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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铝电极箔生产余热利用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铝电极箔生产余热

利用装置，属于电极箔生产技术领域，包括处理

箱和加热箱，所述处理箱表面一侧固定连接有烟

气进管，所述处理箱底部固定连接有通管，所述

加热箱内部安装有螺旋管，所述处理箱靠近加热

箱一侧固定连接有输送管并通过输送管与螺旋

管相连通，其在电极箔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烟气经

过处理箱的处理后从输送管排入加热箱的内部，

加热箱的内部储装有需要加热的水，烟气排入螺

旋管之后其内部含有的热量透过螺旋管管壁对

加热箱内部的水进行加热，使得水体温度升高，

进而得到具有一定温度的热水方便需要时使用，

大大提高了烟气内部的热能利用率，避免热能的

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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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铝电极箔生产余热利用装置，包括处理箱(1)和加热箱(2)，其特征在于，所述处

理箱(1)表面一侧固定连接有烟气进管(101)，所述处理箱(1)底部固定连接有通管(102)，

所述加热箱(2)内部安装有螺旋管(3)，所述处理箱(1)靠近加热箱(2)一侧固定连接有输送

管(103)并通过输送管(103)与螺旋管(3)相连通，所述螺旋管(3)远离处理箱(1)一侧固定

连接有延伸至加热箱(2)外部的烟气排管(301)，所述处理箱(1)内部固定连接有固定杆

(4)，所述固定杆(4)表面一侧固定连接有弹簧(5)，所述固定杆(4)通过弹簧(5)活动连接有

过滤板(6)，所述处理箱(1)底部安装有收集箱(7)，所述处理箱(1)通过通管(102)与收集箱

(7)内部相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铝电极箔生产余热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箱

(2)顶部一侧固定连接有进水管(201)，所述加热箱(2)底部一侧固定连接有排水管(20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铝电极箔生产余热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板

(6)表面四周粘接有橡胶垫(601)，所述橡胶垫(601)位于过滤板(6)与处理箱(1)内侧壁连

接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铝电极箔生产余热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箱

(7)底部固定连接有烟尘排管(701)，所述烟尘排管(701)内部一侧插接有挡板(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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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铝电极箔生产余热利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铝电极箔生产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铝电极箔生产余热利用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电极箔包括腐蚀箔和化成箔，是生产铝电解电容器的关键性基础材料，用于承载

电荷，由于电极箔基本上都用于生产铝电解电容器，因此其发展高度依赖于铝电解电容器

行业的发展，电极箔的性能决定铝电解电容器的容量、漏电流、损耗、寿命、可靠性、体积大

小等关键技术指标，亦是铝电解电容器中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最高的部分。

[0003] 专利号为CN  101733275  B的公布了一种电解电容器电极用铝箔的生产方法，直接

提供成分均匀和组织结构均匀的冷轧板材，节约了常规热轧方法之前必须的成分均匀化和

均热化处理，从而使生产工序缩短，能耗降低，而且提高了成材率，所制得的铝箔不仅能够

满足中压电解电容器阳极的性能要求，还能为后续腐蚀加工节约能源。

[0004] 上述电极箔在生产过程中存在以下缺点1、电极箔生产过程中需要进行加热，加热

过程中热源产生的烟气通常直接进行排放，而由于烟气具有较多的热能，直接排放会造成

热能的浪费；2、热源产生的烟气中通常含有大量的烟尘，不经处理直接排放的话烟尘会排

入大气中，造成环境的污染，不利于环保，为此，我们提出一种铝电极箔生产余热利用装置。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铝电极箔生产余热利用装置，旨在对铝电极箔生产过程中的

多余热量进行有效利用，同时对烟气杂质进行排除，提高生产过程中的环保性。

[0006]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7]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铝电极箔生产余热利用装置，包括处理箱和加热箱，所述

