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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采石场户外专用压

缩机，属于压缩机技术领域，其包括箱体、主机、

空气预过滤器和空滤总成，所述箱体容纳主机、

空气预过滤器和空滤总成，所述空滤总成连接空

气预过滤器和主机，所述箱体设置有为主机供气

的进气口，所述进气口上设置有过滤网。本实用

新型公开的压缩机适用环境恶劣的采石场，其具

有三重过滤功能，同时压缩机中的箱体整体防水

性能极好，进气口和排风口均可导流雨水使雨水

排出，顶盖的一体式设计也可避免雨天的雨水进

入压缩机箱体内，门体内嵌于支撑框架中，门体

通过折弯立柱与支撑框架相连，可起到避免雨水

从门体和支撑框架之间的缝隙中进入箱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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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采石场户外专用压缩机，其特征在于，包括箱体、主机、空气预过滤器和空滤总

成，所述箱体容纳主机、空气预过滤器和空滤总成，所述空滤总成连接空气预过滤器和主

机，所述箱体设置有为主机供气的进气口，所述进气口上设置有过滤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石场户外专用压缩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包括支撑

框架、多个门体和一体成型的顶盖，所述顶盖罩于所述支撑框架的上端，多个门体内嵌于所

述支撑框架中。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采石场户外专用压缩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门体与所述支

撑框架之间设置有折弯立柱，所述折弯立柱包括第一段、第二段和第三段，所述第二段连接

第一段和第三段。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采石场户外专用压缩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段处于门

体与所述支撑框架与门体之间，所述第一段与支撑框架的外表面固定相贴，所述第三段与

所述门体的内表面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采石场户外专用压缩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折弯立柱贴有

密封条。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石场户外专用压缩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气口处设置

有进气窗，所述进气窗包括窗框和多个间隔设置的第一导流板，多个所述第一导流板均匀

分布在所述进气窗中。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采石场户外专用压缩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导流板呈

V型，且所述第一导流板的开口朝向箱体内，所述第一导流板的开口处设置有隔音海绵；所

述导流板包括第一导板和第二导板，所述第一导板和第二导板均斜置，所述第一导板和第

二导板的夹角为预设值。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一种采石场户外专用压缩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

包括排风口，所述排风口设置有斜置的第二导流板。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采石场户外专用压缩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还包括有

用于控制压缩机的操作屏和急停按钮，所述门体的外表面设有用于容纳操作屏和急停按钮

的凹槽。

10.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一种采石场户外专用压缩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箱

体还设置有多个起吊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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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采石场户外专用压缩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压缩机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采石场户外专用压缩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螺杆空压机行业中，大多数厂家制造的压缩机只能适用于室内，其结构

顶部排风，无防水功能、无起吊装置。

[0003] 现有的压缩机应用在采石场非常容易损坏，由于采石场中的灰尘比较多，普通压

缩机无法全面的对大小不同的异物进行过滤，另外，处于采石场中的压缩机一般都是露天

的，下雨天的雨水容易浸入压缩机箱体内，使得压缩机损坏。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上述不足，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出一种采石

场户外专用压缩机，解决一般压缩机防水和防尘性能差的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采石场户外专用压缩机，其包

