柱一端与所述抽风箱连接，

另一端与所述底座连接。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底座的设置，便于对支柱进行支撑，扩大支柱与地面的接

触面积，提高支柱的稳定性；支柱的设置，便于对抽风箱进行支撑，减少使用过程中抽风箱

晃动的可能性。

[0017] 可选的，所述底座远离所述支柱一侧设置有多个万向轮。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万向轮的设置，便于底座的移动，进而便于抽风箱的移

动，便于对不同位置的橡胶管生产设备产生的有害气体进行抽除，提高抽风橱的实用性，同

时，减少抽风橱的布置数量，进而减少生产成本。

[0019] 可选的，所述支柱上设置有加强筋，所述加强筋远离所述支柱一端与所述底座连

接。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加强筋的设置，进一步加强对支柱的固定，提高支柱的强

度，进而提高支柱的支撑能力。

[0021] 可选的，所述进风口处设置有挡板，所述挡板位于所述抽风箱上。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挡板的设置，便于对橡胶管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碎屑进行

阻挡，减少碎屑飞溅对工作人员的伤害，同时，减少碎屑飞溅对环境的污染。

[0023]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0024] 1.设计的抽风橱，通过监测装置，便于对进风口的异物进行识别，降低异物进入抽

风橱本体的可能性，进而减小抽风橱阻塞的可能性，延长抽风橱的使用寿命；

[0025] 2.支架的设置，便于抽风箱的固定，进而提高抽风箱的稳定性；抽风箱的设置，便

于对有害气体进行抽除，减少有害气体对工作环境的污染，同时，减少有害气体对工作人员

身体健康的损害；

[0026] 3.万向轮的设置，便于底座的移动，进而便于抽风箱的移动，便于对不同位置的橡

胶管生产设备产生的有害气体进行抽除，提高抽风橱的实用性，同时，减少抽风橱的布置数

量，进而减少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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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另一视角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9] 附图标记说明：1、抽风橱本体；11、抽风箱；111、进风口；112、挡板；113、导流段；

114、收集段；12、支架；121、底座；122、支柱；2、抽除装置；21、出风管；22、抽风管；23、风琴

管；24、抽气泵；3、监测装置；31、识别器；32、转换器；33、控制开关；4、万向轮；5、加强筋。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附图1‑2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1]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公开一种移动抽风橱。参照图1，抽风橱包括抽风橱本体1以及

抽除装置2，抽风橱本体1上开设有用于抽除有害气体的进风口111，本实施例中的进风口

111横截面呈正方形设置，便于对有害气体进行收集，进而减少有害气体散出的可能性，抽

风橱本体1上设置有监测装置3，便于对橡胶管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碎屑进行检测，减少碎屑

进入抽风橱本体1的可能性，进而减小抽风橱本体1堵塞的可能性，延长抽风橱本体1的使用

寿命。

[0032] 参照图1和图2，监测装置3包括用于识别异物的识别器31、用于信号转换的转换器

32以及用于控制抽除装置2的控制开关33，识别器31与转换器32通过线路连接，转换器32与

控制开关33通过线路连接，识别器31和转换器32均通过螺栓固定于抽风橱本体1上，且识别

器31位于进风口111处，本实施例中识别器31采用红外线传感器，其他实施例中能够对异物

进行识别的仪器均可；监测装置3的设置，便于对进风口111处的异物进行检测，进而便于转

换器32将信号传递给控制开关33，使得控制开关33关闭抽除装置2，减少异物对抽风橱性能

的影响。

[0033] 参照图1，抽风橱本体1包括支架12和抽风箱11，抽风箱11的侧壁焊接于支架12上，

进风口111开设于抽风箱11上，识别器31通过螺栓固定于抽风箱11内壁上，控制开关33通过

螺栓固定于抽风箱11外侧壁上，支架12的设置，便于抽风箱11的固定，进而提高抽风箱11工

作时的稳定性；进风口111处焊接有挡板112，挡板112位于抽风箱11的侧壁上，减少碎屑的

飞溅对工作环境造成污染。

[0034] 参照图1，抽除装置2包括出风管21、抽风管22、风琴管23以及抽气泵24，出风管21

与抽风箱11焊接，且出风管21一端与抽风箱11连通，另一端与抽风管22连通，出风管21远离

抽风箱11一端插入抽风管22内腔，抽风管22远离出风管21一端与风琴管23连通，风琴管23

插接于抽风管22远离出风管21一端的内腔，风琴管23远离抽风管22一端与抽气泵24连通，

且风琴管23远离抽风管22一端与抽气泵24通过管道连接，风琴管23远离抽风管22一端伸出

天花板设置，抽气泵24通过螺栓固定于天花板外侧，抽气泵24的出气嘴一端连接有过滤器，

便于对有害气体进行过滤，减少有害气体对环境的污染，控制开关33通过螺栓固定于抽风

管22的侧壁上，且控制开关33用于控制抽气泵24的开关，控制开关33通过线路与抽气泵24

连接；抽气泵24的设置，便于对抽风箱11内有害气体进行抽除，进而便于对有害气体进行统

一处理；抽风箱11包括一体连接的导流段113和收集段114，导流段113远离收集段114一端

与出风管21连通，进风口111位于收集段114上，且导流段113的横截面积由靠近收集段114

一侧至远离收集段114一侧逐渐减小，便于对有害气体进行导流，加速有害气体排出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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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参照图1，支架12包括底座121以及至少一个支柱122，本实施例中设置有两个支柱

122，且两个支柱122轴向平行设置，两个支柱122的轴线均与底座121垂直设置，支柱122一

端与抽风箱11焊接，另一端与底座121焊接，支柱122上焊接有加强筋5，加强筋5远离支柱

122一端与底座121焊接，提高支柱122的支撑能力，进而提高抽风箱11的稳定性；底座121远

离支柱122一侧通过螺栓固定有多个万向轮4，本实施例中设置有四个万向轮4，且四个万向

轮4均匀分布于底座121远离支柱122一侧，万向轮4的设置，便于底座121的移动，进而便于

抽风箱11的移动，便于对不同位置的橡胶管生产设备产生的有害气体进行抽除，提高抽风

橱的实用性。

[0036]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种移动抽风橱的实施原理为：对生产橡胶管产生的有害气体

进行抽除时，将进风口111与橡胶管生产设备对正，然后打开识别器31，再打开控制开关33，

启动抽气泵24，使得抽气泵24将有害气体通过进风口111抽入抽风箱11内，然后抽风箱11内

的有害气体通过出风管21进入抽风管22内，然经过抽风管22进入风琴管23，经过风琴管23

进入抽气泵24，然后通过抽气泵24的出气嘴排出；当识别器31识别到进风口111有异物时，

转换器32将信号传输给控制开关33，控制开关33立即关闭抽气泵24，阻止异物进入抽风箱

11内。

[0037] 以上均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故：凡

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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