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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沉降吸附式房屋建筑施工

除尘装置，属于建筑工程设备技术领域，包括底

座，底座上设置有储水箱，底座上位于储水箱的

四周均设置有管体，管体与储水箱相连通，管体

可伸缩且水平延伸设置，管体上设置有雾化喷

头，雾化喷头沿着管体的长度方向设有多个，管

体与储水箱之间设置有抽水组件，抽水组件用于

将储水箱内的水抽至管体内；储水箱的顶部设置

有沉降箱，沉降箱的四周侧壁上均设置有吸尘

管，吸尘管倾斜向上延伸，吸尘管上开设有多个

吸尘口，吸尘管与沉降箱之间设置有吸风组件，

吸风组件用于将吸尘管内的尘土吸入到沉降箱

内，本发明具有便于扩大除尘范围且提高除尘效

果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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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沉降吸附式房屋建筑施工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1)，所述底座(1)上

设置有储水箱(2)，所述底座(1)上位于储水箱(2)的四周均设置有管体(3)，所述管体(3)与

储水箱(2)相连通，所述管体(3)可伸缩且水平延伸设置，所述管体(3)上设置有雾化喷头

(31)，所述雾化喷头(31)沿着管体(3)的长度方向设有多个，所述管体(3)与储水箱(2)之间

设置有抽水组件(4)，所述抽水组件(4)用于将储水箱(2)内的水抽至管体(3)内；所述储水

箱(2)的顶部设置有沉降箱(5)，所述沉降箱(5)的四周侧壁上均设置有吸尘管(6)，所述吸

尘管(6)倾斜向上延伸，所述吸尘管(6)上开设有多个吸尘口，所述吸尘管(6)与沉降箱(5)

之间设置有吸风组件(7)，所述吸风组件(7)用于将吸尘管(6)内的尘土吸入到沉降箱(5)

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沉降吸附式房屋建筑施工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管

体(3)包括支管(32)以及连接管(33)，所述支管(32)设置有多个，所述连接管(33)转动设置

在两个相邻支管(32)之间，所述连接管(33)的一端与相邻支管(32)靠近端部的管壁转动连

接，连接管(33)与连接管(33)两端的两个支管(32)组成的形状呈“Z”型。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沉降吸附式房屋建筑施工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

管(32)靠近支管(32)端部的管壁上开设有圆孔(321)，所述圆孔(321)内嵌设有滚动轴承

(3211)，所述滚动轴承(3211)与圆孔(321)之间过盈配合，所述连接管(33)的一端穿过滚动

轴承(3211)的内圈，且连接管(33)也与滚动轴承(3211)的内圈过盈配合。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沉降吸附式房屋建筑施工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圆

孔(321)内设置有密封圈(3212)，所述密封圈(3212)与滚动轴承(3211)同轴设置，所述密封

圈(3212)位于圆孔(321)内靠近外界的一侧，所述滚动轴承(3211)位于圆孔(321)内靠近支

管(32)内部的一侧。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沉降吸附式房屋建筑施工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抽

水组件(4)包括第一抽水泵(41)以及连通管(42)，所述第一抽水泵(41)设置在底座(1)上，

所述连接管(33)的一端与第一抽水泵(41)的抽水口端连通、另一端与储水箱(2)相连通，所

述管体(3)端部的支管(32)与第一抽水泵(41)的出水口相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沉降吸附式房屋建筑施工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底

座(1)上设置有支架(8)，所述支架(8)上设置有与支管(32)相垂直的放置板(81)，所述放置

板(81)上开设有弧形容纳槽(811)，所述弧形容纳槽(811)供支管(32)放入，所述弧形容纳

槽(811)沿着放置板(81)的长度方向设置有多个，所述弧形容纳槽(811)的数量与管体(3)

上支管(32)的数量相同。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沉降吸附式房屋建筑施工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

