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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输入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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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粉尘处理主仓、
气体输出通道以及粉尘分离收集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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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主仓中竖直悬挂有若干放电电极金属杆，
所述
粉尘分离收集斗的侧壁上设置有集尘电极贴板，
若干所述放电电极金属杆连接放电电极供电线
路，
所述集尘电极贴板连接集尘电极供电线路；
所述粉尘处理主仓中还设置有绝缘导流隔断板，
所述绝缘导流隔断板的水平两侧固定连接所述
粉尘处理主仓的侧壁，
所述绝缘导流隔断板的顶
部固定连接所述粉尘处理主仓的顶壁，
所述绝缘
导流隔断板的底部位于所述粉尘分离收集斗的
上方。本发明具有精简的结构，
从而降低生产制
造和日常清理维护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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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挂杆式水泥生产原料磨粉电收集器，
其特征在于：
包括粉尘处理主仓(1)、设置
于所述粉尘处理主仓(1)一端的粉尘输入通道(2)、
设置于所述粉尘处理主仓(1)一端的气
体输出通道(3)、
以及设置于所述粉尘处理主仓(1)底部的粉尘分离收集斗(4) ；
所述粉尘处
理主仓(1)中竖直悬挂有若干放电电极金属杆(5) ，
所述粉尘分离收集斗(4)的侧壁上设置
有集尘电极贴板(6)，
若干所述放电电极金属杆(5)连接放电电极供电线路(7) ，
所述集尘电
极贴板(6)连接集尘电极供电线路(8) ；
所述粉尘处理主仓(1)中还设置有绝缘导流隔断板
(9) ，
所述绝缘导流隔断板(9)的水平两侧固定连接所述粉尘处理主仓(1)的侧壁，
所述绝缘
导流隔断板(9)的顶部固定连接所述粉尘处理主仓(1)的顶壁，
所述绝缘导流隔断板(9)的
底部位于所述粉尘分离收集斗(4)的上方；
所述粉尘处理主仓(1)的顶部还设置有金属导体
制成的放电电极安装板(10) ，
所述放电电极安装板(10)连接所述放电电极供电线路(7) ，
所
述放电电极安装板(10)的两端延伸至所述粉尘处理主仓(1)的外部，
且所述放电电极安装
板(10)的两端各设置有一个水平振打气缸(11) ，
若干所述放电电极金属杆(5)的上端均固
定连接所述放电电极安装板(10) ；
所述粉尘输入通道(2)倾斜向上连接所述粉尘处理主仓
(1)的一端；
所述粉尘分离收集斗(4)的侧壁和所述集尘电极贴板(6)均为圆锥形结构，
且所
述绝缘导流隔断板(9)的底部高度低于所述集尘电极贴板(6)的上端高度且高于所述集尘
电极贴板(6)的下端高度；
所述粉尘分离收集斗(4)的侧壁外侧设置有振打旋转凸轮(12) ；
所述粉尘分离收集斗(4)为多个，
且多个所述粉尘分离收集斗(4)自所述粉尘输入通道(2)
向所述气体输出通道(3)依次排列设置，
相邻所述粉尘分离收集斗(4)之间设置有分割导流
绝缘板(13) ，
所述分割导流绝缘板(13)的下端固定连接相邻所述粉尘分离收集斗(4)的上
端连接处，
所述分割导流绝缘板(13)的上端与所述粉尘处理主仓(1)的顶壁之间设置有供
气流通过的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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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挂杆式水泥生产原料磨粉电收集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水泥生产工艺设备技术领域，
特别是一种挂杆式水泥生产原料磨
粉电收集器。
背景技术
[0002] 粉尘电收集器的工作原理是利用高压电场使粉尘发生电离，
气流中的带电荷的粉
尘在电场作用下与气流分离，
利用库仑力将气体中的粉尘分离出来；
粉尘电收集器对各种
粉尘、烟雾以及微小颗粒都具有很高的收集效率，
而且适用于高温、
高压气体；
相对于传统
的袋式粉尘收集装置，
具有较低的设备运行阻力，
因此也具有较低的能耗。现有技术中的粉
尘电收集器通常具有较为复杂的内部结构，
因此生产制造成本较高，
且日常清理、
维护作业
繁琐、
费时费力。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挂杆式水泥生产原料磨粉电收集
器，
具有精简的结构，
从而降低生产制造和日常清理维护的成本。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挂杆式水泥生产原料磨粉电收集器，
包括粉尘处理主仓、设置于所述粉尘处
理主仓一端的粉尘输入通道、
设置于所述粉尘处理主仓一端的气体输出通道、
以及设置于
所述粉尘处理主仓底部的粉尘分离收集斗；
所述粉尘处理主仓中竖直悬挂有若干放电电极
金属杆，
所述粉尘分离收集斗的侧壁上设置有集尘电极贴板，
若干所述放电电极金属杆连
接放电电极供电线路，
所述集尘电极贴板连接集尘电极供电线路；
所述粉尘处理主仓中还
设置有绝缘导流隔断板，
所述绝缘导流隔断板的水平两侧固定连接所述粉尘处理主仓的侧
壁，
所述绝缘导流隔断板的顶部固定连接所述粉尘处理主仓的顶壁，
所述绝缘导流隔断板
的底部位于所述粉尘分离收集斗的上方。
[0006]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所述粉尘处理主仓的顶部还设置有金属导体制
成的放电电极安装板，
所述放电电极安装板连接所述放电电极供电线路，
