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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布袋除尘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布袋除尘设备，包括

设备本体，所述设备本体包括除尘机构和灰斗结

构，所述除尘机构位于设备本体内，所述灰斗结

构位于设备本体底部；所述除沉机构包括转动主

轴管和布袋支管，若干均匀分布设置的布袋支管

一端分别与所述转动主轴管侧壁连通，形成簇聚

发散结构，所述转动主轴管水平设置，且转动主

轴管一端连接周向旋转动力机构，所述转动主轴

管的另一端为气流出气端；沿所述布袋支管的长

度方向上的外壁上开设有长度进气豁条，且所述

布袋支管的另一端设有进气开口端，所述转动主

轴管的气流出气端延伸设置在所述设备本体外，

且与负压风机连通；所述布袋支管外壁套设有布

袋结构。本实用新型能实现布袋除尘并自动清理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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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布袋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设备本体(1)，所述设备本体(1)包括除尘机构

(2)和灰斗结构(7)，所述除尘机构(2)位于设备本体(1)内，所述灰斗结构(7)位于设备本体

(1)底部；所述除尘机构(2)包括转动主轴管(31)和布袋支管(21)，若干均匀分布设置的布

袋支管(21)一端分别与所述转动主轴管(31)侧壁连通，形成簇聚发散结构(3)，所述转动主

轴管(31)水平设置，且转动主轴管(31)一端连接周向旋转动力机构(32)，所述转动主轴管

(31)的另一端为气流出气端；

沿所述布袋支管(21)的长度方向上的外壁上开设有长度进气豁条(22)，且所述布袋支

管(21)的另一端设有进气开口端，所述转动主轴管(31)的气流出气端延伸设置在所述设备

本体(1)外，且与负压风机(11)连通；

所述布袋支管(21)外壁套设有布袋结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布袋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布袋灰尘清理结构

(4)，所述布袋灰尘清理结构(4)包括布袋抖动作用力装置或布袋反吹气作用力结构(4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布袋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布袋反吹气作用力结构

(41)包括吹气作用力管路(42)，所述吹气作用力管路(42)的管壁上均匀分布有吹气孔，若

干所述吹气作用力管路(42)分别延伸设置在所述布袋支管(21)内，若干所述吹气作用力管

路(42)的进气端汇总经过通气管道结构(5)与设备本体(1)外设置的脉冲式吹气发生装置

(43)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布袋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通气管道结构(5)包括圆环

型旋转连接块(33)，所述圆环型旋转连接块(33)固定设置于靠近所述周向旋转动力机构

(32)一侧，且位于所述转动主轴管(31)内部，所述圆环型旋转连接块(33)一端与若干所述

吹气作用力管路(42)的进气端固定连通，所述圆环型旋转连接块(33)的另一端通过脉冲装

置进气管路(34)与所述脉冲式吹气发生装置(43)连通，且所述脉冲装置进气管路(34)与所

述圆环型旋转连接块(33)旋转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布袋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灰斗结构(7)包括储灰

槽(71)和收放驱动装置(75)，所述储灰槽(71)贴于所述设备本体(1)底部设置，所述储灰槽

(71)一端均匀对称分布设置有固定结构块(74)，所述固定结构块(74)通过牵引线连接设置

于所述固定结构块(74)上方的所述收放驱动装置(75)，所述收放驱动装置(75)收放牵引线

驱动所述固定结构块(74)带动所述储灰槽(71)设置有所述固定结构块(74)的一端在竖直

方向上下移动，所述储灰槽(71)另一端与所述设备本体(1)的底部铰链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布袋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灰斗结构(7)还包括控

制器(73)和限位检测器(72)，所述限位检测器(72)延伸设置于所述设备本体(1)内的积灰

区，所述限位检测器(72)的信号输出端与所述控制器(73)的信号输入端连接，所述控制器

(73)的信号输出端与所述收放驱动装置(75)的信号输入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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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布袋除尘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布袋除尘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空气环境是生物生活所必需的条件，而在日常生活与生产中，人们往往会产生大

