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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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1591170.3

(22)申请日 2021.07.14

(73)专利权人 施卫普（山东）环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地址 272000 山东省济宁市经济开发区节

能环保产业园11号厂房

(72)发明人 焦兴健　宋媛媛　

(51)Int.Cl.

E01H 1/08(2006.01)

B01D 47/06(2006.01)

B07B 1/34(2006.01)

B07B 1/4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施工粉料收集车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粉尘收集技术领域，且公开

了一种施工粉料收集车，包括车体，车体的内部

设置有收集箱，收集箱的顶部设置有收集装置，

所述收集装置的侧面设置有清洗装置，所述收集

装置的内部设置有筛选装置。该施工粉料收集

车，通过设置有电机、凸轮、配合滑道和滑轮，在

使用时，启动电机，电机的输出轴转动带动凸轮

进行转动，凸轮与筛选板贴合连接，当凸轮的长

边转动至与筛选板接触时，当凸轮的短边转动至

与筛选板接触时，滑轮在滑道内箱下移动，使得

筛选板向下移动，在凸轮不断转动的过程中，使

得筛选板能够进行上下的往复运动，对筛选板进

行晃动，能够将堵塞的小石粒抖出筛选板的网

眼，避免堵塞，同时能够晃动筛选板，能够加快筛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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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施工粉料收集车，包括车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车体(1)的内部设置有集尘箱(2)，

所述集尘箱(2)的顶部设置有收集装置(3)，所述收集装置(3)的侧面设置有清洗装置(5)，

所述收集装置(3)的内部设置有筛选装置(4)；

所述筛选装置(4)包括筛选板(401)、凸轮(402)、电机(403)、放置架(404)、连接杆

(405)、转轴(406)、连接座(407)、滑道(408)、滑轮(409)，所述凸轮(402)固定连接于电机

(403)的输出轴，所述凸轮(402)贴合连接于筛选板(401)的底部，所述转轴(406)固定连接

于收集箱(301)的内壁，所述筛选板(401)设置于转轴(406)的侧面，所述连接杆(405)固定

连接于筛选板(401)的右侧，所述滑轮(409)固定连接于连接杆(405)的右侧，所述滑轮

(409)设置于滑道(408)的表面，所述滑道(408)设置于连接座(407)的侧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粉料收集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装置(5)包括水箱

(501)、水泵(502)、出水管(503)、雾化喷头(504)，所述水箱(501)固定连接于车体(1)的内

壁顶部，所述水泵(502)固定连接于水箱(501)的正面，所述出水管(503)固定连接于水泵

(502)的底部，所述雾化喷头(504)固定连接于出水管(503)的底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粉料收集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装置(3)包括收集箱

(301)、集尘管(302)、集尘风机(303)和集尘器(304)，所述收集箱(301)固定连接于车体(1)

的内壁顶部左侧，所述集尘管(302)设置于收集箱(301)的左侧，所述集尘器(304)固定连接

于集尘管(302)的底部，所述集尘风机(303)固定连接于收集箱(301)的内壁底部，所述收集

箱(301)的内壁顶部固定连接有收料箱(6)。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施工粉料收集车，其特征在于：所述集尘管(302)的右侧贯穿

收集箱(301)的左侧并延伸至收集箱(301)的内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粉料收集车，其特征在于：所述转轴(406)固定连接于收

集箱(301)的内壁左侧中部，所述筛选板(401)的左侧固定连接于转轴(406)的侧面，所述连

接座(407)固定连接于收集箱(301)的内壁。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粉料收集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置架(404)固定连接于

收集箱(301)的内壁右侧下端，所述电机(403)固定连接于放置架(404)的顶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粉料收集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滑轮(409)滑动连接于滑

道(408)的表面，所述连接座(407)固定连接于收集箱(301)的内壁右侧中部，所述滑道

(408)开设于连接座(407)的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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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粉料收集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粉尘收集技术领域，具体为施工粉料收集车。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施工是指工程建设实施阶段的生产活动，是各类建筑物的建造过程，也可以

说是把设计图纸上的各种线条，在指定的地点，变成实物的过程。它包括基础工程施工、主

体结构施工、屋面工程施工、装饰工程施工等。施工作业的场所称为建筑施工现场，建筑施

工现场在施工时会有大量粉尘产生，粉尘会模糊工人的视线并且对工人的身体健康不利，

所以需要对施工场地的粉尘进行收集处理，在建筑施工场地内的粉尘收集一般通过粉尘收

集车进行收集。

[0003] 但是现有的粉尘收集车在吸附灰尘的过程中，会产生较大的震动，虽然能够将一

部分灰尘吸附到收集箱内，但是也会使一部分粉尘飘散到空气中，会对工人造成影响，在收

集粉尘时的效果不好。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施工粉料收集车，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

