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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锅炉废气除尘技术领域，具体的

说是一种工业锅炉废气除尘装置，包括除尘罐和

控制器，除尘罐包括底部为空心状的罐底，除尘

罐的上端设置有进水口和排气口，除尘罐的下端

设置有排水管；罐底的一端设置有贯通罐底的废

气进口，且废气进口与空心状的罐底内部连通，

罐底的另一端设置有通气口，罐底内设置有复位

弹簧和滑块；滑块内设有电磁铁；除尘罐内设置

有弹簧管和滑板；滑板内设置有磁铁；磁铁间歇

式被电磁铁吸附或断开；弹簧管上端接于除尘罐

上的进水口，弹簧管的管壁上依次间隔设置有多

个喷雾器；本发明在除尘过程中可给废气降温，

并可避免废气中的灰尘堵塞其他废气处理设备，

同时，避免过高温度的废气将其他设备烫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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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工业锅炉废气除尘装置，包括除尘罐(1)，其特征在于：所述除尘罐(1)包括底部

为空心状的罐底(11)，除尘罐(1)的上端设置有进水口(15)和排气口(12)，除尘罐(1)的下

端设置有排水管(13)；所述排水管(13)上设置有排水阀，所述罐底(11)的一端设置有贯通

罐底(11)的废气进口(14)，且废气进口(14)与空心状的罐底(11)内部连通，罐底(11)的另

一端设置有通气口(112)，罐底(11)内设置有复位弹簧和滑块(111)；所述通气口(112)连通

罐底(11)和除尘罐(1)内部；所述复位弹簧的一端与罐底(11)内壁连接，复位弹簧的另一端

与滑块(111)连接；所述滑块(111)内设有电磁铁；所述除尘罐(1)内设置有弹簧管(2)和滑

板(3)，所述滑板(3)中部与弹簧管(2)下端连接，滑板(3)内设置有磁铁(31)；所述磁铁(31)

间歇式被电磁铁吸附或断开；所述弹簧管(2)上端接于除尘罐(1)上的进水口(15)，弹簧管

(2)的管壁上依次间隔设置有多个喷雾器(21)，弹簧管(2)上端被通入水，弹簧管(2)通过喷

雾器(21)向除尘罐(1)内扩散式喷雾，除去从废气进口(14)进入除尘罐(1)内的废气中灰

尘；

所述滑板(3)的中部连接有立柱(4)，且立柱(4)上设置有两列齿；所述立柱(4)的上端

套设有凸字状的套筒(41)；所述套筒(41)的上部设置有两个铰接杆(42)；所述铰接杆(42)

的一端设置有套环，铰接杆(42)的另一端与套筒(41)上部铰接且铰接处的铰接杆(42)上设

置有齿轮(43)；所述齿轮(43)的边缘延伸至套筒(41)内并与立柱(4)上的齿啮合；所述套环

套在弹簧管(2)上；

所述弹簧管(2)上设置有多个X状的卡板(22)；所述卡板(22)卡合在弹簧管(2)的相邻

簧圈上，卡板(22)两端的内侧壁中部各设置有一对卡块(221)；

所述弹簧管(2)的上端与除尘罐(1)上端之间设置有储水囊(5)；所述储水囊(5)的上端

固定于除尘罐(1)上，储水囊(5)上端与除尘罐(1)上的进水口(15)接通，储水囊(5)的下端

与弹簧管(2)接通；

所述储水囊(5)的底端固设有平板(51)；所述弹簧管(2)与平板(51)固连；所述平板

(51)一侧与除尘罐(1)上端内壁之间设置有一端相互铰接的两个铰接棒(52)，其中一个铰

接棒(52)与除尘罐(1)上端内壁铰接，另一个铰接棒(52)与平板(51)端部铰接；所述罐底

(11)为倾斜布置；所述储水囊(5)的一侧设置有水管(53)；所述水管(53)顺着除尘罐(1)内

壁向下至罐底(11)的一端，且水管(53)的管口位于罐底(11)的最高处，水管(53)与储水囊

(5)连接处的囊壁上开设有圆孔；所述圆孔处点固有弹性膜(54)；所述弹性膜(54)位于储水

囊(5)外侧的水管(53)端部处，弹性膜(54)的一端通过拉绳与铰接棒(52)的铰接处，拉绳穿

过水管(53)的管壁；

所述滑板(3)与立柱(4)铰接，滑板(3)的两边侧设置有两个对称且为弧形状的水坑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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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工业锅炉废气除尘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锅炉废气除尘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工业锅炉废气除尘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钢，是对含碳量质量百分比介于0.02％至2.11％之间的铁碳合金的统称，人类对

