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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混凝土粉碎除尘装置

(57)摘要

一种混凝土粉碎除尘装置，包括除尘箱体，

所述除尘箱体上方连接有进水装置和排气装置，

所述除尘箱体下方连接有过滤装置，所述除尘箱

体通过排尘装置与混凝土粉碎机本体相连，所述

混凝土粉碎机本体和过滤装置均设置在底座上；

所述除尘箱体包括箱体本体和水幕生成板，所述

箱体本体为长方体，所述水幕生成板为长方形，

所述水幕生成板交错焊接在箱体本体的相对的

内壁上；水流从喷头的孔里流下后流到水幕生成

板上，经过稳流板后形成稳定的水幕，水幕又流

到下一块水幕生成板上形成新的水幕，带粉尘的

空气从除尘箱体底部进入后需穿过多重水幕到

达排气管，在穿越水幕的过程中，大部分空气中

的粉尘被水幕带走，避免了带粉尘的空气直排污

染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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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混凝土粉碎除尘装置，包括除尘箱体，其特征在于，所述除尘箱体上方连接有进

水装置和排气装置，所述进水装置包括预稳流栅格环和喷头，所述喷头设置于除尘箱体内

部，所述喷头进水口外露在除尘箱体上方，所述喷头位于自上而下的第一块水幕生成板上

方，所述喷头的出水口一字排开，所述预稳流栅格环设置于喷头进水口；所述除尘箱体下方

连接有过滤装置，所述除尘箱体通过排尘装置与混凝土粉碎机本体相连，所述混凝土粉碎

机本体和过滤装置均设置在底座上；所述除尘箱体包括箱体本体和水幕生成板，所述箱体

本体为长方体，所述水幕生成板为长方形，所述水幕生成板交错焊接在箱体本体的相对的

内壁上，所述水幕生成板上表面设有垂直的稳流板，所述水幕生成板上表面设置有荷叶膜，

所述水幕生成板末端为逐渐变薄的刀刃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凝土粉碎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幕生成板向下

倾斜焊接在箱体本体内壁上，所述水幕生成板与水平面呈10°‑1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凝土粉碎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排尘装置包括排

风机和排尘管，所述排尘管连通混凝土粉碎机本体和除尘箱体，所述排风机设置于排尘管

中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凝土粉碎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装置还包括

进水管和进水阀门，所述进水管与喷头进水口相连，所述进水阀门设置于进水管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凝土粉碎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预稳流栅格环包

括圆柱筒和栅格钢片，所述栅格钢片由互相垂直的钢片组成方形孔洞并焊接而成，所述栅

格钢片的孔洞方向与圆柱筒轴线方向一致并焊接在圆柱筒内。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凝土粉碎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气装置包括抽

风机、排气管、空气过滤器、AQY1微型空气质量监测仪，所述抽风机、排气管、空气过滤器、

AQY1微型空气质量监测仪均设置于底架上，所述底架焊接在除尘箱体上，所述排气管连通

除尘装置上部，所述抽风机与排气管连通，所述AQY1微型空气质量监测仪与抽风机连通，所

述空气过滤器设置在AQY1微型空气质量监测仪与抽风机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凝土粉碎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装置包括水

箱、止通阀、排水管、沉淀池、水泵，所述水箱设置于除尘箱体下方，所述沉淀池通过排水管

与水箱连通，所述止通阀设置于沉淀池与水箱之间，所述水泵通过排水管与沉淀池连通，所

述沉淀池侧壁设有清理窗口，所述清理窗口通过合页连接在沉淀池侧壁，所述清理窗口可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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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混凝土粉碎除尘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混凝土生产领域，具体涉及到一种混凝土粉碎除尘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混凝土的使用寿命一般为50‑60年，废弃的混凝土经过破碎后方可再利用，破碎后

的混凝土块是优质的混凝土集料，大量的微粉可直接作为水泥的原料，再生水泥和再生集

料配制的混凝土可以进入下一个循环，在整个循环过程中，废弃物实现零排放；建筑垃圾中

的混凝土、水泥等废弃物经过合理破碎、筛选、粉碎后可用来代替石子生产草坪砖、广场砖、

盲孔砖、透水砖、隔墙砖、模块转、保温砖、砌块砖等数十种环保砖；粉碎混凝土时产生的粉

尘颗粒较小，传统的除尘装置很难清除干净，而且其设备体积较大，维修花费的时间较多，

投入较高。

发明内容

[0003] (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混凝土粉碎除尘装置，解决了传统的除尘装置很难将混凝土破碎

