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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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2352402.1

(22)申请日 2020.10.21

(73)专利权人 昆明红海磷肥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650607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

马家塘

(72)发明人 董建明　张江涛　

(74)专利代理机构 曲靖科岚专利代理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53202

代理人 戎加富

(51)Int.Cl.

B01D 50/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磷矿粉加工系统的高效除尘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磷矿粉加工系统的

高效除尘装置，包括粉尘收集管、静电除尘室、重

力沉降室和布袋除尘室，静电除尘室内的顶部安

装有电场发生器，下部安装有吸尘电极板，静电

除尘室斜坡的较高一端安装有激振器，另一端设

置有第一排灰管；重力沉降室的底部安装有第二

排灰管，重力沉降室内安装有筛网、除尘罩和环

板；布袋除尘室的底部安装有第三排灰管，布袋

除尘室内设置有转盘，转盘上设置有多个除尘滤

袋，布袋除尘室上设置有排气管，除尘滤袋下方

的驱动电机上端安装有驱动转轴，下端安装有输

料轴，输料轴上安装有螺旋输送叶。本装置具有

结构简单、便于维护、使用成本低、使用寿命长、

既能实现集中除尘、又能大幅提高除尘效果的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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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磷矿粉加工系统的高效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粉尘收集管（1）、静电除尘

室（2）、重力沉降室（4）和布袋除尘室（7），

所述静电除尘室（2）内的顶部安装有电场发生器（21），所述静电除尘室（2）内的下部安

装有吸尘电极板（23），所述吸尘电极板（23）设置成多孔网板式的结构，所述静电除尘室（2）

内的底部设置成斜坡结构，在斜坡的较高一端安装有激振器（22），较低的一端设置有第一

排灰管（24），所述粉尘收集管（1）设置在静电除尘室（2）的一端，所述静电除尘室（2）的另一

端设置有第一连通管（3），所述第一连通管（3）的出口端安装在重力沉降室（4）的下部；

在第一连通管（3）出口端下方的重力沉降室（4）底部安装有第二排灰管（47），在第一连

通管（3）出口端上方的重力沉降室（4）内安装有筛网（46），筛网（46）上方的重力沉降室（4）

内安装有呈锥体结构的除尘罩（41），除尘罩（41）上方的重力沉降室（4）内安装有环板（42），

环板（42）上方的重力沉降室（4）上安装有第二连通管（6），所述第二连通管（6）的出口端安

装在布袋除尘室（7）的下部；

在第二连通管（6）出口端下方的布袋除尘室（7）底部安装有第三排灰管（711），在布袋

除尘室（7）内的上部设置有转盘（72），所述转盘（72）的外边缘上环向设置有滑块，所述布袋

除尘室（7）的内壁上固定安装有固定圈，固定圈的内侧上环向加工有滑槽，所述滑块滑动安

装在滑槽内，所述转盘（72）上呈圆周阵列布置有多圈安装孔，每个安装孔内竖直设置有除

尘滤袋（76），除尘滤袋（76）位于第二连通管（6）的出口端上方，所述除尘滤袋（76）内的底部

设置有配重架（715），所述除尘滤袋（76）的上部设置有压环（712），所述压环（712）与配重架

（715）之间安装有弹簧（714），所述压环（712）通过连接螺钉（713）固定在转盘（72）上，所述

转盘（72）上方的布袋除尘室（7）上设置有排气管（75），所述除尘滤袋（76）下方的布袋除尘

室（7）内通过支架安装有机壳，所述机壳内安装有驱动电机（78），所述驱动电机（78）为双轴

电机，所述驱动电机（78）上端的输出轴上安装有驱动转轴（77），所述驱动转轴（77）的上端

安装在转盘（72）的底部，所述驱动电机（78）下端的输出轴上安装有伸入到第三排灰管

（711）内的输料轴（79），在位于第三排灰管（711）内的输料轴（79）上安装有螺旋输送叶

（710），所述驱动转轴（77）和输料轴（79）均安装在布袋除尘室（7）的竖直中心线上；

所述第一排灰管（24）、第二排灰管（47）和第三排灰管（711）的底部均安装有排料输送

机（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磷矿粉加工系统的高效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在电场发