量的带有粉尘的烟气废物，这些带有粉尘颗粒的烟气会对空气环境造成污染，影响生物的

健康。因此，在排放这些烟气时需要先对粉尘颗粒进行过滤处理达到排放标准之后才能排

放到空气中。

发明内容

[0003] 发明目的：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布袋除尘设备，

可以实现布袋除尘并自动清灰的效果。

[0004] 技术方案：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布袋除尘设备，包括设备本体，所述设备本体包括除尘机构和灰斗结构，所述

除尘机构位于设备本体内，所述灰斗结构位于设备本体底部；所述除尘机构包括转动主轴

管和布袋支管，若干均匀分布设置的布袋支管一端分别与所述转动主轴管侧壁连通，形成

簇聚发散结构，所述转动主轴管水平设置，且转动主轴管一端连接周向旋转动力机构，所述

转动主轴管的另一端为气流出气端；

[0006] 沿所述布袋支管的长度方向上的外壁上开设有长度进气豁条，且所述布袋支管的

另一端设有进气开口端，所述转动主轴管的气流出气端延伸设置在所述设备本体外，且与

负压风机连通；

[0007] 所述布袋支管外壁套设有布袋结构。

[0008] 进一步的，还包括布袋灰尘清理结构，所述布袋灰尘清理结构包括布袋抖动作用

力装置或布袋反吹气作用力结构。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布袋反吹气作用力结构包括吹气作用力管路，所述吹气作用力管

路的管壁上均匀分布有吹气孔，若干所述吹气作用力管路分别延伸设置在所述布袋支管

内，若干所述吹气作用力管路的进气端汇总经过通气管道结构与设备本体外设置的脉冲式

吹气发生装置连通。

[0010] 进一步的，通气管道结构包括圆环型旋转连接块，所述圆环型旋转连接块固定设

置于靠近所述周向旋转动力机构一侧，且位于所述转动主轴管内部，所述圆环型旋转连接

块一端与若干所述吹气作用力管路的进气端固定连通，所述圆环型旋转连接块的另一端通

过脉冲装置进气管路与所述脉冲式吹气发生装置连通，且所述脉冲装置进气管路与所述圆

环型旋转连接块旋转连接。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灰斗结构包括储灰槽和收放驱动装置，所述储灰槽贴于所述设备

本体底部设置，所述储灰槽一端均匀对称分布设置有固定结构块，所述固定结构块通过牵

引线连接设置于所述固定结构块上方的所述收放驱动装置，所述收放驱动装置收放牵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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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所述固定结构块带动所述储灰槽设置有所述固定结构块的一端在竖直方向上下移动，

所述储灰槽另一端与所述设备本体的底部铰链连接。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灰斗结构还包括控制器和限位检测器，所述限位检测器延伸设置

于所述设备本体内的积灰区，所述限位检测器的信号输出端与所述控制器的信号输入端连

接，所述控制器的信号输出端与所述收放驱动装置的信号输入端连接。

[0013] 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能有效把烟气中的粉尘分离出来。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技

术效果：

[0014] 1)可以通过脉冲式反吹风方式清理布袋上附着的灰尘，增加布袋的实用寿命，提

高布袋的除尘效率；

[0015] 2)可以驱动转动主轴管带动布袋支管旋转依靠离心力达到清理布袋的效果，提高

除尘效率。

附图说明

[0016] 附图1为布袋除尘设备结构图；

[0017] 附图2为簇聚发散结构结构图；

[0018] 附图3为烟气流向原理结构图；

[0019] 附图4为布袋反吹气作用力原理结构图；

[0020] 附图5为灰斗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0022] 如附图1-5：一种布袋除尘设备，包括设备本体1，所述设备本体1包括除尘机构2 