接管(33)上转动设置有支撑架(331)，所述支撑架(331)上设置有套环(332)，所述套环

(332)套设在连接管(33)上。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沉降吸附式房屋建筑施工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

风组件(7)包括吸风机(71)以及风琴管(72)，所述沉降箱(5)的侧壁上设置有支撑板(51)，

所述吸风机(71)固定设置在所述支撑板(51)上，所述风琴管(72)的一端与吸风机(71)的出

风口端相连通、另一端与沉降箱(5)的侧壁相连通，所述吸尘管(6)的倾斜最低端与所述吸

风机(71)的吸风口相连通。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沉降吸附式房屋建筑施工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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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管(6)上设置有吸尘罩(61)，所述吸尘罩(61)的形状的圆台形，所述吸尘罩(61)上端面面

积较小的一侧上设置有插管(611)，所述插管(611)与吸尘口连通设置，所述吸尘罩(61)上

端面面积较大的一侧开口设置且朝向背离吸尘管(6)侧。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沉降吸附式房屋建筑施工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沉降箱(5)的顶壁上设置有第二抽水泵(9)，所述第二抽水泵(9)的吸水口端连通设置有吸

水管(91)，所述吸水管(91)的另一端与储水箱(2)的侧壁相连通，所述第二抽水泵(9)的出

水口端连通设置有喷淋管(92)，所述沉降箱(5)的顶壁上开设有供喷淋管(92)插入的穿孔，

所述喷淋管(92)位于沉降箱(5)内的一端设置有喷嘴(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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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沉降吸附式房屋建筑施工除尘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工程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沉降吸附式房屋建筑施工除尘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房屋建筑施工除尘装置俗称房屋建筑施工除尘器，是除去或降低烟气中飞灰含量

的装置，除尘装置的种类可以分为生物纳膜抑尘装置、云雾抑尘装置、布袋除尘装置、旋风

除尘装置、湿式除尘装置、静电除尘装置、脱硫除尘装置，应用于化工、石油、冶金、建筑、矿

山、机械、轻纺等工业，云雾抑尘技术、喷雾除尘是最有效的除尘方式之一，喷雾除尘装置会

产生水雾，水雾与空气中的粉尘颗粒结合，形成粉尘和水雾的团聚物，受重力作用而沉降下

来，体积太大的水雾颗粒排挤了含尘的空气，受扰流影响，不易与粉尘颗粒产生碰撞，和粉

尘微细颗粒凝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太小的水雾颗粒容易蒸发，也无法捕捉粉尘。体积相

同或相近的水雾颗粒和粉尘颗粒碰撞的概率高，水雾颗粒与粉尘颗粒碰撞并凝聚，形成团

聚物，团聚物不断变大变重，直至最后自然沉降，达到消除粉尘的目的。

[0003] 如申请公布号CN109966825A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房屋建筑施工除尘装置，包括

储水槽和机箱，所述储水槽安装在机箱的前端外壁上，风机箱的前端外壁上设置有风道，所

述风道的前端设置有喷雾盘，所述喷雾盘的圆周内部设置有喷雾管，所述喷雾管的前端圆

周外壁上设置有喷雾口。

[0004] 但上述房屋建筑施工除尘装置有一点不足之处在于，由于喷雾口喷出的水雾覆盖

区域较小，很多建筑现场其它地方的尘土并不能沉降，导致在建筑现场除尘的效果并不好。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沉降吸附式房屋建筑施工除尘装置，具有便于扩大除

尘范围且提高除尘效果的优点。

[0006] 本发明的上述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沉降吸附式房屋建筑施工除尘装置，包括底座，所述底座上设置有储水箱，所述底