处理箱表面一侧固定连接有烟气进管，所述处理箱底部固定连接有通管，所述加热箱内部

安装有螺旋管，所述处理箱靠近加热箱一侧固定连接有输送管并通过输送管与螺旋管相连

通，所述螺旋管远离处理箱一侧固定连接有延伸至加热箱外部的烟气排管，所述处理箱内

部固定连接有固定杆，所述固定杆表面一侧固定连接有弹簧，所述固定杆通过弹簧活动连

接有过滤板，所述处理箱底部安装有收集箱，所述处理箱通过通管与收集箱内部相连通。

[0008] 可选的，所述加热箱顶部一侧固定连接有进水管，所述加热箱底部一侧固定连接

有排水管。

[0009] 可选的，所述过滤板表面四周粘接有橡胶垫，所述橡胶垫位于过滤板与处理箱内

侧壁连接处。

[0010] 可选的，所述收集箱底部固定连接有烟尘排管，所述烟尘排管内部一侧插接有挡

板。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2] 1、加热箱的内部安装有螺旋管，处理箱的排出端通过输送管与螺旋管的进气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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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在电极箔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烟气经过处理箱的处理后从输送管排入加热箱的内部，

加热箱的内部储装有需要加热的水，烟气排入螺旋管之后其内部含有的热量透过螺旋管管

壁对加热箱内部的水进行加热，使得水体温度升高，进而得到具有一定温度的热水方便需

要时使用，大大提高了烟气内部的热能利用率，避免热能的浪费，螺旋管可以使得烟气在加

热箱内部充分停留，进而使得烟气热能的利用更加彻底，节约生产资源，热能使用完成后的

烟气从烟气排管排出。

[0013] 2、电极箔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烟气从烟气进管排入处理箱的内部，处理箱的内部固

定有固定杆，固定杆的表面安装有弹簧并通过弹簧活动连接有过滤板，过滤板可以对穿过

处理箱内部烟气进行过滤处理，将烟气中含有的烟尘等阻挡在过滤板表面一侧，且由于过

滤板通过弹簧活动连接在固定杆一侧，烟气穿过过滤板时由于气体流通作用会使得过滤板

轻微移动，将沾覆在过滤板表面的烟尘抖落，避免烟尘沾覆影响过滤板的过滤效果，被抖落

的烟尘会经过通管排入收集箱的内部便于集中收集清理，过滤后的烟气方能排入大气中，

避免烟气中的烟尘污染环境，提高了电极箔生产过程中的环保性。

附图说明

[001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

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

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

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一种铝电极箔生产余热利用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一种铝电极箔生产余热利用装置的处理箱内部截面结

构示意图。

[0017] 图中：1、处理箱；101、烟气进管；102、通管；103、输送管；2、加热箱；201、进水管；

202、排水管；3、螺旋管；301、烟气排管；4、固定杆；5、弹簧；6、过滤板；601、橡胶垫；7、收集

箱；701、烟尘排管；702、挡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

新型作进一步地详细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

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

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19] 下面将结合图1～图2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一种铝电极箔生产余热利用装置进

行详细的说明。

[0020] 参考图1和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铝电极箔生产余热利用装置，

包括处理箱1和加热箱2，所述处理箱1表面一侧固定连接有烟气进管101，所述处理箱1底部

固定连接有通管102，所述加热箱2内部安装有螺旋管3，所述处理箱1靠近加热箱2一侧固定

连接有输送管103并通过输送管103与螺旋管3相连通，所述螺旋管3远离处理箱1一侧固定

连接有延伸至加热箱2外部的烟气排管301，所述处理箱1内部固定连接有固定杆4，所述固

定杆4表面一侧固定连接有弹簧5，所述固定杆4通过弹簧5活动连接有过滤板6，所述处理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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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底部安装有收集箱7，所述处理箱1通过通管102与收集箱7内部相连通。

[0021] 示例的，在电极箔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烟气经过处理箱1的处理后从输送管103排入