钢的应用和研究历史相当悠久，但是直到19世纪贝氏炼钢法发明之前，钢的制取都是一项

高成本低效率的工作，如今，钢以其低廉的价格、可靠的性能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多的材料之

一，是建筑业、制造业和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成分，通过把炼钢用生铁放到炼钢炉内

按一定工艺熔炼，即得到钢，目前市场上大部分的炼钢炉都都没有设置灰尘处理装置，但是

在炼钢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灰尘污染物和二氧化硫，这些污染物随着炼钢的废气一同排

到空气中，对空气的质量造成严重的破坏。

[0003] 现有技术中也出现了一种环保炼钢炉技术方案，如申请号为2016109559890的一

项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环保炼钢炉，包括炼钢炉，所述炼钢炉的顶部开口处固定连接有废

气处理装置，所述废气处理装置包括进气管，所述进气管的一端与炼钢炉的开口处固定连

接，且进气管的另一端与废气处理箱的进气口固定连接，所述废气处理箱的内腔顶部固定

安装有水管。

[0004] 该技术方案通过设置水管、喷头、水箱的配合，使进入废气处理箱内的空气加湿，

使废气中的灰尘因加湿而增重，具有除尘效果，但是该方案中仅仅通过水管和喷头处理箱

的上端向下喷淋，无法很好的覆盖整个处理箱而将废气中的灰尘除去，除尘效果不佳。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弥补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工业锅炉废气除尘装置，本发明的

目的在于对工业锅炉产生的废气进行充分除尘，使废气中的灰尘不会堵塞后续废气处理装

置。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工业锅炉废气除

尘装置，包括除尘罐和控制器，所述除尘罐包括底部为空心状的罐底，除尘罐的上端设置有

进水口和排气口，除尘罐的下端设置有排水管；所述排水管上设置有排水阀，所述罐底的一

端设置有贯通罐底的废气进口，且废气进口与空心状的罐底内部连通，罐底的另一端设置

有通气口，罐底内设置有复位弹簧和滑块；所述通气口连通罐底和除尘罐内部；所述复位弹

簧的一端与罐底内壁连接，复位弹簧的另一端与滑块连接；所述滑块内设有电磁铁；所述除

尘罐内设置有弹簧管和滑板；所述滑板中部与弹簧管下端连接，滑板内设置有磁铁；所述磁

铁间歇式被电磁铁吸附或断开；所述弹簧管上端接于除尘罐上的进水口，弹簧管的管壁上

依次间隔设置有多个喷雾器，弹簧管上端被通入水，弹簧管通过喷雾器向除尘罐内扩散式

喷雾，除去从废气进口进入除尘罐内的废气中灰尘；所述控制器布置在除尘罐的外壁上，控

制器用于控制电磁铁通断电。工作时，使炼钢炉产生的废气通过管路接通于废气进口；通过

废气进口向除尘罐内通入废气，通过进水口向弹簧管内通入水，水进入弹簧管内后，通过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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簧管上的喷雾器向外喷雾，使废气中的灰尘遇到雾气后被打湿落下，用喷雾器可节约水资