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施工粉料收集车，包括车体，所

述车体的内部设置有集尘箱，所述收集箱的顶部设置有收集装置，所述收集装置的侧面设

置有清洗装置，所述收集装置的内部设置有筛选装置。

[0006] 所述筛选装置包括筛选板、凸轮、电机、放置架、连接杆、转轴、连接座、滑道、滑轮，

所述凸轮固定连接于电机的输出轴，所述凸轮贴合连接于筛选板的底部所述筛选板设置于

转轴的侧面，所述连接杆固定连接于筛选板的右侧，所述滑轮固定连接于连接杆的右侧，所

述滑轮设置于滑道的表面，所述连接座固定连接于收集箱的内壁，所述滑道设置于连接座

的侧面。

[0007] 优选的，所述清洗装置包括水箱、水泵、出水管、雾化喷头，所述水箱固定连接于车

体的内壁顶部，所述水泵固定连接于水箱的正面，所述出水管固定连接于水泵的底部，所述

雾化喷头固定连接于出水管的底部，通过设置有雾化喷头和出水管，雾化喷头能够喷出水

汽，能够防止粉尘在空气中扩散，在粉尘收集车工作时能够保持洁净。

[0008] 优选的，所述收集装置包括收集箱、集尘管、集尘风机和集尘器，所述收集箱固定

连接于车体的内壁顶部左侧，所述集尘管设置于收集箱的左侧，所述集尘器固定连接于集

尘管的底部，所述集尘风机固定连接于收集箱的内壁底部，所述收集箱的内壁顶部固定连

接有收料箱。

[0009] 优选的，所述集尘管的右侧贯穿收集箱的左侧并延伸至收集箱的内部，通过设置

有集尘管，集尘风机转动产生的风力通过集尘管传递到集尘器中，然后集尘器工作，将粉尘

进行吸附，并且通过集尘管送至收集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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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优选的，所述转轴固定连接于收集箱的内壁左侧中部，所述筛选板的左侧固定连

接于转轴的侧面，所述转轴固定连接于收集箱的内壁。

[0011] 优选的，所述放置架固定连接于收集箱的内壁右侧下端，所述电机固定连接于放

置架的顶部，通过设置有放置架，放置架能够支撑电机，起到支撑和放置的作用。

[0012] 优选的，所述滑轮滑动连接于滑道的表面，所述连接座固定连接于收集箱的内壁

右侧中部，所述滑道开设于连接座的左侧，通过设置有滑轮和滑道，滑轮能够在滑道内移

动，使得筛选板在移动时能够更为顺滑，同时滑轮在滑道内滑动，滑轮不会从滑道中脱落，

筛选板在上下移动时能够保持稳定，同时能使筛选板上下移动时滑动的间距相同。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4] 1、该施工粉料收集车，通过设置有电机、凸轮、配合滑道和滑轮，在使用时，启动电

机，电机的输出轴转动带动凸轮进行转动，凸轮与筛选板贴合连接，当凸轮的长边转动至与

筛选板接触时，会向上推动筛选板，使得筛选板向上移动，筛选板向上移动时，带动侧面的

滑轮在滑道内向上移动，当凸轮的短边转动至与筛选板接触时，滑轮在滑道内箱下移动，使

得筛选板向下移动，在凸轮不断转动的过程中，使得筛选板能够进行上下的往复运动，对筛

选板进行晃动，能够将堵塞的小石粒抖出筛选板的网眼，避免堵塞，同时能够晃动筛选板，

能够加快筛选。

[0015] 2、该施工粉料收集车，通过设置有水泵和出水管，配合雾化喷头，在使用时，打开

水泵的开关，水泵将水箱中的水抽至出水管中，然后通过雾化喷头将水喷出，雾化喷头喷出

的水汽能够与空气中扩散的粉尘颗粒结合，使得粉尘颗粒下落，能够防止粉尘在空气中飘

散。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正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正视图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图2中A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实用新型图2中B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1、车体；2、收集箱；3、收集装置；301、收集箱；302、集尘管；303、集尘风机；