生器（21）与吸尘电极板（23）之间的静电除尘室（2）内安装有多块扰流板（2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磷矿粉加工系统的高效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在重力沉

降室（4）内的第二连通管（6）处安装有锥形结构的挡灰罩（4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磷矿粉加工系统的高效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在重力沉

降室（4）的上方安装有鼓风机（44），所述鼓风机（44）上安装有伸入到重力沉降室（4）内的鼓

风管（4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磷矿粉加工系统的高效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转盘

（72）的上方安装有多圈与除尘滤袋（76）相对应的气体分布管（73），气体分布管（73）的上部

分别安装有与其相互连通的高压进气管（71），所述气体分布管（73）的底部安装有伸入到每

个除尘滤袋（76）内的喷吹管（74），喷吹管（74）的管壁上设置有多个喷吹孔。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磷矿粉加工系统的高效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除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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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41）的大端上安装有一段与大端直径相同的垂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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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磷矿粉加工系统的高效除尘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磷肥生产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磷矿粉加工系统的高效除

尘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磷矿石是生产过磷酸钙和重过磷酸钙的主要原料，在采用硫酸分解磷矿的工艺

中，需要将磷矿石进行破碎、烘干、粉磨后在加酸混合化成后制得。磷矿粉粉磨的细度和均

匀性直接关系到后续重钙和普钙的生产质量。在磷矿石破碎、烘干和粉磨的过程中，会产生

大量的粉尘，如果不能将产生的粉尘进行有效处理，会给现场工作人员的人身健康带来极

大的危害。而且还会造成周围的空气污染。目前，在磷矿粉生产线上，并没有专门使用的除

尘系统，基本都是在破碎机、烘干机和粉磨机上增加现有技术中使用的除尘设备，经过简单

的除尘后，就直接排放，其设备的针对性较差，整体协同性不好，经过除尘后仍然还有大量

的磷矿粉排入到大气中，不仅容易造成磷矿粉的大量浪费，而且除尘的效果也比较差。因

此,研制开一种结构简单、便于维护、使用成本低、使用寿命长、既能实现集中除尘、又能大

幅提高除尘效果的磷矿粉加工系统的高效除尘装置是客观需要的。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结构简单、便于维护、使用成本低、使用寿命长、

既能实现集中除尘、又能大幅提高除尘效果的磷矿粉加工系统的高效除尘装置。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包括粉尘收集管、静电除尘室、重力沉降室和布

袋除尘室，静电除尘室内的顶部安装有电场发生器，静电除尘室内的下部安装有吸尘电极

板，吸尘电极板设置成多孔网板式的结构，静电除尘室内的底部设置成斜坡结构，在斜坡的

较高一端安装有激振器，较低的一端设置有第一排灰管，所述粉尘收集管设置在静电除尘

室的一端，所述静电除尘室的另一端设置有第一连通管，第一连通管的出口端安装在重力

沉降室的下部；

[0005] 在第一连通管出口端下方的重力沉降室底部安装有第二排灰管，在第一连通管出

口端上方的重力沉降室内安装有筛网，筛网上方的重力沉降室内安装有呈锥体结构的除尘

罩，除尘罩上方的重力沉降室内安装有环板，环板上方的重力沉降室上安装有第二连通管，

第二连通管的出口端安装在布袋除尘室的下部；

[0006] 在第二连通管出口端下方的布袋除尘室底部安装有第三排灰管，在布袋除尘室内

的上部设置有转盘，转盘的外边缘上环向设置有滑块，布袋除尘室的内壁上固定安装有固

定圈，固定圈的内侧上环向加工有滑槽，滑块滑动安装在滑槽内，转盘上呈圆周阵列布置有

多圈安装孔，每个安装孔内竖直设置有除尘滤袋，除尘滤袋位于第二连通管的出口端上方，

除尘滤袋内的底部设置有配重架，除尘滤袋的上部设置有压环，压环与配重架之间安装有

弹簧，压环通过连接螺钉固定在转盘上，转盘上方的布袋除尘室上设置有排气管，除尘滤袋

下方的布袋除尘室内通过支架安装有机壳，机壳内安装有驱动电机，驱动电机为双轴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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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电机上端的输出轴上安装有驱动转轴，驱动转轴的上端安装在转盘的底部，驱动电机

