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673536.2

(22)申请日 2019.07.2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36875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10.25

(73)专利权人 湖北三江航天万峰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地址 432000 湖北省孝感市6号信箱万峰公

司

(72)发明人 朱加云　郑胜　涂远江　肖焱山　

曾曙光　苏陈颖　李宁　

(74)专利代理机构 武汉东喻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42224

代理人 宋敏

(51)Int.Cl.

B01D 47/0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7996735 U,2018.10.23

US 6478859 B1,2002.11.12

CN 204365657 U,2015.06.03

CN 109999586 A,2019.07.12

DE 2414318 A1,1974.10.17

审查员 李洪芳

 

(54)发明名称

一种瓷砖陶瓦表面缺陷在线检测的除尘设

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瓷砖陶瓦表面缺陷在线

检测的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风吸机，用

于吸收空气中粉尘；水析过滤格栅，用于过滤所

述风吸机吹出废气中的粉尘；所述风吸机包括风

吸箱、排烟风机、风吸软管、风吸头和吸头支架；

所述排烟风机固定在所述风吸箱中，所述风吸箱

侧开口接入所述风吸软管，所述风吸软管的一端

连接所述排烟风机的进风口连接，所述风吸软管

的另一端连接所述风吸头，所述风吸头固定在所

述吸头支架上，所述风吸头的进气口朝向瓷砖陶

瓦传输带；所述水析过滤格栅固定在所述风吸箱

上、所述排烟风机的排风口一侧。本发明能够过

滤生产过程中的粉尘，创造无尘环境，消除瓷砖

陶瓦生产车间中粉尘对在线检测设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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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瓷砖陶瓦表面缺陷在线检测的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

风吸机，用于吸收空气中粉尘；

水析过滤格栅，用于过滤所述风吸机吹出废气中的粉尘；

所述风吸机包括风吸箱、排烟风机、风吸软管、风吸头和吸头支架；所述排烟风机固定

在所述风吸箱中，所述风吸箱侧开口接入所述风吸软管，所述风吸软管的一端连接所述排

烟风机的进风口，所述风吸软管的另一端连接所述风吸头；

所述水析过滤格栅固定在所述风吸箱上、所述排烟风机的排风口一侧；

所述风吸箱包括风机腔和抽风腔；

所述排烟风机固定在风机腔中，所述抽风腔侧箱壁上开有抽风口，所述风吸软管从抽

风口进入并固定；

具有两套所述风吸软管、风吸头和吸头支架；所述抽风腔两侧箱壁上开有两个抽风口，

两个所述风吸软管分别从各自的抽风口进入并固定；

两个所述风吸头和两个所述吸头支架固定在一起后，分别放置在瓷砖陶瓦表面缺陷在

线检测设备的进瓦口和出瓦口，两个所述风吸头的进气口朝向瓷砖陶瓦传输带；

所述吸头支架包括多个支腿，瓷砖陶瓦传输带从支腿之间穿过；

所述风吸箱放置于瓷砖陶瓦传输带下方；

所述水析过滤格栅为空心注水结构，所述水析过滤格栅顶部一侧开有进水口，连接水

源；

所述水析过滤格栅的网格管道横向左右两侧开有析水口，所述析水口开口方向为垂直

于所述风吸箱的出风方向，或者，所述水析过滤格栅的网格管道竖向上下两侧开有析水口，

所述析水口开口方向为垂直于所述风吸箱的出风方向；

所述水析过滤格栅出风方向最外层装有过滤网，对粉尘与水的混合物进行拦截过滤；

所述过滤网为可更换模块，或者所述水析过滤格栅为可从所述风吸箱拆卸更换的整体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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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瓷砖陶瓦表面缺陷在线检测的除尘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瓷砖陶瓦生产线除尘设备的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瓷砖陶瓦表面

缺陷在线检测的除尘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在瓷砖陶瓦生产中，需要对生产线上的瓷砖陶瓦进行表面缺陷检测，通常采用基

