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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石材加工的除尘柜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石材加工的除尘柜，它

包括主柜体、除尘室；除尘室内至少设有一道水

滤除尘机构，该水滤除尘机构包括封闭隔板、除

尘阀和水滤层；该封闭隔板固定装设于除尘室的

内周壁上，该除尘阀包括导气帽、通气管和导向

管；该导气帽底部设有导气凹陷，导气帽的底部

始终浸没于该水滤层内，导气帽的顶部始终突出

于该水滤层的液面；该负压区负压较小时，待滤

区与负压区的连通通过该导向管阻断；该负压区

较大时，待滤区的待滤空气经由通气管、出气通

孔、水滤层进入该负压区。该水滤层能够对待滤

空气中的粉尘进行全面且有效的吸收，单一水滤

除尘机构的除尘率能够达到85%以上，两道水滤

除尘机构的叠加使用的除尘率能够达到96.5%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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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石材加工的除尘柜，包括主柜体，主柜体设有进气口、除尘室、排气口和水槽；进

气口设于所述主柜体的侧壁上，除尘室为底部敞口结构，水槽设于该敞口的正下方，排气口

配置有排气风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除尘室内至少设有一道水滤除尘机构，该水滤除尘机构包括封闭隔板、除尘阀和

水滤层；该封闭隔板固定装设于所述除尘室的内周壁上，封闭隔板将其所在装配区域分隔

为对应上、下独立分布的负压区、待滤区，待滤区与所述进气口连通；封闭隔板的上表面与

除尘室的内周壁围成水滤池，水滤池装入的水形成该水滤层；

该除尘阀包括导气帽、通气管和导向管；该导气帽底部设有导气凹陷，导气帽的底部始

终浸没于该水滤层内，导气帽的顶部始终突出于该水滤层的液面；该通气管的顶端固定装

设于该导气凹陷内，导气帽布设于所述负压区内；该导向管竖直贯穿地固定装配在该封闭

隔板上；该通气管可自由滑动地套设于该导向管内，通气管的顶端的周向侧壁上设有出气

通孔，通气管与所述待滤区连通；

该负压区对除尘阀吸附的向上作用力小于其所受向下作用力时，导气帽和通气管处于

最低位，待滤区与负压区的连通通过该导向管阻断；该负压区对除尘阀吸附的向上作用力

大于其所受向下作用力时，导气帽和通气管受力上浮，待滤区的待滤空气经由通气管、出气

通孔、水滤层进入该负压区。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石材加工的除尘柜，其特征在于：所述通气管配设有集气

盖，集气盖布设于所述待滤区内，集气盖设有呈锥面结构的导流腔，所述通气管的底端与导

流腔的直径较小一端连通。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石材加工的除尘柜，其特征在于：所述通气管的内径大于

32mm，所述出气通孔呈长条形通孔，出气通孔的宽度大于5mm；所述导气帽的底部最小浸没

深度大于35mm。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石材加工的除尘柜，其特征在于：所述封闭隔板上设有多个

呈点阵分布的所述除尘阀。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石材加工的除尘柜，其特征在于：所述除尘室内设置有两道

所述水滤除尘机构，除尘室由上而下分隔为负压依次递减的第一负压区、第二负压区和待

滤区。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石材加工的除尘柜，其特征在于：所述封闭隔板由固定板和

活动闸板闭合拼接构成；活动闸板通过活页作定轴转动地装配于该固定板上或者除尘室的

内侧壁上，活动闸板通过电机或者人力驱动实现向下摆动开启或者向上摆动闭合，活动闸

板的周沿配设有密封件；所述主柜体配置有保持封闭隔板处于闭合状态的限位机构。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石材加工的除尘柜，其特征在于：所述封闭隔板与水平面呈

5～30°夹角设置；所述活动闸板设于所述固定板的低位处。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用于石材加工的除尘柜，其特征在于：所述封闭隔板为矩形隔

板，封闭隔板沿其宽度方向由下向上倾斜延伸。

9.如权利要求1至6任一所述的用于石材加工的除尘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槽内配置

有用于定时定量为所述水滤层补充水的水泵；水槽固定设有滤水板，滤水板与水槽侧壁围

成封闭的滤水池，水槽内含有粉尘的水经滤水板过滤进入所述滤水池，所述水泵装配于所

述滤水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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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用于石材加工的除尘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泵配置有喷洗机