时产生的粉尘清除干净，而且其设备体积较大，维修花费的时间较多，投入较高的问题。

[0005] (二)技术方案

[0006] 为解决所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混凝土粉碎除尘装置，包括除尘箱体，所述

除尘箱体上方连接有进水装置和排气装置，所述除尘箱体下方连接有过滤装置，所述除尘

箱体通过排尘装置与混凝土粉碎机本体相连，所述混凝土粉碎机本体和过滤装置均设置在

底座上；所述除尘箱体包括箱体本体和水幕生成板，所述箱体本体为长方体，所述水幕生成

板为长方形，所述水幕生成板交错焊接在箱体本体的相对的内壁上。

[0007] 进一步优化的，所述所述水幕生成板向下倾斜焊接在箱体本体内壁上，所述水幕

生成板与水平面呈10°‑15°。

[0008] 进一步优化的，所述水幕生成板上表面设有垂直的稳流板，所述水幕生成板上表

面设置有荷叶膜，所述水幕生成板末端为逐渐变薄的刀刃型。

[0009] 进一步优化的，所述排尘装置包括排风机和排尘管，所述排尘管连通混凝土粉碎

机本体和除尘箱体，所述排风机设置于排尘管中部。

[0010] 进一步优化的，所述进水装置包括进水管、进水阀门、预稳流栅格环、喷头，所述喷

头设置于除尘箱体内部，所述喷头进水口外露在除尘箱体上方，所述喷头位于自上而下的

第一块水幕生成板上方，所述喷头的出水口一字排开，所述预稳流栅格环设置于喷头进水

口，所述进水管与喷头进水口相连，所述进水阀门设置于进水管上。

[0011] 进一步优化的，所述预稳流栅格环包括圆柱筒和栅格钢片，所述栅格钢片由互相

垂直的钢片组成方形孔洞并焊接而成，所述栅格钢片的孔洞方向与圆柱筒轴线方向一致并

焊接在圆柱筒内。

[0012] 进一步优化的，所述排气装置包括抽风机、排气管、空气过滤器、AQY1微型空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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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监测仪，所述抽风机、排气管、空气过滤器、AQY1微型空气质量监测仪均设置于底架上，所

述底架焊接在除尘箱体上，所述排气管连通除尘装置上部，所述抽风机与排气管连通，所述

AQY1微型空气质量监测仪与抽风机连通，所述空气过滤器设置在AQY1微型空气质量监测仪

与抽风机之间。

[0013] 进一步优化的，所述过滤装置包括水箱、止通阀、排水管、沉淀池、水泵，所述水箱

设置于除尘箱体下方，所述沉淀池通过排水管与水箱连通，所述止通阀设置于沉淀池与水

箱之间，所述水泵通过排水管与沉淀池连通，所述沉淀池侧壁设有清理窗口，所述清理窗口

通过合页连接在沉淀池侧壁，所述清理窗口可打开。

[0014] (三)有益效果

[0015] 1.本发明在除尘箱体内设置了多块相互交错的水幕生成板，水流从喷头的孔里流

下后流到水幕生成板上，经过稳流板后形成稳定的水幕，水幕又流到下一块水幕生成板上

形成新的水幕，这样反复多次形成多重水幕，带粉尘的空气从除尘箱体底部进入后需穿过

多重水幕到达排气管，在穿越水幕的过程中，大部分空气中的粉尘被水幕带走，较为清洁的

空气通过排气管进入空气过滤器的过滤后进入AQY1微型空气质量监测仪，经过检测后排入

大气，避免了带粉尘的空气直排污染空气。

[0016] 2.一个工作流程结束后，水箱里装满了带有粉尘的水，这时打开止通阀让水流入

沉淀池使水在沉淀池中沉淀，待水分层后上层清液通过水泵排出，底层污物通过清理出口

清理，避免了带有粉尘的污水直排对环境造成污染。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混凝土粉碎除尘装置主视图；

[0018] 图2为除尘箱体剖视图；

[0019] 图3为水幕生成板示意图；

[0020] 图4为图3的A部放大示意图；

[0021] 图5为喷头剖视图；

[0022] 图6为喷头出水孔示意图；

[0023] 图7为预稳流栅格环示意图；

[0024] 图8为预稳流栅格环俯视图；

[0025] 其中，1、底座；2、混凝土粉碎机本体；3、排尘装置；30、排风机；31、排尘管；4、除尘

箱体；40、箱体本体；41、水幕生成板；410、荷叶膜；42、稳流板；5、进水装置；50、进水管；51、

进水阀门；52、预稳流栅格环；520、圆柱筒；521、栅格钢片；53、喷头；6、排气装置；60、排气

管；61、抽风机；62、空气过滤器；63、AQY1微型空气质量监测仪；64、底架；7、过滤装置；70、水

箱；71、止通阀；72、排水管；73、沉淀池；730、清理窗口；74、水泵。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1‑8，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实