下端的输出轴上安装有伸入到第三排灰管内的输料轴，在位于第三排灰管内的输料轴上安

装有螺旋输送叶，驱动转轴和输料轴均安装在布袋除尘室的竖直中心线上；第一排灰管、第

二排灰管和第三排灰管的底部均安装有排料输送机。

[0007] 进一步的，在电场发生器与吸尘电极板之间的静电除尘室内安装有多块扰流板。

[0008] 进一步的，在重力沉降室内的第二连通管处安装有锥形结构的挡灰罩。

[0009] 进一步的，在重力沉降室的上方安装有鼓风机，所述鼓风机上安装有伸入到重力

沉降室内的鼓风管。

[0010] 进一步的，转盘的上方安装有多圈与除尘滤袋相对应的气体分布管，气体分布管

的上部分别安装有与其相互连通的高压进气管，气体分布管的底部安装有伸入到每个除尘

滤袋内的喷吹管，喷吹管的管壁上设置有多个喷吹孔。

[0011] 进一步的，除尘罩的大端上安装有一段与大端直径相同的垂直段。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装置的优点在于：一是本装置将破碎、烘干和粉磨过程中产生

的粉尘经过吸尘罩收集后，统一经过粉尘收集管进入静电除尘室、重力沉降室和布袋除尘

室内进行集中除尘，其针对性较强，各除尘室之间的协同作用强,可达到较好的除尘效果；

二是收集后的粉尘气流先进入到静电除尘室内，在电场发生器的通电的作用下，使进入到

静电除尘室内的粉尘颗粒沉积在吸尘电极板上，并落入到静电除尘室的底部后通过第一排

灰管排出，静电除尘室能够对含尘气体中的粉尘进行大部分的去除；三是经过静电除尘后

的粉尘气流进入到重力沉降室内，其内部设置的筛网、除尘罩和环板可以进一步的阻挡粉

尘使其下降，并减缓气体的流速，让气流中的一部分粉尘可以在较为简单的结构下因重力

落下而被除去，沉淀除尘室内的内件结构简单也便于维护和清理；四是经过重力除尘后的

粉尘气流中仅含有小部分的颗粒较细的粉尘，利用多个除尘滤袋可以将气体中的粉尘彻底

的去除，同时，本装置中使用的除尘滤袋结构新颖，利用压环、弹簧和配重架对除尘滤袋进

行支撑，当气流冲击除尘滤袋的时候，弹簧会产生微颤，将除尘滤袋表面的粉尘颤落，同时，

使用一段时间后，可以开启驱动电机带动转盘转动，进而带动除尘滤袋转动，利用旋转的方

式可以进一步的清除除尘滤袋表面的粉尘，在保证除尘滤袋高效运行的同时，还可以延长

除尘滤袋的使用寿命，还方便粉尘的快速排出。本装置具有结构简单、便于维护、使用成本

低、使用寿命长、既能实现集中除尘、又能大幅提高除尘效果的优点，易于推广使用。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除尘滤袋76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除尘滤袋76和驱动转轴77在转盘71上的布置结构示意图；