构，喷洗机构包括主管道和若干个呈线性排列的喷头，所述水泵将所述滤水池内的水送至

所述主管道并经所述喷头喷出，喷洗机构用于对所述封闭隔板的上表面的积尘进行喷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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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石材加工的除尘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石材加工除尘领域，特别是指一种用于石材加工的除尘柜。

背景技术

[0002] 石材的切割、打磨等加工处理多会产生大量粉尘。石材加工多会配备除尘装置以

减少环境污染及保障生产环境。如图3所示，现有的石材粉尘除尘机构多通过由硬塑滤层

100和纸滤层200构成的两道过滤层过滤实现。粉尘空气进入除尘装置的进气口后，配置的

喷淋机构300朝向硬塑滤层100喷水，将空气中的大部分粉尘截留在硬塑滤层100上，被截留

的粉尘通过水流冲刷、回流至底部的水槽内。

[0003] 如图3所示，该除尘装置运行过程中，粉尘空气行走的轨迹为呈L字形的直线行程

（粉尘空气的方向如图3中箭头指向所示）。当硬塑滤层100和纸滤层200通过性良好时，粉尘

空气通过两个滤层的速度过快而导致喷淋机构300对粉尘的刷洗率偏低；而随着两个滤层

因粉尘的积淀而而逐步堵塞时，排气口的工作负荷加大，粉尘的除尘率也急剧下降，除尘效

果差，对两个滤层进行频繁更换致使使用成本高昂，使用也很为麻烦，产品的实用性较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石材加工的除尘柜，以克服现有的除尘装置存在的除尘效果

差，除尘率偏低的问题。

[0005]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用于石材加工的除尘柜，包括主柜体，主柜体设有进气口、除尘室、排气口和水槽。

进气口设于上述主柜体的侧壁上，除尘室为底部敞口结构，水槽设于该敞口的正下方，排气

口配置有排气风机。上述除尘室内至少设有一道水滤除尘机构，该水滤除尘机构包括封闭

隔板、除尘阀和水滤层。该封闭隔板固定装设于上述除尘室的内周壁上，封闭隔板将其所在

装配区域分隔为对应上、下独立分布的负压区、待滤区，待滤区与上述进气口连通。封闭隔

板的上表面与除尘室的内周壁围成水滤池，水滤池装配的水形成该水滤层。该除尘阀包括

导气帽、通气管和导向管。该导气帽底部设有导气凹陷，导气帽的底部始终浸没于该水滤层

内，导气帽的顶部始终突出于该水滤层的液面。该通气管的顶端固定装设于该导气凹陷内，

导气帽布设于上述负压区内。该导向管竖直贯穿地固定装配在该封闭隔板上。该通气管可

自由滑动地套设于该导向管内，通气管的顶端的周向侧壁上设有出气通孔，通气管与上述

待滤区连通。该负压区对除尘阀吸附的向上作用力小于其所受向下作用力时，导气帽和通

气管处于最低位，待滤区与负压区的连通通过该导向管阻断。该负压区对除尘阀吸附的向

上作用力大于其所受向下作用力时，导气帽和通气管受力上浮，待滤区的待滤空气经由通

气管、出气通孔、水滤层进入该负压区。

[0007] 进一步改进地，上述通气管配设有集气盖，集气盖布设于上述待滤区内，集气盖设

有呈锥面结构的导流腔，所受通气管的底端与导流腔的直径较小一端连通。上述导气帽和

上述集气盖均呈锥形结构。上述通气管的内径大于32mm，优选通气管的内径为45～12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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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出气通孔呈长条形通孔，出气通孔的宽度大于5mm，优选出气通孔的宽度为6～9mm。上