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27] 如图1所示，混凝土粉碎除尘装置包括底座1、混凝土粉碎机本体2、排尘装置3、除

尘箱体4、进水装置5、排气装置6、过滤装置7，所述混凝土粉碎机本体2通过架子和螺栓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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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底座1上，在混凝土粉碎机本体2的侧壁焊接有安装排尘装置3的安装板，排风机30设置在

安装板上，排尘管31连接混凝土粉碎机本体2和排风机30，再将排风机30和除尘箱体4连接

起来；所述过滤装置7也设置在底座1上，过滤装置7包括水箱70、止通阀71、排水管72、沉淀

池73、水泵74，水箱70通过架子和螺栓固定在底座1上，水箱70底部连接有排水管72，排水管

72连接沉淀池73，所述止通阀71安装在水箱70和沉淀池73中间的排水管72上，起到控制水

流的作用，排水管72还将沉淀池73与水泵74连接起来，另外在沉淀池73的侧壁还有清理窗

口730，所述清理窗口730通过合页连接在沉淀池73侧壁上并且可开合，所述除尘箱体4通过

架子和螺栓设置于水箱70之上，除尘箱体4在顶部设置有进水装置5和排气装置6，进水装置

5包括进水管50、进水阀门51、预稳流栅格环52、喷头53，所述喷头53设置于除尘箱体4内部，

所述排气装置6包括抽风机61、排气管60、空气过滤器62、AQY1微型空气质量监测仪63，所述

抽风机61、排气管60、空气过滤器62、AQY1微型空气质量监测仪63均设置于底架64上，所述

底架64焊接在除尘箱体4上，所述排气管60连通除尘装置上部，所述抽风机61与排气管60连

通，所述AQY1微型空气质量监测仪63与抽风机61连通，所述空气过滤器62设置在AQY1微型

空气质量监测仪63与抽风机61之间。

[0028] 如图2所示，除尘箱体4剖视图，所述除尘箱体4包括箱体本体40和水幕生成板41，

所述箱体本体40为长方体，箱体本体40底部为倒锥形，底部连接排水管72；所述水幕生成板

41为长方形，所述水幕生成板41交错焊接在箱体本体40的相对的内壁上，水幕生成板41倾

斜设置，与水平面呈10°‑15°，这样设置的原因是为了让水能顺利留下形成水幕，不至于堆

积在水幕生成板41上；同时，水幕生成板41与水平面呈10°‑15°的设置不至于让水流得太

快，从而影响除尘效率；。

[0029] 如图3所示，水幕生成板41示意图，所述水幕生成板41为长方形的钢板，表面平整

光滑，在其上表面设置有垂直于上表面的稳流板42，稳流板42为表面光滑的薄钢片，一般为

十二块左右，垂直焊接在水幕生成板41上表面，稳流板42之间互相平行，此外在钢板两侧边

缘处稳流板42必须与边缘钢片平齐，否则边缘的水流不稳定会影响到中间部分稳定的水

流；在水幕生成板41的末端，钢板缓慢变薄，形成类似刀刃的形状，此设计是为了让水流留

下时形成稳定的水幕(普通钢板边缘为垂直角，水流流过时受惯性影响和钢板的粘滞力影

响，远离钢板的一部分水会直接流出，靠近钢板的一部分水在经过垂直角时会产生湍流，两

股水流都极不稳定，无法形成稳定的水幕；当水幕生成板41末端设计为刀刃形时，水流流过

时始终紧贴钢板表面且不会形成湍流，易于形成稳定的水幕)；

[0030] 如图4所示，水幕生成板41表面覆盖有荷叶膜410，荷叶膜410是一种仿生复合材

料，利用的是荷叶的疏水效应和自洁效应，荷叶效应也叫莲花效应，由于莲叶具有疏水、不

吸水的表面，落在叶面上的雨水会因表面张力的作用形成水珠，换言之，水与叶面的接触角

大于150度，只要叶面稍微倾斜，水珠就会滚离叶面；因此，即使经过一场倾盆大雨，莲叶的

表面总是能保持干燥；此外，滚动的水珠会顺便把一些灰尘污泥的颗粒一起带走，达到自我

洁净的效果，这就是莲花总是能一尘不染的原因；在水幕生成板41上设置了荷叶膜410后，

水幕生成板41表面的水不会因为钢板的粘滞力而形成乱流，有利于形成稳定的水幕。

[0031] 如图5和6所示，喷头53剖视图，喷头53整体形状为一个长方体加一个圆柱体，所述