[0016] 图中:1‑粉尘收集管,2‑静电除尘室,21‑电场发生器,22‑激振器,23‑吸尘电极板,

24‑第一排灰管,25‑扰流板，3‑第一连通管,4‑重力沉降室,41‑除尘罩,42‑环板,43‑鼓风

管,44‑鼓风机,45‑挡灰罩,46‑筛网,47‑第二排灰管,5‑排料输送机,6‑第二连通管,7‑布袋

除尘室,71‑高压进气管,72‑转盘,73‑气体分布管,74‑喷吹管,75‑排气管,76‑除尘滤袋,

77‑驱动转轴,78‑驱动电机,79‑输料轴,710‑螺旋输送叶,711‑第三排灰管,712‑压环,713‑

连接螺钉，714‑弹簧,715‑配重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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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但不以任何方式对本实用新型加以

限制，基于本实用新型教导所作的任何变更或改进，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0018] 如图1～3所示,本实用新型包括粉尘收集管1、静电除尘室2、重力沉降室4和布袋

除尘室7，将破碎、烘干和粉磨过程中产生的粉尘经过吸尘罩收集后，统一经过粉尘收集管1

进入静电除尘室2、重力沉降室4和布袋除尘室7内进行集中除尘，其针对性较强，各除尘室

之间的协同作用强,可达到较好的除尘效果。

[0019] 所述静电除尘室2内的顶部安装有电场发生器21，静电所述静电除尘室2内的下部

安装有吸尘电极板23，所述吸尘电极板23设置成多孔网板式的结构，电场发生器21和吸尘

电极板23为现有技术的结构，静电除尘的工作原理是利用高压电场使磷矿粉尘发生电离，

气流中的粉尘荷电在电场作用下与气流分离，负极为电场发生器21，也叫放电电极，正极由

为吸尘电极板23，叫集尘电极，利用电场发生器21产生的静电将气体中的磷矿粉尘分离出

来，所述静电除尘室2内的底部设置成斜坡结构，在斜坡的较高一端安装有激振器22，较低

的一端设置有第一排灰管24，在激振器的震动作用下，分离出来的磷矿粉尘能快速的从第

一排灰管24排出，所述粉尘收集管1设置在静电除尘室2的一端，所述静电除尘室2的另一端

设置有第一连通管3，所述第一连通管3的出口端安装在重力沉降室2的下部；

[0020] 在第一连通管3出口端下方的重力沉降室4底部安装有第二排灰管47，在第一连通

管3出口端上方的重力沉降室4内安装有筛网46，筛网46上方的重力沉降室4内安装有呈锥

体结构的除尘罩41，除尘罩41上方的重力沉降室4内安装有环板42，环板42上方的重力沉降

室4上安装有第二连通管6，所述第二连通管6的出口端安装在布袋除尘室7的下部；

[0021] 在第二连通管6出口端下方的布袋除尘室7底部安装有第三排灰管711，在布袋除

尘室7内的上部设置有转盘72，所述转盘72的外边缘上环向设置有滑块，所述布袋除尘室7

的内壁上固定安装有固定圈，固定圈的内侧上环向加工有滑槽，所述滑块滑动安装在滑槽

内，所述转盘72上呈圆周阵列布置有多圈安装孔，每个安装孔内竖直设置有除尘滤袋76，除

尘滤袋76位于第二连通管6的出口端上方，所述除尘滤袋76内的底部设置有配重架715，所

述除尘滤袋76的上部设置有压环712，所述压环712与配重架715之间安装有弹簧714，所述

压环712通过连接螺钉713固定在转盘72上，所述转盘72上方的布袋除尘室7上设置有排气

管75，所述除尘滤袋76下方的布袋除尘室7内通过支架安装有机壳，所述机壳内安装有驱动

电机78，所述驱动电机78为双轴电机，驱动电机78为现有技术，所述驱动电机78上端的输出

轴上安装有驱动转轴77，所述驱动转轴77的上端安装在转盘72的底部，所述驱动电机78下

端的输出轴上安装有伸入到第三排灰管711内的输料轴79，在位于第三排灰管711内的输料

