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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适用于粉状灰尘和烟尘的除尘机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除尘设备技术领域，
特别是
一种适用于粉状灰尘和烟尘的除尘机组，
包括相
互连接的一级机组和二级机组，
所述二级机组包
括竖直设置在外框架罩壳内的若干布袋除尘器；
还包括将一级机组中的含尘空气送入二级机组
中布袋除尘器的动力装置，
所述布袋除尘器上下
两端内侧分别设置有上阀门和下阀门，
所述布袋
除尘器下端通过管道与第二风机相连接，
所述第
二风机通过旋风分离器与一级机组相连接形成
循环。采用上述结构后，
本实用新型中含尘空气
由布袋内部经过，
提高了除尘效率；
上下阀门可
控，
使布袋做到自清洁，
降低了能耗，
提高了工作
效率；
另外，
最后的空气又进入机组循环中，
防止
了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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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适用于粉状灰尘和烟尘的除尘机组，
其特征在于：
包括相互连接的一级机组和
二级机组，
所述二级机组包括竖直设置在外框架罩壳内的若干布袋除尘器；
还包括将一级
机组中的含尘空气送入二级机组中布袋除尘器的动力装置，
所述布袋除尘器上下两端内侧
分别设置有上阀门和下阀门，
所述布袋除尘器下端通过管道与第二风机相连接，
所述第二
风机通过旋风分离器与一级机组相连接形成循环。
2 .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粉状灰尘和烟尘的除尘机组，
其特征在于：
所述动
力装置为第一风机，
所述第一风机一端与一级机组相连接，
另一端与二级机组内布袋除尘
器上部空间相通。
3 .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粉状灰尘和烟尘的除尘机组，
其特征在于：
所述动
力装置为第一风机，
所述布袋除尘器外部固定有布袋除尘器密封罩，
所述布袋除尘器密封
罩中部设置有中阀门，
所述第一风机与中阀门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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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粉状灰尘和烟尘的除尘机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除尘设备技术领域，
特别是一种适用于粉状灰尘和烟尘的除尘机
组。
背景技术
[0002] 纺织企业生产车间的空气中含有很多由短纤维和其他杂质组成的灰尘，
这加剧了
车间空气质量的恶化，
不仅影响产品的质量，
而且对人体健康产生很大的威胁，
尤其对呼吸
道粘膜的危害。而现有的纺织除尘设备存在除尘效果差、
清理内部粉尘不彻底、
阻燃效果差
等缺点。
[0003] 中国实用新型专利CN 205965287 U公开了一种纺织除尘机组装置，
包括圆盘预过
滤器、
多筒过滤器、后方箱由前向后依次排列，
所述的多筒过滤器是由不同半径的圆形滤框
同心套叠构成，
所述多筒过滤器上方设有集尘风箱，
所述布袋振荡集尘器采用高效脉冲布
袋振动，
所述多筒过滤器的内部设有旋转吸臂，
所述后方箱设有出风口，
所述的集尘风箱与
软管可拆卸链接，
在圆盘预过滤器的上下左右设有吸嘴，
多筒吸嘴采用双面短条缝形式并
且旋转吸嘴为三个吸嘴均匀分布于同一平面，
区别于常规的纺织除尘机组装置。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布袋可以自清洁的适用于粉状灰尘
和烟尘的除尘机组。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适用于粉状灰尘和烟尘的除尘机组，
包
括相互连接的一级机组和二级机组，
所述二级机组包括竖直设置在外框架罩壳内的若干布
袋除尘器；
还包括将一级机组中的含尘空气送入二级机组中布袋除尘器的动力装置，
所述
布袋除尘器上下两端内侧分别设置有上阀门和下阀门，
所述布袋除尘器下端通过管道与第
二风机相连接，
所述第二风机通过旋风分离器与一级机组相连接形成循环。
[0006] 优选的，
所述动力装置为第一风机，
所述第一风机一端与一级机组相连接，
另一端
与二级机组内布袋除尘器上部空间相通。
[0007] 优选的，
所述动力装置为第一风机，
所述布袋除尘器外部固定有布袋除尘器密封
罩，
所述布袋除尘器密封罩中部设置有中阀门，