述导气帽的底部最小浸没深度大于35mm，优选浸没深度为47～165mm。

[0008] 进一步改进地，上述封闭隔板上设有多个呈点阵分布的上述除尘阀。

[0009] 进一步改进地，上述除尘室内设置有两道上述水滤除尘机构，除尘室由上而下分

隔为负压依次递减的第一负压区、第二负压区和待滤区。

[0010] 进一步改进地，上述封闭隔板由固定板和活动闸板闭合拼接构成。活动闸板通过

活页作定轴转动地装配于该固定板上或者除尘室的内侧壁上，活动闸板通过电机或者人力

驱动实现向下摆动开启或者向上摆动闭合，活动闸板的周沿配设有密封件。上述主柜体配

置有保持封闭隔板处于闭合状态的限位机构。

[0011] 进一步改进地，上述封闭隔板与水平面呈5～30°夹角设置。上述活动闸板设于低

位处。上述封闭隔板为矩形隔板，封闭隔板沿其宽度方向由下向上倾斜延伸。

[0012] 进一步改进地，上述水槽内配置有用于定时定量为上述水滤层补充水的水泵。水

槽固定设有滤水板，滤水板与水槽侧壁围成封闭的滤水池，水槽内含有粉尘的水经滤水板

过滤进入该滤水池，上述水泵装配于该滤水池内。

[0013] 进一步改进地，上述水泵配置有喷洗机构，喷洗机构包括主管道和若干个呈线性

排列的喷头，水泵将滤水池内的水输送至该主管道并经喷头喷出，喷洗机构用于对上述封

闭隔板的上表面的积尘进行喷洗。

[0014] 由上述对本发明结构的描述可知，和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本发明

的除尘柜通过水滤除尘机构的配置，使得待滤空气经由通气管的竖直流动、导气帽的导气

凹陷的斜向下的改向流动而俯冲进入水滤层，既有效地延长了待滤空气在水滤层内的行

程，也对水滤层具有搅拌作用，能够有效提升水滤层与待滤空气的有效接触面积，且水滤层

能够对该待滤空气实现全面包围，从而能够对各种粒径的粉尘进行高效且全面地捕捉和截

留，单一水滤除尘机构的除尘率能够达到85%以上，两道水滤除尘机构的叠加使用的除尘率

能够达到96.5%以上；除尘效果得到显著提升。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除尘柜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的除尘柜沿图1中A‑A方向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背景技术中现有常见的除尘柜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参照附图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参照图1、图2，用于石材加工的除尘柜，包括主柜体1，主柜体1设有进气口10、除尘

室11、水槽12和排气口13。粉尘空气依次经过进气口10、除尘室11并由排气口13排出。优选

该除尘柜为如图1所示的竖立构造，即：上述进气口10设于上述主柜体1的侧壁上，上述除尘

室11为底部敞口结构，且该敞口与该进气口10连通，上述水槽12设于上述敞口的正下方，上

述排气口13设于除尘室11的顶部。排气口13配置有排气风机14，该排气风机14运行促使除

尘室11内的空气向外排出，从而使得除尘室11内形成负压。上述除尘室11内至少设有一道

水滤除尘机构2，该水滤除尘机构2包括封闭隔板21、除尘阀22和水滤层23。该封闭隔板21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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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装设于上述除尘室11的内周壁上，封闭隔板21将其所在装配区域分隔为对应上、下独立