和灰斗结构7，所述除尘机构2位于设备本体1内，所述灰斗结构7位于设备本体1底部；所述

除尘机构2包括转动主轴管31和布袋支管21，若干均匀分布设置的布袋支管  21一端分别与

所述转动主轴管31侧壁连通，形成簇聚发散结构3，所述转动主轴管31  水平设置，且转动主

轴管31一端连接周向旋转动力机构32，所述转动主轴管31的另一端为气流出气端；周向旋

转动力机构32驱动转动主轴管31带动布袋支管21旋转，依靠旋转产生的离心力把附着在布

袋表面上的灰尘清除，增加布袋的使用寿命，清理后的布袋能过滤更多的粉尘提高了除尘

效率。

[0023] 沿所述布袋支管21的长度方向上的外壁上开设有长度进气豁条22，且所述布袋支

管21的另一端设有进气开口端，烟气通过长度进气豁条22和进气开口端进入布袋支管  21

内部，而粉尘被套设在布袋支管21外壁上的布袋过滤掉，达到清理粉尘的效果，所述转动主

轴管31的气流出气端延伸设置在所述设备本体1外，且与负压风机11连通；负压风机61利用

空气对流能加快把过滤清理后的气体排放到大气环境中。

[0024] 所述布袋支管21外壁套设有布袋结构。套设在布袋支管21表面的布袋能过滤掉烟

气中的粉尘。

[0025] 还包括布袋灰尘清理结构4，所述布袋灰尘清理结构4包括布袋抖动作用力装置或

布袋反吹气作用力结构41。布袋抖动作用力装置能驱动布袋支管21抖动可以配合布袋反吹

气作用力结构41清理布袋表面的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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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所述布袋反吹气作用力结构41包括吹气作用力管路42，所述吹气作用力管路42 

的管壁上均匀分布有吹气孔，若干所述吹气作用力管路42分别延伸设置在所述布袋支管21

内，若干所述吹气作用力管路42的进气端汇总经过通气管道结构5与设备本体1  外设置的

脉冲式吹气发生装置43连通。脉冲式吹气发生装置43能周期性吹出气体，气体经过设置在

布袋支管21内部的吹气作用力管路42通过吹气孔喷出气体，对布袋的进气孔反向吹风，吹

掉附着在布袋上的灰尘，达到清理布袋的效果，增加布袋的使用寿命，提高除尘效率。

[0027] 通气管道结构5包括圆环型旋转连接块33，所述圆环型旋转连接块33固定设置于

靠近所述周向旋转动力机构32一侧，且位于所述转动主轴管31内部，所述圆环型旋转连接

块33一端与若干所述吹气作用力管路42的进气端固定连通，所述圆环型旋转连接块33的另

一端通过脉冲装置进气管路34与所述脉冲式吹气发生装置43连通，且所述脉冲装置进气管

路34与所述圆环型旋转连接块33旋转连接。

[0028] 所述灰斗结构7包括储灰槽71和收放驱动装置75，所述储灰槽71贴于所述设备本

体1底部设置，所述储灰槽71一端均匀对称分布设置有固定结构块74，所述固定结构块74通

过牵引线连接设置于所述固定结构块74上方的所述收放驱动装置75，所述收放驱动装置75

收放牵引线驱动所述固定结构块74带动所述储灰槽71设置有所述固定结构块74的一端在

竖直方向上下移动，所述储灰槽71另一端与所述设备本体1的底部铰链连接。收放驱动装置

75卷曲收放牵引线带动储灰槽71与牵引线连接的一端上下移动，到出储灰槽内的灰尘或回

到原位置。

[0029] 所述灰斗结构7还包括控制器73和限位检测器72，所述限位检测器72延伸设置于

所述设备本体1内的积灰区，所述限位检测器72的信号输出端与所述控制器73的信号输入

端连接，所述控制器73的信号输出端与所述收放驱动装置75的信号输入端连接。当限位检

测器72检测到灰尘堆积的高度达到限定的高度时，发出信号给控制器73，控制器73控制收

放驱动装置驱动牵引线带动与储灰槽71连接的一端向下移动，倒出储灰槽71内的灰尘，清

理人员清理到出的灰尘即可。

[0030]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

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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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6

CN 211635654 U

6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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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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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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