于机器视觉的在线检测方法，这就需要使用到工业相机。但瓷砖陶瓦生产过程会产生大量

的粉尘颗粒，粉尘颗粒附着在瓷砖陶瓦表面会影响检测设备对瓷砖陶瓦的检测结果；弥漫

在空气中的粉尘颗粒进入工业相机等精密设备还会对相机造成损害，降低其精密性和安全

性；在空气中悬浮的粉尘颗粒浓度较大时甚至还会影响生产安全以及人体健康。因此，如何

降低瓷砖陶瓦生产的粉尘就显得至关重要。但目前市场上还没有一款针对瓷砖陶瓦生产线

上用于瓷砖陶瓦表面检测的除尘设备。

[0003] 为此，研发一款瓷砖陶瓦表面缺陷在线检测的除尘设备就显得尤为重要。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以上缺陷或改进需求中的至少一种，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瓷砖陶瓦表

面缺陷在线检测的除尘设备，能够过滤生产过程中的粉尘，创造无尘环境，消除瓷砖陶瓦生

产车间中粉尘对在线检测设备的影响。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按照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瓷砖陶瓦表面缺陷在线检

测的除尘设备，包括：

[0006] 风吸机，用于吸收空气中粉尘；

[0007] 水析过滤格栅，用于过滤所述风吸机吹出废气中的粉尘；

[0008] 所述风吸机包括风吸箱、排烟风机、风吸软管、风吸头和吸头支架；所述排烟风机

固定在所述风吸箱中，所述风吸箱侧开口接入所述风吸软管，所述风吸软管的一端连接所

述排烟风机的进风口连接，所述风吸软管的另一端连接所述风吸头，所述风吸头固定在所

述吸头支架上，所述风吸头的进气口朝向瓷砖陶瓦传输带；

[0009] 所述水析过滤格栅固定在所述风吸箱上、所述排烟风机的排风口一侧。

[0010] 优选地，所述风吸箱包括风机腔和抽风腔；

[0011] 所述排烟风机固定在风机腔中，所述抽风腔侧箱壁上开有抽风口，所述风吸软管

从抽风口进入并固定。

[0012] 优选地，具有两套所述风吸软管、风吸头和吸头支架；所述抽风腔两侧箱壁上开有

两个抽风口，两个所述风吸软管分别从各自的抽风口进入并固定；

[0013] 两个所述风吸头和两个所述吸头支架固定在一起后，分别放置在瓷砖陶瓦表面缺

陷在线检测设备的进瓦口和出瓦口，两个所述风吸头的进气口朝向瓷砖陶瓦传输带。第一

套布置在进瓦口，在进入瓷砖陶瓦表面缺陷在线检测设备之前进行第一次有效除尘；由于

瓷砖陶瓦压住的死角等处在瓷砖陶瓦传输带的震动下，有可能还会存在少量灰尘，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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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套布置在出瓦口，在进入下一道工序(如分拣等)之前，再次进行除尘，进一步实现无尘