源，随着向除尘罐内通入具有压力的废气，使得部分废气挤压滑块，使滑块在罐底内滑动，

复位弹簧被压缩，待滑块滑到通气口处释放废气后，罐底的废气压力减小，滑块被复位弹簧

复位，随后滑块再次被废气推动滑动，从而使得滑块在罐底内来回滑动，当电磁铁被通电

后，电磁铁吸引滑板上的磁铁跟随滑动，从而使得弹簧管的下端在罐底来回移动，并通过控

制电磁铁的通断电，使得弹簧管间歇被拉长或缩短，从而使得弹簧管来回摆动喷雾，有利于

弹簧管对除尘罐内均匀喷雾除尘，而弹簧管被拉长或缩短，可改变弹簧管内的水压，可改变

喷雾器喷雾的大小幅度，从而促进废气与雾气相互交融，有利于废气除尘。

[0007] 所述滑板的中部连接有立柱，且立柱上设置有两列齿；所述立柱的上端套设有凸

字状的套筒；所述套筒的上部设置有两个铰接杆；所述铰接杆的一端设置有套环，铰接杆的

另一端与套筒上部铰接且铰接处的铰接杆上设置有齿轮；所述齿轮的边缘延伸至套筒内并

与立柱上的齿啮合；所述套环套在弹簧管上。工作时，弹簧管被拉长或缩短，使得立柱在套

筒内滑动，因套筒通过铰接杆、套环与弹簧管连接，从而使得立柱在套筒中滑动时通过齿轮

带动铰接杆转动，铰接杆转动将使弹簧管扭动并扩张，套环可在弹簧管上滑动，从而扩大弹

簧管在除尘罐内的喷雾范围，使得除尘效果更佳。

[0008] 所述弹簧管上设置有多个X状的卡板；所述卡板卡合在弹簧管的相邻簧圈上，卡板

两端的内侧壁中部各设置有一对卡块。工作时，弹簧管下端的滑板被滑块中的电磁铁吸合

后，在滑块滑动的引导下，弹簧管在罐底被来拉动，从而使得弹簧管一侧相邻簧圈靠近，弹

簧管另一侧的簧圈远离，因相邻簧圈之间间歇式接近或疏远，从而使得簧圈在卡板上间歇

被卡合或脱离卡块的阻挡而崩出，从而使得整个弹簧管出现震动，有利于弹簧管将自身的

管身上的灰尘或水珠抖落，从而减小弹簧管的整体负荷，并通过弹簧管的抖动使废气与雾

气交融，促进灰尘从废气中脱落。

[0009] 所述弹簧管的上端与除尘罐上端之间设置有储水囊；所述储水囊的上端固定于除

尘罐上，储水囊上端与除尘罐上的进水口接通，储水囊的下端与弹簧管接通。工作时，在弹

簧管被拉长或缩短的过程中，弹簧管将拉动储水囊，使储水囊间歇被拉长或压缩，从而使得

储水囊内时而产生负压，有利于水通过进水口被吸入储水囊内，从而使得水进入弹簧管内

时无需另外增加抽水泵，减少了装置的制造成本，同时，通过储水囊存水，可使水具有势能，

提高水从弹簧管的上端下流的速度，进而提高弹簧管喷雾的速度和强度，使得装置的除尘

效率提高。

[0010] 所述储水囊的底端固设有平板；所述弹簧管与平板固连；所述平板一侧与除尘罐

上端内壁之间设置有一端相互铰接的两个铰接棒，其中一个铰接棒与除尘罐上端内壁铰

接，另一个铰接棒与平板端部铰接；所述罐底为倾斜布置；所述储水囊的一侧设置有水管；

所述水管顺着除尘罐内壁向下至罐底的一端，且水管的管口位于罐底的最高处，水管与储

水囊连接处的囊壁上开设有圆孔；所述圆孔处点固有弹性膜；所述弹性膜位于储水囊外侧

的水管端部处，弹性膜的一端通过拉绳与铰接棒的铰接处，拉绳穿过水管的管壁。工作时，

因弹簧管时而被拉长时而缩短，从而使得平板被上下摆动，在平板上下摆动的过程中，两个

铰接棒之间的夹角夹角改变，从而使得铰接棒的铰接点产生位移，在弹性膜的一端与铰接

棒的铰接处连接拉绳，可使得铰接棒间歇式拉动拉绳，从而使得弹性膜间歇式被拉开而释

放储水囊内的水，使水通过水管冲击在罐底上，从而将罐底上附着的灰尘冲洗掉，并通过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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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释放，避免除尘罐内积攒大量灰尘，有利于提高除尘罐的除尘效果。

