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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工地喷雾除尘装置，

包括履带行走机构、底板、安装箱、微粒检测仪、

雾炮机、水箱、电源箱、PLC控制器，底板上设置有

滑槽，底板设置在履带行走机构上，安装箱设置

在底板上，微粒检测仪和PLC控制器分别设置在

装箱上，水箱和电源箱分别通过滑块设置在滑槽

上，且水箱和电源箱位于安装箱内，安装箱上方

设置有转盘，转盘和转动机构连接，雾炮机设置

在转盘上，雾炮机通过弹簧管和水箱连通，弹簧

管上设置有水泵，PLC控制器分别和微粒检测仪、

履带行走机构、转动机构、水泵电连接，电源箱为

PLC控制器供电。本实用新型可适应多中工作需

求，提高扬尘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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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工地喷雾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履带行走机构、底板、安装箱、微粒检测

仪、雾炮机、水箱、电源箱、PLC控制器，所述底板上设置有滑槽，所述底板设置在所述履带行

走机构上，所述安装箱设置在所述底板上，所述微粒检测仪和PLC控制器分别设置在所述安

装箱上，所述水箱和电源箱分别通过滑块设置在所述滑槽上，且所述水箱和电源箱位于所

述安装箱内，所述安装箱上方设置有转盘，所述转盘和转动机构连接，所述雾炮机设置在所

述转盘上，所述雾炮机通过弹簧管和所述水箱连通，所述弹簧管上设置有水泵，所述PLC控

制器分别和所述微粒检测仪、履带行走机构、转动机构、水泵电连接，所述电源箱为PLC控制

器供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工地喷雾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履带行走机构包括左

支撑架、右支撑架、驱动电机、传动轴组件、左齿轮组、右齿轮组、左履带、右履带，所述左支

撑架和右支撑架之间连接所述底板，所述驱动电机和所述传动轴组件连接，所述传动轴组

件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左支撑架和右支撑架上，所述左齿轮组和右齿轮组分别固定套装在

所述传动轴组件上，且所述左齿轮组位于所述左支撑架上，所述右齿轮组位于所述右支撑

架上，所述左履带和右履带上均设置有齿牙，所述左履带套装在所述左齿轮组上，所述右履

带套装在所述右齿轮组上，所述驱动电机和所述PLC控制器电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工地喷雾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轴组件包括主动

传动轴和被动传动轴，所述左齿轮组包括左主动齿轮和左被动齿轮，所述右齿轮组包括右

主动齿轮和右被动齿轮，所述主动传动轴两端和被动传动轴两端分别与所述左支撑架和右

支撑架可转动连接，所述左主动齿轮和右主动齿轮分别固定套装在所述主动传动轴上，所

述左被动齿轮和右被动齿轮分别固定套装在所述被动传动轴上，所述左履带套装在所述左

主动齿轮和左被动齿轮上，所述右履带套装在所述右主动齿轮和右被动齿轮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工地喷雾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动机构包括转动电

机、电机齿轮、支撑转轴，所述转动电机设置在所述安装箱内，且所述转动电机的输出轴伸

出所述安装箱外，所述电机齿轮固定套装在所述转动电机的输出轴上，所述转盘边缘设置

有齿纹，所述转盘通过齿纹和所述电机齿轮啮合连接，所述支撑转轴的一端和所述转盘的

底部连接，所述支撑转轴的另一端伸进所述安装箱内并通过轴承与所述底板连接，所述转

动电机和所述PLC控制器电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工地喷雾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雾炮机通过连接杆设

置在所述转盘上，且所述连接杆和所述雾炮机铰接。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一种工地喷雾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转盘上还设

置有液压支撑杆，所述液压支撑杆和所述雾炮机铰接，所述液压支撑杆和所述PLC控制器电

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一种工地喷雾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箱和电源箱上分别

设置有把手。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一种工地喷雾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粒检测仪为PM2.5

检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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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工地喷雾除尘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环保设备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工地喷雾除尘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建设和工业生产中所产生的扬尘污染也是越来越

多，目前在许多露天堆料场、作业现场，作业粉尘和局部扬尘是粉尘治理的难题。国家已经

有扬尘治理新规范，很多企业过去采用水喷淋的方式进行治理，但此种方式覆盖面积小、用

水量大等问题使水喷淋的治理效果极不理想。扬尘不进行治理，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工人

的健康。

[0003] 现有的除尘装置的运动是靠人工推动装置下面的轮子，推到一个地方后还要对轮

子进行固定之类的工作，施工现场也是通过人工肉眼监控和人工控制除尘设备进行作业，

对扬尘监控的精度低，扬尘治理效果较差。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缺点，提供一种可适应多中工作需求，