304、集尘器；4、筛选装置；401、筛选板；402、凸轮；403、电机；404、放置架；405、连接杆；406、

转轴；407、连接座；408、滑道；409、滑轮；5、清洗装置；501、水箱；502、水泵；503、出水管；

504、雾化喷头；6、收料箱。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2] 在本实用新型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相连”、“连接”、“固

定”等术语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成一体；可以是

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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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内部的连通或两个元件的相互作用关系。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

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实用新型中的具体含义。

[0023] 请参阅图1‑4，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施工粉料收集车，包括车体1，所述

车体1的内部设置有集尘箱2，所述集尘箱2的顶部设置有收集装置3，所述收集装置3的侧面

设置有清洗装置5，所述收集装置3的内部设置有筛选装置4。

[0024] 筛选装置4包括筛选板401、凸轮402、电机403、放置架404、连接杆405、转轴406、连

接座407、滑道408、滑轮409，凸轮402固定连接于电机403的输出轴，凸轮402贴合连接于筛

选板401的底部，转轴406固定连接于收集箱301的内壁，筛选板401设置于转轴406的侧面，

连接杆405固定连接于筛选板401的右侧，滑轮409固定连接于连接杆405的右侧，滑轮409设

置于滑道408的表面，连接座407固定连接于收集箱301的内壁，滑道408设置于连接座407的

侧面，滑轮409滑动连接于滑道408的表面，连接座407固定连接于收集箱301的内壁右侧中

部，滑道408开设于连接座407的左侧，通过设置有滑轮409和滑道408，滑轮409能够在滑道

408内移动，使得筛选板401在移动时能够更为顺滑，同时滑轮409在滑道408内滑动，滑轮

408不会从滑道409中脱落，筛选板401在上下移动时能够保持稳定，同时能使筛选板401上

下移动时滑动的间距相同，转轴406固定连接于收集箱301的内壁左侧中部，筛选板401的左

侧固定连接于转轴406的侧面，放置架404固定连接于收集箱301的内壁右侧下端，电机403

固定连接于放置架404的顶部，通过设置有放置架404，放置架404能够支撑电机403，起到支

撑和放置的作用。

[0025] 清洗装置5包括水箱501、水泵502、出水管503、雾化喷头504，水箱501固定连接于

车体1的内壁顶部，水泵502固定连接于水箱501的正面，出水管503固定连接于水泵502的底

部，雾化喷头504固定连接于出水管503的底部，通过设置有雾化喷头504和出水管503，雾化

喷头504能够喷出水汽，能够防止粉尘在空气中扩散，在粉尘收集车工作时能够保持洁净。

[0026] 收集装置3包括收集箱301、集尘管302、集尘风机303和集尘器304，收集箱301固定

连接于车体1的内壁顶部左侧，集尘管302设置于收集箱301的左侧，集尘器304固定连接于

集尘管302的底部，集尘风机303固定连接于收集箱301的内壁底部，集尘管302的右侧贯穿

收集箱301的左侧并延伸至收集箱301的内部，通过设置有集尘管302，集尘风机303转动产

生的风力通过集尘管302传递到集尘器304中，然后集尘器304工作，将粉尘进行吸附，并且

通过集尘管302送至收集箱301中。

[0027]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在车体1移动的过程中，启动风机的开关，风机转动产生

风力通过集尘管302传递到集尘器304中，集尘器304能够将粉尘吸附到收集箱301中，然后

到筛选板401的顶部，经过筛选后将小颗粒的粉尘送到下方的收料箱6中，在筛选时由于工

地上会有一些小石粒，这些小石粒可能会将筛选板401的网眼给堵住，影响粉尘颗粒的筛

选，启动电机403，电机403的输出轴转动带动凸轮进行转动，凸轮与筛选板401贴合连接，当

凸轮的长边转动至与筛选板401接触时，会向上推动筛选板401，使得筛选板401向上移动，

筛选板401向上移动时，带动侧面的滑轮409在滑道408内向上移动，当凸轮402的短边转动

至与筛选板401接触时，滑轮409在滑道408内箱下移动，使得筛选板401向下移动，在凸轮

402不断转动的过程中，使得筛选板401能够进行上下的往复运动，对筛选板401进行晃动，

在集尘器304收集的过程中，会使粉尘扩散，打开水泵502的开关，水泵502将水箱501中的水

抽至出水管503中，然后通过雾化喷头504将水喷出，雾化喷头504喷出的水汽能够与空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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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的粉尘颗粒结合。

[0028]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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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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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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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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