括箱体、主机、空气预过滤器和空滤总成，所述箱体容纳主机、空气预过滤器和空滤总成，所

述空滤总成连接空气预过滤器和主机，所述箱体设置有为主机供气的进气口，所述进气口

上设置有过滤网。

[0006] 优选地，所述箱体包括支撑框架、多个门体和一体成型的顶盖，所述顶盖罩于所述

支撑框架的上端，多个门体内嵌于所述支撑框架中。

[0007] 优选地，所述门体与所述支撑框架之间设置有折弯立柱，所述折弯立柱包括第一

段、第二段和第三段，所述第二段连接第一段和第三段。

[0008] 优选地，所述第二段处于门体与所述支撑框架与门体之间，所述第一段与支撑框

架的外表面固定相贴，所述第三段与所述门体的内表面相连。

[0009] 优选地，所述折弯立柱贴有密封条。

[0010] 优选地，所述进气口处设置有进气窗，所述进气窗包括窗框和多个间隔设置的第

一导流板，多个所述第一导流板均匀分布在所述进气窗中。

[0011] 优选地，所述第一导流板呈V型，且所述第一导流板的开口朝向箱体内，所述第一

导流板的开口处设置有隔音海绵；所述导流板包括第一导板和第二导板，所述第一导板和

第二导板均斜置，所述第一导板和第二导板的夹角为预设值。

[0012] 优选地，所述箱体包括排风口，所述排风口设置有斜置的第二导流板。

[0013] 优选地，所述箱体还包括有用于控制压缩机的操作屏和急停按钮，所述门体的外

表面设有用于操作屏和急停按钮的凹槽。

[0014] 优选地，所述箱体还设置有多个起吊环。

[0015] 本实用新型公开的压缩机适用环境恶劣的采石场，其具有三重过滤功能，同时压

缩机中的箱体整体防水性能极好，进气口和排风口均可导流雨水使雨水排出，顶盖的一体

式设计也可避免雨天的雨水进入压缩机箱体内，门体内嵌于支撑框架中，门体通过折弯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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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与支撑框架相连，可起到避免雨水从门体和支撑框架之间的缝隙中进入箱体内。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实施例中压缩机的剖视图。

[0017] 图2为实施例中压缩机的另一视角的剖视图。

[0018] 图3为实施例中压缩机的正视图。

[0019] 图4为实施例中膈音棉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是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

的描述，但本实用新型并不限于这些实施例。

[0021] 请参照图1-图4，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采石场户外专用压缩机，其包括箱体100、

主机200、空气预过滤器300和空滤总成400，所述箱体100容纳主机200、空气预过滤器300和

空滤总成400，所述空滤总成400连接空气预过滤器300和主机200，所述箱体100设置有为主

机200供气的进气口10，所述进气口10上设置有过滤网20。

[0022] 在本次实施例中，所述箱体100大致呈长方体形，所述箱体100用于容纳主机200、

空气预过滤器300和空滤总成400，本压缩机中主机200在吸气时经过三重过滤，第一重过

滤，箱体100外空气经过进气口10进入所述箱体100中，通过过滤网20过滤，第二重过滤，通

过空气预过滤器300过滤，第三重过滤，通过空滤总成400过滤，通过三重过滤，可达到较佳

的防尘效果，提供压缩机的使用寿命。

[0023] 本压缩机主要应用在采石场，采石场的中灰尘较多，为了提高压缩机中的使用寿

命，采用逐级过滤的方式进行三重过滤，第一重过滤，通过过滤网20过滤，过滤掉较大尺寸

的异物，第二重过滤，通过空气预过滤器300过滤掉较小尺寸的异物，第三重过滤，通过空滤

总成400过滤掉微小的物体和灰尘。

[0024] 所述箱体100包括支撑框架110、多个门体120和一体成型的顶盖130，所述顶盖130

罩于所述支撑框架110的上端，多个门体120内嵌于所述支撑框架110中。

[0025] 一体成型的顶盖130，无拼装、无拼装的结构，可达到较好的防水效果，处于采石场

上的压缩机，一般都是露天的，压缩机的顶盖130采用一体式结构，可起到防雨防水的作用。

[0026] 为保持所述压缩的整体美观，所述多个门体120的外表面与所述支撑框架110的外

表面平齐。

[0027] 所述门体120与所述支撑框架110之间设置有折弯立柱140，所述折弯立柱140包括

第一段141、第二段142和第三段143，所述第二段142连接第一段141和第三段143。

[0028] 设置折弯立柱140可起到防水的作用，所述折弯立柱140处于所述门体120与所述

支撑框架110之间，在安装门体120时，并将门体120嵌在所述支撑框架110之中，为了保证门

体120与支撑框架110正常的推拉，门体120与所述支撑框架110会存在一条较大的缝隙，这

种缝隙不仅影响美观，还影响防水性能，下雨天时，雨水会从所述缝隙中进入所述压缩机箱

体100内。

[0029] 所述第二段142处于门体120与所述支撑框架110与门体120之间，所述第一段141

与支撑框架110的外表面固定相贴，所述第三段143与所述门体120的内表面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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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支撑框架110与所述门体120之间设有折弯立柱140，该立柱不