轴79上安装有螺旋输送叶710，所述驱动转轴77和输料轴79均安装在布袋除尘室7的竖直中

心线上；

[0022] 所述第一排灰管24、第二排灰管47和第三排灰管711的底部均安装有排料输送机

5，排料输送机5根据设备的布置情况，可以采用带式输送机或者螺旋输送机。

[0023] 本装置的工作原理是：破碎、烘干和粉磨过程中产生的粉尘气流集中送入到粉尘

收集管1后，再进入到静电除尘室2内，在电场发生器21的通电的作用下，使进入到静电除尘

室2内的粉尘颗粒沉积在吸尘电极板23上，并落入到静电除尘室2的底部后通过第一排灰管

24排出，静电除尘室2能够对含尘气体中的粉尘进行大部分的去除，经过静电除尘后的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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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通过第一连通管3进入到重力沉降室4内下部，粉尘气流在上升的过程中，重力沉降室4

内的内设置的筛网46、除尘罩41和环板42可以进一步的阻挡粉尘下降，并减缓粉尘气流上

升的流速，让气流中的一部分粉尘可以在较为简单的结构下因重力落下而被除去，进而从

第二排灰管47排出，重力沉降室4的内件结构简单也便于维护和清理，经过重力除尘后的气

流粉尘中中仅含有小部分的颗粒较细的粉尘，粉尘气流从布袋除尘室7的下部进入后，利用

多个除尘滤袋76可以将气体中的粉尘彻底的去除，同时，本装置中使用的除尘滤袋76结构

新颖，利用压环712、弹簧714和配重架715对除尘滤袋76进行支撑和固定，不仅便于除尘滤

袋76的安装和更换，而且当粉尘气流冲击除尘滤袋76的时候，弹簧714会产生微颤，将除尘

滤袋76表面的粉尘颤落，同时，在使用的过程中，可以开启驱动电机78，驱动电机78带动转

盘72转动，进而带动除尘滤袋76转动，利用旋转的方式可以进一步的清除除尘滤袋76表面

的粉尘，还可以改变气流粉尘中的流动方向，让粉尘气流中的微小粉尘在除尘滤袋76的旋

转下，快速的过滤沉降，这样的结构方式在保证除尘滤袋76高效运行的同时，还可以延长除

尘滤袋76的使用寿命，另外还能带动螺旋输送叶710旋转，快速的将落入到第三排灰管711

内粉尘排出。

[0024] 进一步的，为了减缓粉尘气流在静电除尘室2内的流动速度，进一步的提高静电除

尘的效率，在电场发生器21与吸尘电极板23之间的静电除尘室2内安装有多块扰流板25。

[0025] 进一步的，在重力沉降室4内的第二连通管6处安装有锥形结构的挡灰罩45，挡灰

罩45可以进一步的阻挡粉尘进入到布袋除尘器7内，使重力除尘室4的除尘效果进一步的提

高。

[0026] 进一步的，在重力沉降室4的上方安装有鼓风机44，所述鼓风机44上安装有伸入到

重力沉降室4内的鼓风管43，鼓风机44与空气储罐连接，开启鼓风机44后，压缩空气在鼓风

机44的作用下，通过鼓风管43向重力除尘室4内吹风，能够将重力除尘室4内部积累的粉尘

吹向第二排灰管47处。

[0027] 为了能够进一步的对吸附在滤袋表面上的粉尘进行清除，所述转盘72的上方安装

有多圈与除尘滤袋76相对应的气体分布管73，气体分布管73的上部分别安装有与其相互连

通的高压进气管71，所述气体分布管73的底部安装有伸入到每个除尘滤袋76内的喷吹管

74，喷吹管74的管壁上设置有多个喷吹孔，高压进气管71与压缩空气储罐，压缩空气储罐内

压缩空气通过高压进气管71进入到气体分布管73，再通过各喷吹管74上的喷吹孔对各个除

尘滤袋76进行清灰效率，以进一步的提高除尘滤袋的运行效率。

[0028] 为了达到较好的重力沉降的效果，所述除尘罩41的大端上安装有一段与大端直径

相同的垂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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