喷头53有一个进水口和十二到十七个出水孔，喷头53为中空结构，类似沐浴用的莲蓬头，与

莲蓬头不同的地方在于，所述喷头53的出水孔一字排开，此设计是为了让水流均匀喷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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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幕生成板41上，有利于形成稳定的水幕；在喷头53进水口处设置有预稳流栅格环52。

[0032] 如图7和8所示，预稳流栅格环52；水在经过进水阀门51后变得极不稳定，其中有湍

流，如果这时直接进入喷头53进水管50会造成水流在排出出水孔时极不均匀，即使经过稳

流板42的稳流，水流仍旧会左右激荡，所以在喷头53进水口设置一个预稳流栅格环52十分

有必要；预稳流栅格环52包括圆柱筒520和栅格钢片521，所述栅格钢片521由互相垂直的钢

片组成方形孔洞并焊接而成，所述栅格钢片521的孔洞方向与圆柱筒520轴线方向一致并焊

接在圆柱筒520内；水流在流出进水阀门51以后，呈扰流状态，之后经过稳流栅格后变为层

流状态，均匀分布到出水孔，且水流稳定。

[0033] 使用时，先启动混凝土粉碎机电源，排风扇电源，进水阀门51，AQY1微型空气质量

监测仪63，将混凝土碎块投入混凝土粉碎机，粉碎机的粉碎装置在将混凝土碎块粉碎的过

程中产生大量灰尘，排风机30将混凝土粉碎机本体2中的带灰尘的空气抽出并通过排尘管

31送入除尘箱体4；水流从进水管50进入，通过进水阀门51，并经过预稳流栅格环52的预稳

流后变为层流，均匀分布到出水孔，稳定的水流自出水孔流出分布到水幕生成板41上，经过

稳流板42的进一步稳流，水流变得更加稳定，水顺流而下，顺着刀刃状的水幕生成板41末端

留下，形成水幕；水幕又流到下一块水幕生成板41上形成新的水幕，这样反复多次形成多重

水幕；此时，水箱70下方的止通阀71处于关闭状态，带尘埃的空气无法进入排水管72只有往

上走，往上走必须突破多重水幕，在穿越水幕的过程中，大部分的尘埃被水冲刷走，经过冲

刷的带尘埃的空气上升进入排气装置6，带尘埃的水流入水箱70；空气进入抽风机61后进入

空气过滤器62，空气过滤器62内部的过滤片能将空气中残存的灰尘过滤掉，经过过滤的空

气理论上是纯净的空气，能直接排入大气，但保险起见，还在空气过滤器62后面设置了AQY1

微型空气质量监测仪63，AQY1微型空气质量监测仪63能检测排出的空气是否符合纯度要

求，如果空气过滤器62的过滤片有破损或者其他情况导致空气过滤效果不好，排出的空气

纯度达不到要求，AQY1微型空气质量监测仪63会立即报警，提醒更换空气过滤器62的过滤

片；破碎工作结束后关停混凝土粉碎机电源，排风扇电源，进水阀门51，AQY1微型空气质量

监测仪63，打开止通阀71，水箱70中的废水流入沉淀池73，此时向沉淀池73中加入沉淀剂可

加速混凝土粉末的沉淀，一般使用的沉淀剂为石材污水絮凝沉淀剂，由于其分子链中含有

一定数量的极性基团，它能通过吸附水中悬浮的固体粒子，使粒子间架桥或通过电荷中和

使粒子凝聚形成大的絮凝物，产品最主要的特点是高效快速，分子结构大,吸附能力强，絮

凝沉淀速度快、沉渣密实、沉渣含水率低、脱水性好；沉淀好的沉渣可通过沉淀池73侧壁上

安装的清理窗口730清理，所述清理出口通过合页连接在沉淀池73侧壁，可自由开合；沉淀

池73的上层清液在沉淀后即可达到排放要求，因为其中无任何有害化学物质，仅有混凝土

粉末，所以无需额外处理；抽水机将上层清液抽出并排放，工作流程完毕。

[0034] 综上所述，上述实施方式并非是本发明的限制性实施方式，凡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在本发明的实质内容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修饰或者等效变形，均在本发明的技术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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