座上位于储水箱的四周均设置有管体，所述管体与储水箱相连通，所述管体可伸缩且水平

延伸设置，所述管体上设置有雾化喷头，所述雾化喷头沿着管体的长度方向设有多个，所述

管体与储水箱之间设置有抽水组件，所述抽水组件用于将储水箱内的水抽至管体内；所述

储水箱的顶部设置有沉降箱，所述沉降箱的四周侧壁上均设置有吸尘管，所述吸尘管倾斜

向上延伸，所述吸尘管上开设有多个吸尘口，所述吸尘管与沉降箱之间设置有吸风组件，所

述吸风组件用于将吸尘管内的尘土吸入到沉降箱内。

[0007]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将底座推动到扬尘较多的建筑施工现场，然后将储水箱四周

的管体均拉伸到最长状态，接着启动抽水组件，让储水箱内的水进入到管体内，然后从管体

上的多个雾化喷头喷出；随即启动吸风组件，让吸风组件产生吸力，把建筑施工现场上方的

灰尘吸入到吸尘管内，再从吸尘管内进入到沉降箱内。这样设置后，多根管体在水平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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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让管体上的多个雾化喷头均喷出水雾，使得喷出的水雾覆盖面积更为广大，并且吸尘

管倾斜向上延伸，把水雾接触不到的上方区域的灰尘部分吸收掉，进而使得除尘面积更广，

既提高了除尘的效果，也达到便于扩大除尘范围的效果。

[0008] 进一步，所述管体包括支管以及连接管，所述支管设置有多个，所述连接管转动设

置在两个相邻支管之间，所述连接管的一端与相邻支管靠近端部的管壁转动连接，连接管

与连接管两端的两个支管组成的形状呈“Z”型。

[0009]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需要伸长管体时，转动管体上的一根支管，使得支管绕着连接

管转动，直到这根支管转动180°后停止转动，此时这根支管与相邻的支管处于平行状态却

又首尾连接，重复上述步骤，将后续地每一根支管都转动180°，相继摆开，使得管体最终变

成一个阶梯状的、却又向前延伸的状态，即达到伸长的状态；而需要缩短管体时，180°转动

管体上的支管，使得支管与相邻支管处于平行且重叠的状态，陆续地把所有支管都转动，让

管体上每一根支管最后都相互平行，并且多根支管最后组成一个矩形，这个矩形的一边长

度等于支管的长度，从而实现管体的缩短，达到伸长和缩短管体较为直观且方便的效果。

[0010] 进一步，所述支管靠近支管端部的管壁上开设有圆孔，所述圆孔内嵌设有滚动轴

承，所述滚动轴承与圆孔之间过盈配合，所述连接管的一端穿过滚动轴承的内圈，且连接管

也与滚动轴承的内圈过盈配合。

[0011]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当连接管插入滚动轴承的内圈后，并且连接管与滚动轴承的

内圈过盈配合，此时连接管便能够在与支管稳定连接的情况下实现自转，从而让相邻两个

支管之间能够实现相互转动。

[0012] 进一步，所述圆孔内设置有密封圈，所述密封圈与滚动轴承同轴设置，所述密封圈

位于圆孔内靠近外界的一侧，所述滚动轴承位于圆孔内靠近支管内部的一侧。

[0013]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密封圈的设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防漏水的效果，即密封

圈把滚动轴承遮挡后，当支管内的水通过连接管进入到另外一根支管内的过程中，水不易

从连接管与圆孔之间的缝隙漏出。

[0014] 进一步，所述抽水组件包括第一抽水泵以及连通管，所述第一抽水泵设置在底座

上，所述连接管的一端与第一抽水泵的抽水口端连通、另一端与储水箱相连通，所述管体端

部的支管与第一抽水泵的出水口相连通。

[0015]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启动第一抽水泵，水便会从储水箱内被抽出，进而通过连通管

进入到支管内，最终从雾化喷头出喷出，从而达到抽出储水箱内的水较为方便的效果。

[0016] 进一步，所述底座上设置有支架，所述支架上设置有与支管相垂直的放置板，所述

放置板上开设有弧形容纳槽，所述弧形容纳槽供支管放入，所述弧形容纳槽沿着放置板的

长度方向设置有多个，所述弧形容纳槽的数量与管体上支管的数量相同。

[0017]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将管体收缩后，多个弧形容纳槽能够依次容纳多个支管，使得

