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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热喷涂设备的废气
回收处理装置，
包括机身，
所述机身的底端通过
螺栓固定连接有底座，
所述机身的一侧中部卡接
有进气扇，所述机身的 另一侧中部焊接有吸风
罩，
所述机身的内部顶端滑动连接有喷头，
所述
机身的内部底端焊接有卡座，
所述卡座的上方转
动连接有卡爪，
所述吸风罩靠近机身的一端卡接
有滤网，
所述吸风罩的另一端焊接有连接管的一
端，
所述连接管的另一端上方焊接有吸尘管。该
种发明设计合理，
使用方便，
通过设置有活性炭
层，
提高了有害气体的吸附能力，
通过设置有滤
袋，
有效过滤废气中的粉尘颗粒，
通过设置有U型
管，
减少了设备占 用空间，
该装置结构紧凑，
造价
低廉，
适合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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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用于热喷涂设备的废气回收处理装置，
包括机身(5) ，
其特征在于：
所述机身(5)
的底端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底座(1) ，
所述机身(5)的一侧中部卡接有进气扇(6) ，
所述机身
(5)的另一侧中部焊接有吸风罩(10)，
所述机身(5)的内部顶端滑动连接有喷头(8)，
所述机
身(5)的内部底端焊接有卡座(2) ，
所述卡座(2)的上方转动连接有卡爪(7) ，
所述吸风罩
(10)靠近机身(5)的一端卡接有滤网(9)，
所述吸风罩(10)的另一端焊接有连接管(11)的一
端，
所述连接管(11)的另一端上方焊接有吸尘管(12) ，
所述连接管(11)的另一端下方焊接
有除尘管(4)，
所述吸尘管(12)的内部固定连接有滤袋(19)，
所述吸尘管(12)的顶端焊接有
U型管(14)的一端，
所述U型管(14)的顶端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吸风机(13)，
所述U型管(14)
的另一端焊接有活性炭管(16)，
所述活性炭管(16)的内部顶端卡接有滤罩(15)；
所述滤袋(19)的内部固定连接有铁棒(20) ，
所述铁棒(20)贯穿滤袋(19)上下两端，
所
述铁棒(20)的表面抛光；
所述吸尘管(12)的表面套接有电磁铁(21)，
所述电磁铁(21)为环形结构；
所述活性炭管(16)的底端焊接有排气管(18)，
所述排气管(18)的表面均有开有小孔；
所述除尘管(4)为上窄下宽的塔型，
所述除尘管(4)的底端铰接有除尘门(3) ，
所述除尘
门(3)与除尘管(4)之间的间隙处填充有密封硅胶。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热喷涂设备的废气回收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
活性炭管(16)的内部均匀填充有活性炭层(17)，
所述活性炭层(17)为蜂窝状结构。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热喷涂设备的废气回收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
滤袋(19)为棉麻材质，
所述滤袋(19)共设置有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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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热喷涂设备的废气回收处理装置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热喷涂设备技术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用于热喷涂设备的废气回收处理
装置。
[0003] 【背景技术】
[0004] 热喷涂是指一系列过程，
在这些过程中，
细微而分散的金属或非金属的涂层材料，
以一种熔化或半熔化状态，
沉积到一种经过制备的基体表面，
形成某种喷涂沉积层，
它是利
用某种热源（如电弧、
等离子喷涂或燃烧火焰等）将粉末状或丝状的金属或非金属材料加热
到熔融或半熔融状态，
然后借助焰留本身或压缩空气以一定速度喷射到预处理过的基体表
面，
沉积而形成具有各种功能的表面涂层的一种技术，
利用由燃料气或电弧等提供的能量。
[0005] 目前，
在进行热喷涂作业时，
由于作业时产生大量的高温粉尘类有害气体，
直接排
放到空气中，
对人体和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0006]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热喷涂设备的废气回收处理装置，
可以有效
解决背景技术中的问题。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09] 一种用于热喷涂设备的废气回收处理装置，
包括机身，
所述机身的底端通过螺栓
固定连接有底座，
所述机身的一侧中部卡接有进气扇，
所述机身的另一侧中部焊接有吸风
罩，
所述机身的内部顶端滑动连接有喷头，
所述机身的内部底端焊接有卡座，
所述卡座的上
方转动连接有卡爪，
所述吸风罩靠近机身的一端卡接有滤网，
所述吸风罩的另一端焊接有
连接管的一端，
所述连接管的另一端上方焊接有吸尘管，
所述连接管的另一端下方焊接有
除尘管，
所述吸尘管的内部固定连接有滤袋，
所述吸尘管的顶端焊接有U型管的一端，
所述U