加热箱2的内部，加热箱2的内部储装有需要加热的水，烟气排入螺旋管3之后其内部含有的

热量透过螺旋管3管壁对加热箱2内部的水进行加热，使得水体温度升高，进而得到具有一

定温度的热水方便需要时使用，大大提高了烟气内部的热能利用率，避免热能的浪费，过滤

板6可以对穿过处理箱1内部烟气进行过滤处理，将烟气中含有的烟尘等阻挡在过滤板6表

面一侧，且由于过滤板6通过弹簧5活动连接在固定杆4一侧，由于气体流通作用会使得过滤

板6轻微移动，将沾覆在过滤板6表面的烟尘抖落，过滤后的烟气方能排入大气中，避免烟气

中的烟尘污染环境。

[0022] 参考图1所示，所述加热箱2顶部一侧固定连接有进水管201，所述加热箱2底部一

侧固定连接有排水管202。

[0023] 示例的，通过加热箱2顶部的进水管201可以将需要加热的水注入加热箱2的内部，

通过加热箱2底部的排水管202可以将加热完成后的热水排出。

[0024] 参考图1和图2所示，所述过滤板6表面四周粘接有橡胶垫601，所述橡胶垫601位于

过滤板6与处理箱1内侧壁连接处。

[0025] 示例的，过滤板6表面四周粘接有橡胶垫601且橡胶垫601位于过滤板6与处理箱1

内壁连接处，过滤板6通过橡胶垫601与处理箱1内壁连接，橡胶垫601具有很好的密封效果，

不会让烟气透出，且橡胶垫601具有一定弹性，不会影响过滤板6的轻微移动。

[0026] 参考图1所示，所述收集箱7底部固定连接有烟尘排管701，所述烟尘排管701内部

一侧插接有挡板702。

[0027] 示例的，收集箱7底部固定有烟尘排管701可以将收集箱7内部收集的烟尘排出，挡

板702可以控制烟尘排管701的开关，正常使用时插入挡板702避免烟尘泄露，需要清理烟尘

时拔出挡板702即可。

[0028] 使用时，电极箔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烟气从烟气进管101排入处理箱1的内部，处理

箱1的内部固定有固定杆4，固定杆4的表面安装有弹簧5并通过弹簧5活动连接有过滤板6，

过滤板6可以对穿过处理箱1内部烟气进行过滤处理，将烟气中含有的烟尘等阻挡在过滤板

6表面一侧，且由于过滤板6通过弹簧5活动连接在固定杆4一侧，烟气穿过过滤板6时由于气

体流通作用会使得过滤板6轻微移动，将沾覆在过滤板6表面的烟尘抖落，避免烟尘沾覆影

响过滤板6的过滤效果，被抖落的烟尘会经过通管102排入收集箱7的内部便于集中收集清

理，过滤后的烟气方能排入大气中，避免烟气中的烟尘污染环境，提高了电极箔生产过程中

的环保性，过滤板6表面四周粘接有橡胶垫601且橡胶垫601位于过滤板6与处理箱1内壁连

接处，过滤板6通过橡胶垫601与处理箱1内壁连接，橡胶垫601具有很好的密封效果，不会让

烟气透出，且橡胶垫601具有一定弹性，不会影响过滤板6的轻微移动，收集箱7底部固定有

烟尘排管701可以将收集箱7内部收集的烟尘排出，挡板702可以控制烟尘排管701的开关，

正常使用时插入挡板702避免烟尘泄露，需要清理烟尘时拔出挡板702即可，加热箱2的内部

安装有螺旋管3，处理箱1的排出端通过输送管103与螺旋管3的进气端相连接，在电极箔生

产过程中产生的烟气经过处理箱1的处理后从输送管103排入加热箱2的内部，通过加热箱2

顶部的进水管201可以将需要加热的水注入加热箱2的内部，通过加热箱2底部的排水管202

可以将加热完成后的热水排出，加热箱2的内部储装有需要加热的水，烟气排入螺旋管3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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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其内部含有的热量透过螺旋管3管壁对加热箱2内部的水进行加热，使得水体温度升高，

进而得到具有一定温度的热水方便需要时使用，大大提高了烟气内部的热能利用率，避免

热能的浪费，螺旋管3可以使得烟气在加热箱2内部充分停留，进而使得烟气热能的利用更

加彻底，节约生产资源，热能使用完成后的烟气从烟气排管301排出。

[0029] 需要说明的是，本实用新型为一种铝电极箔生产余热利用装置，包括处理箱1、烟

气进管101、通管102、输送管103、加热箱2、进水管201、排水管202、螺旋管3、烟气排管301、

固定杆4、弹簧5、过滤板6、橡胶垫601、收集箱7、烟尘排管701、挡板702，部件均为通用标准

件或本领域技术人员知晓的部件，其结构和原理都为本技术人员均可通过技术手册得知或

通过常规实验方法获知。

[0030] 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型而不脱离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精神和范围。这样，倘若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这些修改和变型属于本

实用新型权利要求及其等同技术的范围之内，则本实用新型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型在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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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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