提高扬尘治理效果的工地喷雾除尘装置。

[0005] 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一种工地喷雾除尘装置，包括履带行

走机构、底板、安装箱、微粒检测仪、雾炮机、水箱、电源箱、PLC控制器，所述底板上设置有滑

槽，所述底板设置在所述履带行走机构上，所述安装箱设置在所述底板上，所述微粒检测仪

和PLC控制器分别设置在所述安装箱上，所述水箱和电源箱分别通过滑块设置在所述滑槽

上，且所述水箱和电源箱位于所述安装箱内，所述安装箱上方设置有转盘，所述转盘和转动

机构连接，所述雾炮机设置在所述转盘上，所述雾炮机通过弹簧管和所述水箱连通，所述弹

簧管上设置有水泵，所述PLC控制器分别和所述微粒检测仪、履带行走机构、转动机构、水泵

电连接，所述电源箱为PLC控制器供电。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履带行走机构包括左支撑架、右支撑架、驱动电机、传动轴组件、左

齿轮组、右齿轮组、左履带、右履带，所述左支撑架和右支撑架之间连接所述底板，所述驱动

电机和所述传动轴组件连接，所述传动轴组件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左支撑架和右支撑架

上，所述左齿轮组和右齿轮组分别固定套装在所述传动轴组件上，且所述左齿轮组位于所

述左支撑架上，所述右齿轮组位于所述右支撑架上，所述左履带和右履带上均设置有齿牙，

所述左履带套装在所述左齿轮组上，所述右履带套装在所述右齿轮组上，所述驱动电机和

所述PLC控制器电连接。

[0007] 进一步地：所述传动轴组件包括主动传动轴和被动传动轴，所述左齿轮组包括左

主动齿轮和左被动齿轮，所述右齿轮组包括右主动齿轮和右被动齿轮，所述主动传动轴两

端和被动传动轴两端分别与所述左支撑架和右支撑架可转动连接，所述左主动齿轮和右主

动齿轮分别固定套装在所述主动传动轴上，所述左被动齿轮和右被动齿轮分别固定套装在

所述被动传动轴上，所述左履带套装在所述左主动齿轮和左被动齿轮上，所述右履带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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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述右主动齿轮和右被动齿轮上。

[0008] 进一步地：所述转动机构包括转动电机、电机齿轮、支撑转轴，所述转动电机设置

在所述安装箱内，且所述转动电机的输出轴伸出所述安装箱外，所述电机齿轮固定套装在

所述转动电机的输出轴上，所述转盘边缘设置有齿纹，所述转盘通过齿纹和所述电机齿轮

啮合连接，所述支撑转轴的一端和所述转盘的底部连接，所述支撑转轴的另一端伸进所述

安装箱内并通过轴承与所述底板连接，所述转动电机和所述PLC控制器电连接。

[0009] 进一步地：所述雾炮机通过连接杆设置在所述转盘上，且所述连接杆和所述雾炮

机铰接。

[0010] 进一步地：所述转盘上还设置有液压支撑杆，所述液压支撑杆和所述雾炮机铰接，

所述液压支撑杆和所述PLC控制器电连接。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水箱和电源箱上分别设置有把手。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微粒检测仪为PM2.5检测仪。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通过微粒检测仪对空气中的微粒浓度进行检测，可提高空气中

粉尘监控的精确度，通过PLC控制器控制水泵将水箱里的水输送至喷雾机喷向空气进行喷

雾降尘治理，喷雾降尘的过程中，PLC控制器控制转动机构驱动转盘上的雾炮机水平转动，

或根据粉尘漂浮的高度对雾炮机进行竖向角度调节，使雾炮机在水平方向和竖向高度均可

进行多角度喷雾降尘，适应多种工作需求，提高扬尘治理效果，且通过PLC控制器控制履带

行走机构驱动本装置移动或固定，无需通过人工推动或固定，使用方便。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7] 附图标记说明：1‑底板，11‑滑槽，2‑安装箱，3‑微粒检测仪，4‑雾炮机，41‑转盘，

42‑连接杆，43‑液压支撑杆，5‑水箱，51‑弹簧管，52‑水泵，6‑电源箱，61‑把手,62‑滑块，7‑

PLC控制器，81‑左支撑架，82‑右支撑架，83‑驱动电机，84‑左履带，85‑右履带，86‑主动传动

轴，87‑被动传动轴，91‑转动电机，92‑输出轴，93‑电机齿轮，94‑支撑转轴，95‑轴承。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图1和图2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工地喷雾除尘装置实施例结构示意图，包括履

带行走机构、底板1、安装箱2、微粒检测仪3、雾炮机4、水箱5、电源箱6、PLC控制器7，底板1上

设置有滑槽11，底板1设置在履带行走机构上，安装箱2设置在底板1上，微粒检测仪3和PLC

控制器7分别设置在安装箱2上，水箱5和电源箱6分别通过滑块62设置在滑槽11上，且水箱5

和电源箱6位于安装箱2内，安装箱2上方设置有转盘41，转盘41和转动机构连接，雾炮机4设

置在转盘41上，雾炮机4通过弹簧管51和水箱5连通，弹簧管51上设置有水泵52，PLC控制器7

分别和微粒检测仪3、履带行走机构、转动机构、水泵52电连接，电源箱6为PLC控制器7供电。

[0019] 履带行走机构包括左支撑架81、右支撑架82、驱动电机83、传动轴组件、左齿轮组、

右齿轮组、左履带84、右履带85，左支撑架81和右支撑架82之间连接底板1，驱动电机83和传

动轴组件连接，传动轴组件可转动地设置在左支撑架81和右支撑架82上，左齿轮组和右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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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组分别固定套装在传动轴组件上，且左齿轮组位于左支撑架81上，右齿轮组位于右支撑