一根管体上的多个支管能够统一收纳在放置板的弧形容纳槽内，从而达到便于收纳管体的

效果。

[0018] 进一步，所述连接管上转动设置有支撑架，所述支撑架上设置有套环，所述套环套

设在连接管上。

[0019]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当管体处于伸长状态时，转动连接管上的支撑架，使得支撑架

的一端抵在地面，从而达到让处于伸长状态的管体能够被稳定支撑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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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进一步，所述吸风组件包括吸风机以及风琴管，所述沉降箱的侧壁上设置有支撑

板，所述吸风机固定设置在所述支撑板上，所述风琴管的一端与吸风机的出风口端相连通、

另一端与沉降箱的侧壁相连通，所述吸尘管的倾斜最低端与所述吸风机的吸风口相连通。

[0021]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启动吸风机，从而让吸尘管上的吸风口产生吸力，外界的灰尘

受到吸风口处的吸力后便会被吸入到吸尘管内，最终吸尘管内的灰尘会被吸入到沉降箱

内，从而达到便于吸附外界灰尘的效果。

[0022] 进一步，所述吸尘管上设置有吸尘罩，所述吸尘罩的形状的圆台形，所述吸尘罩上

端面面积较小的一侧上设置有插管，所述插管与吸尘口连通设置，所述吸尘罩上端面面积

较大的一侧开口设置且朝向背离吸尘管侧。

[0023]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设置吸尘罩后，能够让吸尘管上的吸力端的面积更大，进而能

够实现一次性吸入更多的灰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吸附灰尘的效率。

[0024] 进一步，所述沉降箱的顶壁上设置有第二抽水泵，所述第二抽水泵的吸水口端连

通设置有吸水管，所述吸水管的另一端与储水箱的侧壁相连通，所述第二抽水泵的出水口

端连通设置有喷淋管，所述沉降箱的顶壁上开设有供喷淋管插入的穿孔，所述喷淋管位于

沉降箱内的一端设置有喷嘴。

[0025]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启动第二抽水泵，吸水管便会把储水箱内的水抽入，通入到喷

淋管内，最后从喷淋管处喷出；进入到沉降箱内的灰尘遇到喷淋管处喷出的水后会形成粉

尘和水雾的团聚物，受重力作用而沉降下来，从而达到便于将处于沉降箱内的灰尘进行沉

降的效果。

[0026]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一、将底座推动到扬尘较多的建筑施工现场，然后将储水箱四周的管体均拉伸到最长

状态，接着启动第一抽水泵，让储水箱内的水进入到管体内，然后从管体上的多个雾化喷头

喷出；随即启动吸风机，让吸风机产生吸力，把建筑施工现场上方的灰尘吸入到吸尘管内，

再从吸尘管内进入到沉降箱内。这样设置后，多根管体在水平方向上延伸，让管体上的多个

雾化喷头均喷出水雾，使得喷出的水雾覆盖面积更为广大，并且吸尘管倾斜向上延伸，把水

雾接触不到的上方区域的灰尘部分吸收掉，进而使得除尘面积更广，既提高了除尘的效果，

也达到便于扩大除尘范围的效果；

二、启动第二抽水泵，吸水管便会把储水箱内的水抽入，通入到喷淋管内，最后从喷淋

管处喷出；进入到沉降箱内的灰尘遇到喷淋管处喷出的水后会形成粉尘和水雾的团聚物，

受重力作用而沉降下来，从而达到便于将处于沉降箱内的灰尘进行沉降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的隐藏部分支架和放置板后把管体展开的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用于展示管体的部分剖视图；