[0011] 所述滑板与立柱铰接，滑板的两边侧设置有两个对称且为弧形状的水坑。工作时，

电磁铁吸合磁铁，使弹簧管以及滑板在罐底来回滑动，因滑板上设置有水坑，从而使得滑板

上积聚水，在滑板在罐底来回滑动过程中，又因水坑为弧形状，从而使得滑板很容易的将水

坑内的水甩出，一方面可清洗罐底积攒的灰尘，另一方面可以将水泼洒在废气进口处，使水

将废气中的灰尘打湿，有利于废气除尘，提高废气除尘的效果。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3] 1.本发明通过弹簧管上的喷雾器向除尘罐内喷雾，使废气中的灰尘遇到雾气后被

打湿落下，通过向除尘罐内通入具有压力的废气，使得部分废气挤压滑块而产生滑动，滑块

通过电磁铁带动弹簧管在罐底来回移动，有利于弹簧管对除尘罐内均匀喷雾除尘，而弹簧

管被拉长或缩短，可改变弹簧管内的水压，可改变喷雾器喷雾的大小幅度，从而促进废气与

雾气相互交融，有利于废气除尘。

[0014] 2.本发明通过弹簧管被拉长或缩短，使得立柱在套筒中滑动时通过齿轮带动铰接

杆转动，铰接杆转动将使弹簧管扭动并扩张，套环可在弹簧管上滑动，从而扩大弹簧管在除

尘罐内的喷雾范围，使得除尘效果更佳。

[0015] 3.本发明结构简单，原理明了，在除尘过程中可给废气降温，可应用于工业锅炉中

废气除尘，避免废气中的灰尘堵塞其他废气处理设备，同时，避免过高温度的废气将其他设

备烫损。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的卡板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是图1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0019] 图4是图1中B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0] 图5是本发明的套筒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除尘罐1、进水口15、排气口12、排水管13、废气进口14、罐底11、滑块111、通

气口112、弹簧管2、喷雾器21、卡板22、卡块221、滑板3、磁铁31、水坑32、立柱4、套筒41、铰接

杆42、齿轮43、储水囊5、平板51、铰接棒52、水管53、弹性膜54。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使用图1至图5对本发明的一种工业锅炉废气除尘装置进行如下说明。

[0023] 如图1至图5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工业锅炉废气除尘装置，包括除尘罐1和控制

器，所述除尘罐1包括底部为空心状的罐底11，除尘罐1的上端设置有进水口15和排气口12，

除尘罐1的下端设置有排水管13；所述排水管13上设置有排水阀，所述罐底11的一端设置有

贯通罐底11的废气进口14，且废气进口14与空心状的罐底11内部连通，罐底11的另一端设

置有通气口112，罐底11内设置有复位弹簧和滑块111；所述通气口112连通罐底11和除尘罐

1内部；所述复位弹簧的一端与罐底11内壁连接，复位弹簧的另一端与滑块111连接；所述滑

块111内设有电磁铁；所述除尘罐1内设置有弹簧管2和滑板3；所述滑板3中部与弹簧管2下

端连接，滑板3内设置有磁铁31；所述磁铁31间歇式被电磁铁吸附或断开；所述弹簧管2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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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于除尘罐1上的进水口15，弹簧管2的管壁上依次间隔设置有多个喷雾器21，弹簧管2上端