分布的负压区、待滤区11c，待滤区11c与上述进气口10连通。封闭隔板21的上表面与除尘室

11的内周壁围成水滤池，水滤池装配的水形成该水滤层23。

[0020] 如图2所示，上述封闭隔板21上设有多个呈点阵分布的上述除尘阀22。继续参照图

1，该除尘阀22包括导气帽221、通气管222和导向管223。该导气帽221底部设有导气凹陷

220，导气帽221的底部始终浸没于该水滤层23内，导气帽221的顶部始终突出于该水滤层23

的液面。该通气管222的顶端固定装设于该导气凹陷220内，导气帽221布设于上述负压区

内。该导向管223竖直贯穿地固定装配在该封闭隔板21上。该通气管222可自由滑动地套设

于该导向管223内，通气管222的顶端的周向侧壁上设有出气通孔224，通气管222与上述待

滤区11c连通。该负压区对除尘阀22吸附的向上作用力小于其所受向下作用力时，导气帽

221和通气管222处于最低位，待滤区11c与负压区的连通通过该导向管223阻断。该负压区

对除尘阀22吸附的向上作用力大于其所受向下作用力时，导气帽221和通气管222受力上

浮，如图1的局部放大图所示，待滤区11c的待滤空气经由通气管222、出气通孔224、水滤层

23进入该负压区。

[0021] 上述通气管222配设有集气盖225，集气盖225布设于上述待滤区11c内，集气盖225

设有呈锥面结构的导流腔，所受通气管222的底端与导流腔的直径较小一端连通。上述导气

帽221和上述集气盖225均呈锥形结构。上述通气管222的内径大于32mm，优选通气管222的

内径为45～126mm。上述出气通孔224呈长条形通孔，出气通孔224的宽度大于5mm，优选出气

通孔224的宽度为6～9mm。上述导气帽221的底部最小浸没深度大于35mm，优选浸没深度为

47～165mm。

[0022] 如图1所示，上述除尘室11内设置有两道上述水滤除尘机构2，除尘室11由上而下

分隔为负压依次递减的第一负压区11a、第二负压区11b和待滤区11c。优选：上层水滤除尘

机构2的除尘阀22的设置数量大于下层水滤除尘机构2的除尘阀22的设置数量，且上层水滤

除尘机构2的通气管222的直径小于下层水滤除尘机构2的通气管222的直径，使得二者的空

气通过流量大致相等，该优选方式的设置能够进一步提升除尘柜的除尘率，能够达到97.8%

以上。

[0023] 继续参照图1，由于导气帽221的底部始终浸没于该水滤层23内，导气帽221的顶部

始终突出于该水滤层23的液面。使得导气帽221的底部和顶部存在气压差，当排气风机14运

行时，第一负压区11a内的气压急剧降低，在上层的水滤除尘机构2的除尘阀22未开启时，下

层的水滤除尘机构2的第二负压区11b（即为上层的水滤除尘机构2的待滤区11c）内的气压

为正常标准大气压，在第一负压区11a和第二负压区11b存在的气压差达到一定阈值时，上

层的水滤除尘机构2的除尘阀22的导气帽221、通气管222就会克服自身重力和水压而向上

移动，使得第二负压区11b的待滤空气通过通气管222、出气通孔224进入上层的水滤除尘机

构2的水滤层23，进而进入第一负压区11a。同理，第二负压区11b的空气排出造成第二负压

区11b气压下降，进而促使下层的水滤除尘机构2的除尘阀22上升，待滤区11c的空气被吸入

第二负压区11b，进风口外部的空气被吸入该待滤区11c，从而形成待滤空气按主柜体1的进

气口10、除尘室11、出气口的设定路径流动。该除尘柜所需的排气风机14的功率优选为相同

结构尺寸的市面上的除尘装置的功率的1.3～1.8倍。还可在出气口处配置单向阀构造，从

而保障除尘室11内的负压的快速、稳定形成，能够进一步提高除尘柜的运行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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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上述封闭隔板21由固定板211和活动闸板212闭合拼接构成。活动闸板212通过活

页作定轴转动地装配于该固定板211上或者除尘室11的内侧壁上，活动闸板212通过电机或

者人力驱动实现向下摆动开启或者向上摆动闭合，活动闸板212的周沿配设有密封件。使用

人力驱动时，上述主柜体1配置有保持封闭隔板21处于闭合状态的限位机构，该限位机构例

如可以是一种沿水平导轨作定向移动的滑块，将该滑块移开时，可以自由转动活动闸板

212，滑块复位时能够将活动闸板212的背离转轴的一端顶住使之不能转动。而电机驱动活

动闸板212的结构设置可不配套该限位机构。清理封闭隔板21的积尘时，可以开启该活动闸

板212，使得清洗的积尘可以通过开启的开口排出，提高清理的便利性。

[0025] 上述封闭隔板21与水平面呈5～30°夹角设置。上述活动闸板212设于低位处。上述

封闭隔板21为矩形隔板，封闭隔板21沿其宽度方向由下向上倾斜延伸。上述水槽12内配置

有用于定时定量为上述水滤层23补充水的水泵122，以及时弥补水滤层23除尘过程中的水

分流失。水槽12固定设有滤水板121，滤水板121与水槽12侧壁围成封闭的滤水池，水槽12内

含有粉尘的水经滤水板121过滤进入该滤水池，上述水泵122装配于该滤水池内，如图1所

示，滤水池可设置在背离上述活动闸板212的位置设置，以降低清理水滤层23时落下的废水

进入该滤水池的概率。上述水泵122配置有喷洗机构112，喷洗机构112包括主管道113和若

干个呈线性排列的喷头114，水泵122将滤水池内的水输送至该主管道113并经喷头114喷

出，喷洗机构112用于对上述封闭隔板21的上表面的积尘进行喷洗。封闭隔板21的倾斜设置

和喷洗机构112的配置有效提高封闭隔板21上的积尘的清洗效率和便利性，使用更为方便。

[0026] 上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设计构思并不局限于此，凡利用此

构思对本发明进行非实质性的改动，均应属于侵犯本发明保护范围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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