所述第一风机与中阀门相连接。
[0008] 采用上述结构后，
本实用新型中含尘空气由布袋内部经过，
提高了除尘效率；
上下
阀门可控，
使布袋做到自清洁，
降低了能耗，
提高了工作效率；
另外，
最后的空气又进入机组
循环中，
防止了二次污染。
附图说明
[000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0]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方式一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方式二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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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图中：
1为第一风机，
2为一级机组，
3为二级机组，
4为第二风机，
5为旋风分离器，
[0013] 301为外框架罩壳，
302为布袋除尘器，
303为上阀门，
304为下阀门，
305为布袋除尘
器密封罩，
306为中阀门。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实施方式一：
[0015] 如图1所示，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适用于粉状灰尘和烟尘的除尘机组，
包括相互连接
的一级机组2和二级机组3，
所述二级机组3包括竖直设置在外框架罩壳301内的若干布袋除
尘器302；
还包括将一级机组2中的含尘空气送入二级机组3中布袋除尘器的动力装置，
所述
布袋除尘器3上下两端内侧分别设置有上阀门303和下阀门304，
所述布袋除尘器302下端通
过管道与第二风机4相连接，
所述第二风机4通过旋风分离器5与一级机组相连接形成循环。
本实施例中动力装置采用正压将含尘空气从一级机组2送入二级机组3，
所述动力装置为第
一风机1，
所述第一风机1一端与一级机组2相连接，
另一端与二级机组2内布袋除尘器302上
部空间相通。
[0016] 工作原理如下：
[0017] 本实施方式使经含尘空气经一级机组2清理掉较大粉尘颗粒后，
含尘空气被一级
机组2的动力装置第一风机1送入二级机组。在二级机组内，
含尘空气由布袋除尘器302内部
经过，
灰尘被截留在布袋除尘器302内部后，
在含尘空气通过布袋除尘器302一段时间后，
达
到一定量后，
上阀门303关闭 ，
下阀门304打开，
第二风机4把灰尘吸走，
实现了布袋除尘器
302的自清洁。布袋除尘器302洁净后，
下阀门304关闭，
上阀门303打开，
继续工作。多个组合
同时工作，
提高了除尘效率，
降低了能耗。在多个组合中，
始终保持有一个组合的布袋除尘
器302是洁净的，
以保持整个二级机组3的压力平衡，
避免影响整个机组的处理风量。第二风
机4把含尘空气送入旋风分离器5后，
较重的灰尘落入旋风分离器5底部，
含少量较轻灰尘的
空气从旋风分离器5顶部回入一级机组2，
继续循环。
[0018] 实施方式二：
[0019] 如图2所示，
实施方式二其余部分与实施方式一相同，
不同的是动力装置采用负压
将含尘空气从一级机组送入二级机组，
所述动力装置为第一风机1，
所述布袋除尘 ,302外部
固定有布袋除尘器密封罩305，
所述布袋除尘器密封罩305中部设置有中阀门306，
所述第一
风机1与中阀门306相连接。本实施方式通过负压的方式将一级机组2中的含尘空气吸入到
布袋除尘器302中，
打开上阀门303和中阀门306，
关闭下阀门304，启动第一风机1就可以将
含尘空气吸入布袋除尘器302；
关闭上阀门303和中阀门306，
打开下阀门304，
启动第二风机
4就可以将灰尘吸走。然后，
实施方式二与实施方式一相比 ，
通过负压的方式，
从布袋除尘器
302缝隙中跑出来的灰尘会被第一风机1吸走，
因为本实施方式中布袋除尘器302外侧被布
袋除尘器密封罩305所密封。所以，
本实施方式更加的不容易堆积灰尘，
更加的清洁，
有效的
防止了粉尘爆炸和静电爆炸；
实施方式二是本实用新型最佳实施方式。
[0020] 虽然以上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 ，
但是本领域熟练技术人员应当理
解，
这些仅是举例说明，
可以对本实施方式作出多种变更或修改，
而不背离本实用新型的原
理和实质，
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仅由所附权利要求书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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