仅方便对门体120限位，同时，该折弯立柱140可阻挡雨水进入箱体100内，该折弯立柱140中

第一段141或第三段143挡住雨水从缝隙中进入箱体100内。

[0031] 所述折弯立柱140贴有密封条。

[0032] 在本实施例中，门体120与支撑框架110之间缝隙设有有两重防水，第一重，直接通

过折弯立柱140阻挡雨水，使雨水阻挡在箱体100外，第二重，折弯立柱140贴有密封条，可防

止雨水通过折弯立柱140与支撑框架110、门体120的连接处伸入箱体100内。

[0033] 所述进气口10处设置有进气窗30，所述进气窗30包括窗框31和多个间隔设置的第

一导流板32，多个所述第一导流板32均匀分布在所述进气窗30中。

[0034] 在本实施例中，多个所述第一导流板32横向排布，多个第一导流板32起到导流的

作用。

[0035] 所述第一导流板32呈V型，且所述第一导流板32的开口朝向箱体100内，所述第一

导流板32的开口处设置有隔音海绵。

[0036] 所述第一导流板32包括第一导板32a和第二导板32b，所述第一导板32a和第二导

板32b均斜置，所述第一导板32a和第二导板32b的夹角为预设值，根据第一导板32a和第二

导板32b的夹角设定相邻第一导流板32之间的间距，使得第一导流板32既可起到导流气体

的作用，又可起到防雨的作用。

[0037] 防雨的具体原理如下：

[0038] 露天的压缩机在运行时，若遇到下雨天，雨水可能会从进气口10进入箱体100内，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导流板32中的第一导板32a和第二导板32b斜置，在控制相邻第一

导流板32之间间距的情况下，雨水进入进气窗30并滴在第一导流板32上，第一导流板32引

流雨水至箱体100外。

[0039] 一般情况，下雨天的雨水从斜上方进入进气窗30，雨水进入进气窗30后，雨水滴在

斜置的第一导板32a或第二导板32b上，第一导板32a或第二导板32b引导雨水留至箱体100

外。

[0040] 所述箱体100包括排风口40，所述排风口40设置有斜置的第二导流板41，在本实施

例中，下雨天，为避免雨水从排风口40飘到箱体100内，所述排风口40处设置有第二导流板

41，所述第二导流板41斜置，位置较低的一侧靠近箱体100外，飘到排风口40的雨水，经所述

第二导流板41排到箱体100外。

[0041] 所述箱体100还包括有用于控制压缩机的操作屏50和急停按钮60，所述门体120的

外表面设有用于操作屏50和急停按钮60的凹槽70。

[0042] 所述操作屏50和急停按钮60内嵌于内体的凹槽70中，可以起到躲避雨水的作用，

另外，可以减小所述操作屏50和急停按钮60在运输或搬运过程中的磕碰概率。

[0043] 所述箱体100还设置有多个起吊环80。本压缩机为大型适用于户外的压缩机，该压

缩机在搬运过程中，可能需用到起吊机吊运该压缩机，该压缩机的箱体100设置有多个吊环

供所述起吊机起吊用。

[0044] 本实用新型公开的压缩机适用环境恶劣的采石场，其具有三重过滤功能，同时压

缩机中的箱体100整体防水性能极好，进气口10和排风口40均可导流雨水使雨水排出，顶盖

130的一体式设计也可避免雨天的雨水进入压缩机箱体100内，门体120内嵌于支撑框架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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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门体120通过折弯立柱140与支撑框架110相连，可起到避免雨水从门体120和支撑框架

110之间的缝隙中进入箱体100内。

[0045]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实用新型所

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

的方式替代，但并不会偏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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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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