作业。

[0014] 优选地，所述水析过滤格栅为空心注水结构，所述水析过滤格栅顶部一侧开有进

水口，连接水源。

[0015] 优选地，所述水析过滤格栅的网格管道横向左右两侧开有析水口，所述析水口开

口方向为垂直于所述风吸箱的出风方向。

[0016] 优选地，所述水析过滤格栅的网格管道竖向上下两侧开有析水口，所述析水口开

口方向为垂直于所述风吸箱的出风方向。

[0017] 优选地，所述水析过滤格栅出风方向最外层装有过滤网，对粉尘与水的混合物进

行拦截过滤。

[0018] 优选地，所述过滤网为可更换模块；

[0019] 或者所述水析过滤格栅为可从所述风吸箱拆卸更换的整体模块。通过模块的更

换，减少生产线的停机时间，且维护简单高效。

[0020] 优选地，所述吸头支架包括多个支腿，瓷砖陶瓦传输带从支腿之间穿过。

[0021] 优选地，所述风吸箱放置于瓷砖陶瓦传输带下方。

[0022] 在上述方案中，带有粉尘的空气从所述风吸头进入，流入所述抽风腔，通过所述排

烟风机，在所述水析过滤格栅中充分与水接触，粉尘与水的混合物被所述滤网，吸附在滤网

上。

[0023] 在上述方案中，水从所述水析过滤格栅进水口注入，填满所述整个空心格栅，所述

排烟风机开始工作时，所述风机腔出风口有较高风速带有粉尘空气吹出，受空气压强作用，

所述水析过滤格栅中的水从所述析水口析出，与空气中的粉尘充分接触。

[0024] 上述优选技术特征只要彼此之间未构成冲突就可以相互组合。

[0025] 总体而言，通过本发明所构思的以上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效

果：

[0026] 1、本发明的瓷砖陶瓦表面缺陷在线检测的除尘设备，消除瓷砖陶瓦生产过程会产

生的粉尘颗粒，避免粉尘颗粒附着在瓷砖陶瓦表面，从而检测设备对瓷砖陶瓦的检测结果

不会受到干扰。

[0027] 2、本发明的瓷砖陶瓦表面缺陷在线检测的除尘设备，避免空气中的粉尘颗粒对工

业相机等精密设备造成损害，保证了其精密性和安全性。

[0028] 3、本发明的瓷砖陶瓦表面缺陷在线检测的除尘设备，为瓷砖陶瓦生产线的工作人

员提供一个清洁的工作环境，有利于人体健康和生产安全。

[0029] 4、本发明的瓷砖陶瓦表面缺陷在线检测的除尘设备，通过风吸机和水析过滤格栅

进行除尘，采用封闭管道和腔体，不会产生新的灰尘，利用水析过滤，提高了除尘效果，减小

了设备体积，降低了运行噪音。

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本发明的瓷砖陶瓦表面缺陷在线检测的除尘设备的整体示意图；

[0031] 图2为风吸机结构示意图；

[0032] 图3为风吸箱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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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图4为水析过滤格栅结构截面示意图；

[0034] 图5为过滤网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此外，下面所描述的本发明各个实施方式中所涉及到的技术特征只要

彼此之间未构成冲突就可以相互组合。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较佳实施方式，如图1‑5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瓷砖陶瓦表面缺

陷在线检测的除尘设备，包括用于吸收空气中粉尘的风吸机1和用于过滤所述风吸机1吹出

废气中粉尘的水析过滤格栅2。所述风吸机1包括风吸箱1a、排烟风机1b、风吸软管1e、风吸

头1f和吸头支架1h，所述排烟风机1b固定在所述风吸箱1a中，排风方向为水平陶瓦传输带

方向，所述风吸箱1a两侧开有抽风口1d‑1接入所述风吸软管1e，所述风吸软管1e连接两个

所述风吸头1f，两个所述风吸头1f固定在所述吸头支架1h上，所述风吸头1f的进气口朝向

陶瓦传输带；所述水析过滤格栅2固定在风吸箱1a出风口一侧。

[0037] 所述风吸箱1a放置于陶瓦传输带下方、被固定在地面上，所述风吸箱1a包括风机

腔1c和抽风腔1d，所述排烟风机1b固定在风机腔1c中，所述抽风腔1d两侧箱壁上开有抽风

口1d‑1，两个所述风吸软管1e从抽风口1d‑1进入并固定。两个所述风吸头1f和两个所述吸

头支架1h固定在一起后，分别放置在陶瓦检测设备的进瓦口和出瓦口。

[0038] 所述水析过滤格栅2为空心注水设计，所述格栅顶部右侧有进水口2a‑2连接水源。

所述水析过滤格栅2的网格管道两侧开有多个析水口2a‑1，所述析水口2a‑1开口方向为垂

直所述风吸箱1a出风方向。

[0039] 具体工作中，使用本发明提供的除尘设备对陶瓦检测装置进瓦口和出瓦口的含尘

空气进行除尘，含尘空气从两个风吸头1f进入，沿着风吸软管1e进入抽风腔1d，通过排烟风

机1a到达水析过滤格栅2，水析格栅2a中的水在空气压强作用下从格栅两侧的析水口2a‑1

析出，析出的水雾与含尘空气中的粉尘颗粒充分接触凝结，碰撞并附着在过滤网2b上。

[0040]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容易理解，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

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

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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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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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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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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