架82上，左履带84和右履带85上均设置有齿牙，左履带84套装在左齿轮组上，右履带85套装

在右齿轮组上，驱动电机83和PLC控制器7电连接。

[0020] 传动轴组件包括主动传动轴86和被动传动轴87，左齿轮组包括左主动齿轮和左被

动齿轮，右齿轮组包括右主动齿轮和右被动齿轮，主动传动轴86两端和被动传动轴87两端

分别与左支撑架81和右支撑架82可转动连接，左主动齿轮和右主动齿轮分别固定套装在主

动传动轴86上，左被动齿轮和右被动齿轮分别固定套装在被动传动轴87上，左履带84套装

在左主动齿轮和左被动齿轮上，右履带85套装在右主动齿轮和右被动齿轮上。

[0021] 转动机构包括转动电机91、电机齿轮93、支撑转轴94，转动电机91设置在安装箱2

内，且转动电机91的输出轴92伸出所述安装箱2外，电机齿轮93固定套装在转动电机91的输

出轴92上，转盘41边缘设置有齿纹，转盘41通过齿纹和电机齿轮93啮合连接，支撑转轴94的

一端和转盘41的底部连接，支撑转轴94的另一端伸进安装箱2内并通过轴承95与底板1连

接，转动电机91和所述PLC控制器7电连接。

[0022] 雾炮机4通过连接杆42设置在转盘41上，且连接杆42和所述雾炮机4铰接。

[0023] 转盘41上还设置有液压支撑杆43，液压支撑杆43和雾炮机4铰接，液压支撑杆43和

所述PLC控制器7电连接。

[0024] 水箱5和电源箱6上分别设置有把手61。

[0025] 微粒检测仪3为PM2.5检测仪。

[0026] 工作时，微粒检测仪3对施工现空气中的微粒浓度进行检测，当检测到微粒浓度超

过预先设定的浓度值时，微粒检测仪3发送信号给PLC控制器7，PLC控制器7接收信号并控制

水泵52启动，在水泵52作用下，水箱5里面的水经弹簧管51输送至雾炮机4，水经雾炮机4里

面的微细雾化喷嘴进行水雾处理后从雾炮机4喷出喷在空气，水雾和空气中的粉尘凝结降

落，达到降尘目的，在进行喷雾降尘的过程中，通过PLC控制器7控制转动电机91旋转，转动

电机91驱动电机83齿轮转动，电机齿轮93与齿纹啮合带动转盘41旋转，雾炮机4随转盘41转

动，使雾炮机4一边转动一边进行喷雾降尘，增大雾炮机4的喷洒面积；通过PLC控制器7控制

液压支撑杆43上升或下降来控制雾炮机4竖向的角度(即雾炮机4竖向的喷洒高度)，使雾炮

机4可根据粉尘漂浮的高度进行喷洒高度调节，适应多种工作需求，提高扬尘治理效果；前

往下一位置进行喷雾降尘时，PLC控制器7控制驱动电机83旋转，驱动电机83带动主动传动

轴86转动，左主动齿轮和右主动齿轮随主动传动轴86旋转，左主动齿轮通过齿牙和左履带

84啮合带动左履带84、左被动齿轮转动，同时右主动齿轮通过齿牙和右履带85啮合带动右

履带85、右被动齿轮转动，左被动齿轮和右被动齿轮带动被动传动轴87转动，从而驱动本装

置移动至下一位置，移动至下一位置后，通过PLC控制器7控制驱动电机83关闭即可使本装

置停止，无需通过人工推动或固定；当水箱5需要加水或电源箱6需要充电时，抓紧把手61将

水箱5或电源箱6沿着滑槽11用力向外拉出安装箱2外，便于对水箱5进行加水或对电源箱6

进行充电。

[0027] 综上所述，通过微粒检测仪3对空气中的微粒浓度进行检测，可提高空气中粉尘监

控的精确度，通过PLC控制器7控制水泵52将水箱5里的水输送至喷雾机喷向空气进行喷雾

降尘治理，喷雾降尘的过程中，PLC控制器7控制转动机构驱动转盘41上的雾炮机4水平转

动，或根据粉尘漂浮的高度对雾炮机4进行竖向角度调节，使雾炮机4在水平方向和竖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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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均可进行多角度喷雾降尘，增大喷雾降尘的面积，适应多种工作需求，提高扬尘治理效

果，且通过PLC控制器7控制履带行走机构驱动本装置移动或固定，无需通过人工推动或固

定，使用方便。

[0028] 上列详细说明是针对本实用新型可行实施例的具体说明，该实施例并非用以限制

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未脱离本实用新型所为的等效实施或变更，均应包含于本案的

专利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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