图4是图3中的A部放大图；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用于展示沉降箱内部的部分剖视图。

[0028] 附图标记：1、底座；11、万向轮；2、储水箱；3、管体；31、雾化喷头；32、支管；321、圆

孔；3211、滚动轴承；3212、密封圈；33、连接管；331、支撑架；332、套环；4、抽水组件；41、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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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水泵；42、连通管；5、沉降箱；51、支撑板；6、吸尘管；61、吸尘罩；611、插管；7、吸风组件；

71、吸风机；72、风琴管；8、支架；81、放置板；811、弧形容纳槽；9、第二抽水泵；91、吸水管；

92、喷淋管；93、喷嘴。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进行描述。

[0030] 如图1、2所示，一种沉降吸附式房屋建筑施工除尘装置，包括底座1，底座1上设置

有储水箱2，底座1上位于储水箱2的四周均设置有管体3，管体3与储水箱2相连通，管体3可

伸缩且水平延伸设置，管体3上设置有雾化喷头31，雾化喷头31沿着管体3的长度方向设有

多个；管体3与储水箱2之间设置有抽水组件4，抽水组件4用于将储水箱2内的水抽至管体3

内；具体地，抽水组件4包括第一抽水泵41以及连通管42，第一抽水泵41设置在底座1上，连

接管33的一端与第一抽水泵41的抽水口端连通、另一端与储水箱2相连通，管体3端部的支

管32与第一抽水泵41的出水口相连通。

[0031] 启动第一抽水泵41，水便会从储水箱2内被抽出，进而通过连通管42进入到支管32

内，最终从雾化喷头31出喷出，从而达到抽出储水箱2内的水较为方便的效果。

[0032] 如图2、3所示，管体3包括支管32以及连接管33，支管32设置有多个，连接管33转动

设置在两个相邻支管32之间，连接管33的一端与相邻支管32靠近端部的管壁转动连接，连

接管33与连接管33两端的两个支管32组成的形状呈“Z”型；结合图4，即支管32靠近支管32

端部的管壁上开设有圆孔321，圆孔321内嵌设有滚动轴承3211，滚动轴承3211与圆孔321之

间过盈配合，连接管33的一端穿过滚动轴承3211的内圈，且连接管33也与滚动轴承3211的

内圈过盈配合；为了保证连接管33与圆孔321之间的密封性，在圆孔321内设置有密封圈

3212，密封圈3212与滚动轴承3211同轴设置，密封圈3212位于圆孔321内靠近外界的一侧，

滚动轴承3211位于圆孔321内靠近支管32内部的一侧，密封圈3212的设置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达到防漏水的效果，即密封圈3212把滚动轴承3211遮挡后，当支管32内的水通过连接管

33进入到另外一根支管32内的过程中，水不易从连接管33与圆孔321之间的缝隙漏出。

[0033] 需要伸长管体3时，转动管体3上的一根支管32，使得支管32绕着连接管33转动，直

到这根支管32转动180°后停止转动，此时这根支管32与相邻的支管32处于平行状态却又首

尾连接，重复上述步骤，将后续地每一根支管32都转动180°，相继摆开，使得管体3最终变成

一个阶梯状的、却又向前延伸的状态，即达到伸长的状态；而需要缩短管体3时，180°转动管

体3上的支管32，使得支管32与相邻支管32处于平行且重叠的状态，陆续地把所有支管32都

转动，让管体3上每一根支管32最后都相互平行，并且多根支管32最后组成一个矩形，这个

矩形的一边长度等于支管32的长度，从而实现管体3的缩短，达到伸长和缩短管体3较为直

观且方便的效果。

[0034] 如图2、4所示，底座1上设置有支架8，支架8上设置有与支管32相垂直的放置板81，

放置板81上开设有弧形容纳槽811，弧形容纳槽811供支管32放入，弧形容纳槽811沿着放置

板81的长度方向设置有多个，弧形容纳槽811的数量与管体3上支管32的数量相同；且连接

管33上转动设置有支撑架331，支撑架331上设置有套环332，套环332套设在连接管33上，支

撑架331的数量也与连接管33的数量相同。

[0035] 将管体3收缩后，多个弧形容纳槽811能够依次容纳多个支管32，使得一根管体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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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个支管32能够统一收纳在放置板81的弧形容纳槽811内，从而达到便于收纳管体3的效