被通入水，弹簧管2通过喷雾器21向除尘罐1内扩散式喷雾，除去从废气进口14进入除尘罐1

内的废气中灰尘；所述控制器布置在除尘罐1的外壁上，控制器用于控制电磁铁通断电。工

作时，使炼钢炉产生的废气通过管路接通于废气进口14；通过废气进口14向除尘罐1内通入

废气，通过进水口15向弹簧管2内通入水，水进入弹簧管2内后，通过弹簧管2上的喷雾器21

向外喷雾，使废气中的灰尘遇到雾气后被打湿落下，用喷雾器21可节约水资源，随着向除尘

罐1内通入具有压力的废气，使得部分废气挤压滑块111，使滑块111在罐底11内滑动，复位

弹簧被压缩，待滑块111滑到通气口112处释放废气后，罐底11的废气压力减小，滑块111被

复位弹簧复位，随后滑块111再次被废气推动滑动，从而使得滑块111在罐底11内来回滑动，

当电磁铁被通电后，电磁铁吸引滑板3上的磁铁31跟随滑动，从而使得弹簧管2的下端在罐

底11来回移动，并通过控制电磁铁的通断电，使得弹簧管2间歇被拉长或缩短，从而使得弹

簧管2来回摆动喷雾，有利于弹簧管2对除尘罐1内均匀喷雾除尘，而弹簧管2被拉长或缩短，

可改变弹簧管2内的水压，可改变喷雾器21喷雾的大小幅度，从而促进废气与雾气相互交

融，有利于废气除尘。

[0024] 所述滑板3的中部连接有立柱4，且立柱4上设置有两列齿；所述立柱4的上端套设

有凸字状的套筒41；所述套筒41的上部设置有两个铰接杆42；所述铰接杆42的一端设置有

套环，铰接杆42的另一端与套筒41上部铰接且铰接处的铰接杆42上设置有齿轮43；所述齿

轮43的边缘延伸至套筒41内并与立柱4上的齿啮合；所述套环套在弹簧管2上。工作时，弹簧

管2被拉长或缩短，使得立柱4在套筒41内滑动，因套筒41通过铰接杆42、套环与弹簧管2连

接，从而使得立柱4在套筒41中滑动时通过齿轮43带动铰接杆42转动，铰接杆42转动将使弹

簧管2扭动并扩张，套环可在弹簧管2上滑动，从而扩大弹簧管2在除尘罐1内的喷雾范围，使

得除尘效果更佳。

[0025] 所述弹簧管2上设置有多个X状的卡板22；所述卡板22卡合在弹簧管2的相邻簧圈

上，卡板22两端的内侧壁中部各设置有一对卡块221。工作时，弹簧管2下端的滑板3被滑块

111中的电磁铁吸合后，在滑块111滑动的引导下，弹簧管2在罐底11被来拉动，从而使得弹

簧管2一侧相邻簧圈靠近，弹簧管2另一侧的簧圈远离，因相邻簧圈之间间歇式接近或疏远，

从而使得簧圈在卡板22上间歇被卡合或脱离卡块221的阻挡而崩出，从而使得整个弹簧管2

出现震动，有利于弹簧管2将自身的管身上的灰尘或水珠抖落，从而减小弹簧管2的整体负

荷，并通过弹簧管2的抖动使废气与雾气交融，促进灰尘从废气中脱落。

[0026] 所述弹簧管2的上端与除尘罐1上端之间设置有储水囊5；所述储水囊5的上端固定

于除尘罐1上，储水囊5上端与除尘罐1上的进水口15接通，储水囊5的下端与弹簧管2接通。

工作时，在弹簧管2被拉长或缩短的过程中，弹簧管2将拉动储水囊5，使储水囊5间歇被拉长

或压缩，从而使得储水囊5内时而产生负压，有利于水通过进水口15被吸入储水囊5内，从而

使得水进入弹簧管2内时无需另外增加抽水泵，减少了装置的制造成本，同时，通过储水囊5

存水，可使水具有势能，提高水从弹簧管2的上端下流的速度，进而提高弹簧管2喷雾的速度

和强度，使得装置的除尘效率提高。

[0027] 所述储水囊5的底端固设有平板51；所述弹簧管2与平板51固连；所述平板51一侧

与除尘罐1上端内壁之间设置有一端相互铰接的两个铰接棒52，其中一个铰接棒52与除尘

罐1上端内壁铰接，另一个铰接棒52与平板51端部铰接；所述罐底11为倾斜布置；所述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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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5的一侧设置有水管53；所述水管53顺着除尘罐1内壁向下至罐底11的一端，且水管53的