型管的顶端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吸风机，
所述U型管的另一端焊接有活性炭管，
所述活性炭
管的内部顶端卡接有滤罩。
[0010] 进一步地，
所述活性炭管的内部均匀填充有活性炭层，
所述活性炭层为蜂窝状结
构。
[0011] 进一步地，
所述滤袋的内部固定连接有铁棒，
所述铁棒贯穿滤袋上下两端，
所述铁
棒的表面抛光。
[0012] 进一步地，
所述滤袋为棉麻材质，
所述滤袋共设置有四组。
[0013] 进一步地，
所述除尘管为上窄下宽的塔型，
所述除尘管的底端铰接有除尘门，
所述
除尘门与除尘管之间的间隙处填充有密封硅胶。
[0014] 进一步地，
所述活性炭管的底端焊接有排气管，
所述排气管的表面均有开有小孔。
[0015] 进一步地，
所述吸尘管的表面套接有电磁铁，
所述电磁铁为环形结构。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 ，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该种发明设计合理，
使用方便，
通过
设置有活性炭层，
提高了有害气体的吸附能力，
通过设置有滤袋，
有效过滤废气中的粉尘颗
粒，
通过设置有U型管，
减少了设备占 用空间，
通过设置有电磁铁，
利用电磁铁去除滤袋内的
粉尘，
减少了设备维护保养费用，
该装置结构紧凑，
造价低廉，
适合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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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桶盖的吸尘管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
1、
底座；
2、
卡座；
3、
除尘门；
4、
除尘管；
5、
机身；
6、
进气扇；
7、
卡爪；
8、
喷头；
9、
滤网；
10、
吸风罩；
11、
连接管；
12、
吸尘管；
13、
吸风机；
14、
U型管；
15、
滤罩；
16、
活性炭管；
17、
活性炭层；
18、
排气管；
19、
滤袋；
20、
铁棒；
21、
电磁铁。
[0021]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
创作特征、
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
下面结合
具体实施方式，
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3] 如图1-2所示，
一种用于热喷涂设备的废气回收处理装置，
包括机身5，
所述机身5
的底端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底座1，
所述机身5的一侧中部卡接有进气扇6，
所述机身5的另
一侧中部焊接有吸风罩10，
所述机身5的内部顶端滑动连接有喷头8，
所述机身5的内部底端
焊接有卡座2，
所述卡座2的上方转动连接有卡爪7，
所述吸风罩10靠近机身5的一端卡接有
滤网9，
所述吸风罩10的另一端焊接有连接管11的一端，
所述连接管11的另一端上方焊接有
吸尘管12，
所述连接管11的另一端下方焊接有除尘管4，
所述吸尘管12的内部固定连接有滤
袋19，
所述吸尘管12的顶端焊接有U型管14的一端，
所述U型管14的顶端通过螺栓固定连接
有吸风机13，
所述U型管14的另一端焊接有活性炭管16，
所述活性炭管16的内部顶端卡接有
滤罩15。
[0024] 其中，
所述活性炭管16的内部均匀填充有活性炭层17，
所述活性炭层17为蜂窝状
结构。
[0025] 其中，
所述滤袋19的内部固定连接有铁棒20，
所述铁棒20贯穿滤袋19上下两端，
所
述铁棒20的表面抛光，
避免了灰尘在其表面附着。
[0026] 其中，
所述滤袋19为棉麻材质，
所述滤袋19共设置有四组。
[0027] 其中，
所述除尘管4为上窄下宽的塔型，
所述除尘管4的底端铰接有除尘门3，
所述
除尘门3与除尘管4之间的间隙处填充有密封硅胶，
提高了设备密闭性。
[0028] 其中，
所述活性炭管16的底端焊接有排气管18，
所述排气管18的表面均有开有小
孔，
柔化了排气力道。
[0029] 其中，
所述吸尘管12的表面套接有电磁铁21，
所述电磁铁21为环形结构。
[0030] 需要说明的是，
本发明为一种用于热喷涂设备的废气回收处理装置，
在使用该装
置进行热喷涂作业时，
首先需确保机身5处于相对密封状态，
然后打开进气扇6和吸风机13，
热喷涂作业时产生的高温粉尘及其他废气通过滤网9初步降温过滤，
通过吸尘管12内的滤
袋19进行过滤，
经过滤袋19过滤后的废气经过活性炭层17进行过滤处理，
最终由排气管18
排出，
在设备运行过程中，
电磁铁21会间歇作业，
当电磁铁21开启闭合瞬间，
铁棒20会靠近
或原理电磁铁21，
模拟拍打滤袋19动作，
将滤袋19内部积聚的粉尘抖落至除尘管4，
并从除
尘门3取出。
[0031]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
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
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
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
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
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
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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