果；且当管体3处于伸长状态时，转动连接管33上的支撑架331，使得支撑架331的一端抵在

地面，从而达到让处于伸长状态的管体3能够被稳定支撑的效果。

[0036] 如图1、5所示，储水箱2的顶部设置有沉降箱5，沉降箱5的四周侧壁上均设置有吸

尘管6，吸尘管6倾斜向上延伸，吸尘管6上开设有多个吸尘口，吸尘管6与沉降箱5之间设置

有吸风组件7，吸风组件7用于将吸尘管6内的尘土吸入到沉降箱5内；具体地，吸风组件7包

括吸风机71以及风琴管72，沉降箱5的侧壁上设置有支撑板51，吸风机71固定设置在支撑板

51上，风琴管72的一端与吸风机71的出风口端相连通、另一端与沉降箱5的侧壁相连通，吸

尘管6的倾斜最低端与吸风机71的吸风口相连通。

[0037] 启动吸风机71，从而让吸尘管6上的吸风口产生吸力，外界的灰尘受到吸风口处的

吸力后便会被吸入到吸尘管6内，最终吸尘管6内的灰尘会被吸入到沉降箱5内，从而达到便

于吸附外界灰尘的效果。

[0038] 如图1、5所示，吸尘管6上设置有吸尘罩61，吸尘罩61的形状的圆台形，吸尘罩61上

端面面积较小的一侧上设置有插管611，插管611与吸尘口连通设置，吸尘罩61上端面面积

较大的一侧开口设置且朝向背离吸尘管6侧；设置吸尘罩61后，能够让吸尘管6上的吸力端

的面积更大，进而能够实现一次性吸入更多的灰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吸附灰尘的

效率。

[0039] 如图5所示，沉降箱5的顶壁上设置有第二抽水泵9，第二抽水泵9的吸水口端连通

设置有吸水管91，吸水管91的另一端与储水箱2的侧壁相连通，第二抽水泵9的出水口端连

通设置有喷淋管92，沉降箱5的顶壁上开设有供喷淋管92插入的穿孔，喷淋管92位于沉降箱

5内的一端设置有喷嘴93；启动第二抽水泵9，吸水管91便会把储水箱2内的水抽入，通入到

喷淋管92内，最后从喷淋管92处喷出；进入到沉降箱5内的灰尘遇到喷淋管92处喷出的水后

会形成粉尘和水雾的团聚物，受重力作用而沉降下来，从而达到便于将处于沉降箱5内的灰

尘进行沉降的效果。

[0040] 具体工作过程：将底座1推动到扬尘较多的建筑施工现场，然后将储水箱2四周的

管体3均拉伸到最长状态，接着启动第一抽水泵41，让储水箱2内的水进入到管体3内，然后

从管体3上的多个雾化喷头31喷出；随即启动吸风机71，让吸风机71产生吸力，把建筑施工

现场上方的灰尘吸入到吸尘管6内，再从吸尘管6内进入到沉降箱5内。这样设置后，多根管

体3在水平方向上延伸，让管体3上的多个雾化喷头31均喷出水雾，使得喷出的水雾覆盖面

积更为广大，并且吸尘管6倾斜向上延伸，把水雾接触不到的上方区域的灰尘部分吸收掉，

进而使得除尘面积更广，既提高了除尘的效果，也达到便于扩大除尘范围的效果；值得注意

的是，为了方便推动底座1，在底座1的下方设置有自锁万向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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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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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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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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