管口位于罐底11的最高处，水管53与储水囊5连接处的囊壁上开设有圆孔；所述圆孔处点固

有弹性膜54；所述弹性膜54位于储水囊5外侧的水管53端部处，弹性膜54的一端通过拉绳与

铰接棒52的铰接处，拉绳穿过水管53的管壁。工作时，因弹簧管2时而被拉长时而缩短，从而

使得平板51被上下摆动，在平板51上下摆动的过程中，两个铰接棒52之间的夹角夹角改变，

从而使得铰接棒52的铰接点产生位移，在弹性膜54的一端与铰接棒52的铰接处连接拉绳，

可使得铰接棒52间歇式拉动拉绳，从而使得弹性膜54间歇式被拉开而释放储水囊5内的水，

使水通过水管53冲击在罐底11上，从而将罐底11上附着的灰尘冲洗掉，并通过排水管13释

放，避免除尘罐1内积攒大量灰尘，有利于提高除尘罐1的除尘效果。

[0028] 所述滑板3与立柱4铰接，滑板3的两边侧设置有两个对称且为弧形状的水坑32。工

作时，电磁铁吸合磁铁31，使弹簧管2以及滑板3在罐底11来回滑动，因滑板3上设置有水坑

32，从而使得滑板3上积聚水，在滑板3在罐底11来回滑动过程中，又因水坑32为弧形状，从

而使得滑板3很容易的将水坑32内的水甩出，一方面可清洗罐底11积攒的灰尘，另一方面可

以将水泼洒在废气进口14处，使水将废气中的灰尘打湿，有利于废气除尘，提高废气除尘的

效果。

[0029] 具体工作流程如下:

[0030] 工作时，使炼钢炉产生的废气通过管路接通于废气进口14；通过废气进口14向除

尘罐1内通入废气，通过进水口15向弹簧管2内通入水，水进入弹簧管2内后，通过弹簧管2上

的喷雾器21向外喷雾，使废气中的灰尘遇到雾气后被打湿落下，用喷雾器21可节约水资源，

随着向除尘罐1内通入具有压力的废气，使得部分废气挤压滑块111，使滑块111在罐底11内

滑动，复位弹簧被压缩，待滑块111滑到通气口112处释放废气后，罐底11的废气压力减小，

滑块111被复位弹簧复位，随后滑块111再次被废气推动滑动，从而使得滑块111在罐底11内

来回滑动，当电磁铁被通电后，电磁铁吸引滑板3上的磁铁31跟随滑动，从而使得弹簧管2的

下端在罐底11来回移动，并通过控制电磁铁的通断电，使得弹簧管2间歇被拉长或缩短，从

而使得弹簧管2来回摆动喷雾，有利于弹簧管2对除尘罐1内均匀喷雾除尘，而弹簧管2被拉

长或缩短，可改变弹簧管2内的水压，可改变喷雾器21喷雾的大小幅度，从而促进废气与雾

气相互交融；

[0031] 在弹簧管2被拉长或缩短的过程中，立柱4在套筒41中滑动时通过齿轮43带动铰接

杆42转动，铰接杆42转动将使弹簧管2扭动并扩张，从而扩大弹簧管2在除尘罐1内的喷雾范

围；在弹簧管2下端的滑板3被滑块111中的电磁铁吸合后，在滑块111滑动的引导下，弹簧管

2在罐底11被来拉动，使得簧圈在卡板22上间歇被卡合或脱离卡块221的阻挡而崩出，从而

使得整个弹簧管2；同时，弹簧管2将拉动储水囊5，使储水囊5间歇被拉长或压缩，从而使得

储水囊5内时而产生负压，有利于水通过进水口15被吸入储水囊5内；在平板51上下摆动的

过程中，两个铰接棒52之间的夹角夹角改变，从而使得铰接棒52的铰接点产生位移，在弹性

膜54的一端与铰接棒52的铰接处连接拉绳，可使得铰接棒52间歇式拉动拉绳，从而使得弹

性膜54间歇式被拉开而释放储水囊5内的水，使水通过水管53冲击在罐底11上，从而将罐底

11上附着的灰尘冲洗掉，并通过排水管13释放，避免除尘罐1内积攒大量灰尘，有利于提高

除尘罐1的除尘效果；本发明使用水去除废气中的灰尘，但不仅仅是使用水，还可以是添加

有化学试剂的除尘液或除硫液，用于在除去废气中的灰尘的同时，还可以除去废气中的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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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物。

[0032] 以上，关于本发明的一实施方式进行了说明，但本发明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在不

脱离本发明主旨的范围内能够进行各种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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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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