所述放电电极安
装板的两端延伸至所述粉尘处理主仓的外部，
且所述放电电极安装板的两端各设置有一个
水平振打气缸，
若干所述放电电极金属杆的上端均固定连接所述放电电极安装板。
[0007]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所述粉尘输入通道倾斜向上连接所述粉尘处理
主仓的一端。
[0008]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所述粉尘分离收集斗的侧壁和所述集尘电极贴
板均为圆锥形结构，
且所述绝缘导流隔断板的底部高度低于所述集尘电极贴板的上端高度
且高于所述集尘电极贴板的下端高度。
[0009]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所述粉尘分离收集斗的侧壁外侧设置有振打旋
转凸轮。
[0010]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所述粉尘分离收集斗为多个，
且多个所述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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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收集斗自所述粉尘输入通道向所述气体输出通道依次排列设置，
相邻所述粉尘分离收
集斗之间设置有分割导流绝缘板，
所述分割导流绝缘板的下端固定连接相邻所述粉尘分离
收集斗的上端连接处，
所述分割导流绝缘板的上端与所述粉尘处理主仓的顶壁之间设置有
供气流通过的间隙。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2] 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挂杆式水泥生产原料磨粉电收集器，
具有精简的结构，
从而
降低生产制造的成本和日常清理维护的工作量；
且设置若干放电电极金属杆，
不仅有利于
粉尘与放电电极充分接触，
而且气流的运行阻力进一步降低，
且若干放电电极金属杆受击
打振动效果好，
便于吸附的粉尘脱落；
粉尘输入通道倾斜向上设置有利于粉尘的长时间悬
浮停留，
从而更充分地与放电电极接触。
附图说明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挂杆式水泥生产原料磨粉电收集器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参照图1，
图1是本发明一个具体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如图1所示，
一种挂杆式水泥生产原料磨粉电收集器，
包括粉尘处理主仓1、
设置于
所述粉尘处理主仓1一端的粉尘输入通道2、
设置于所述粉尘处理主仓1一端的气体输出通
道3、
以及设置于所述粉尘处理主仓1底部的粉尘分离收集斗4；
所述粉尘处理主仓1中竖直
悬挂有若干放电电极金属杆5，
所述粉尘分离收集斗4的侧壁上设置有集尘电极贴板6，
若干
所述放电电极金属杆5连接放电电极供电线路7，
所述集尘电极贴板6连接集尘电极供电线
路8；
所述粉尘处理主仓1中还设置有绝缘导流隔断板9，
所述绝缘导流隔断板9的水平两侧
固定连接所述粉尘处理主仓1的侧壁，
所述绝缘导流隔断板9的顶部固定连接所述粉尘处理
主仓1的顶壁，
所述绝缘导流隔断板9的底部位于所述粉尘分离收集斗4的上方。
[0017] 作为优选的，
所述粉尘处理主仓1的顶部还设置有金属导体制成的放电电极安装
板10，
所述放电电极安装板10连接所述放电电极供电线路7，
所述放电电极安装板10的两端
延伸至所述粉尘处理主仓1的外部，
且所述放电电极安装板10的两端各设置有一个水平振
打气缸11，
若干所述放电电极金属杆5的上端均固定连接所述放电电极安装板10。所述粉尘
输入通道2倾斜向上连接所述粉尘处理主仓1的一端。所述粉尘分离收集斗4的侧壁和所述
集尘电极贴板6均为圆锥形结构，
且所述绝缘导流隔断板9的底部高度低于所述集尘电极贴
板6的上端高度且高于所述集尘电极贴板6的下端高度。所述粉尘分离收集斗4的侧壁外侧
设置有振打旋转凸轮12。
[0018] 作为优选的，
所述粉尘分离收集斗4为多个，
且多个所述粉尘分离收集斗4自所述
粉尘输入通道2向所述气体输出通道3依次排列设置，
相邻所述粉尘分离收集斗4之间设置
有分割导流绝缘板13，
所述分割导流绝缘板13的下端固定连接相邻所述粉尘分离收集斗4
的上端连接处，
所述分割导流绝缘板13的上端与所述粉尘处理主仓1的顶壁之间设置有供
气流通过的间隙。
[0019] 工作时，
带有粉尘的气流从所述粉尘输入通道2输送进所述粉尘处理主仓1，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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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述粉尘处理主仓1的上部与若干所述放电电极金属杆5充分接触，
从而携带电荷，
在所
述绝缘导流隔断板9的导流作用下运动轨迹呈U形，
当携带电荷的粉尘运动至所述粉尘处理
主仓1底部，
且运动至所述粉尘分离收集斗4中时，
在所述集尘电极贴板6的吸引作用下吸附
在所述集尘电极贴板6，
并通过所述振打旋转凸轮12的振打作用脱离所述集尘电极贴板6而
自由下落以便于收集粉尘；
所述水平振打气缸11以一定的频率击打所述放电电极安装板
10，
从而带动若干所述放电电极金属杆5振动，
使若干所述放电电极金属杆5表面吸附的粉
尘脱落。
[0020] 以上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进行了具体说明，
当然，
本发明还可以采用与上述实施
方式不同的形式，
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违背本发明精神的前提下所作的等同的变换
或相应的改动，
都应该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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