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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保的化工车间用空气除尘设备及其

使用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环保的化工车间用空气

除尘设备及其使用方法，包括支架台，所述支架

台的顶面上穿设着两台并列设置的旋风除尘箱，

支架台顶面两侧安装有两台抽气泵，抽气泵的排

风端与进风口相连，进风口沿着旋风除尘箱侧壁

的切向位置开设在旋风除尘箱的外侧壁顶部位

置，旋风除尘箱内设置有分离腔，分离腔中心位

置竖直设置着排气管，排气管顶部侧壁转动穿设

在旋风除尘箱的顶面上，旋风除尘箱的底面开设

着落灰口，落灰口正下方设有排污斗，排气管的

顶部侧壁固定着多片风桨板，排气管内部套设着

刮灰装置，排气管的顶部开口穿设入次级过滤箱

内，次级过滤箱内设置有可拆卸的抽拉过滤网；

本发明通过可以通过风力驱动排气管实现自清

洁的功能。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4页  附图4页

CN 108816533 B

2020.07.28

CN
 1
08
81
65
33
 B



1.一种环保的化工车间用空气除尘设备，包括支架台(1)、排污斗(2)、旋风除尘箱(3)、

抽气泵(4)、次级过滤箱(5)，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台(1)的底面上固定着多个支撑柱(10)，

所述支架台(1)的顶面上穿设着两台并列设置的旋风除尘箱(3)，所述支架台(1)顶面两侧

安装有两台抽气泵(4)，所述抽气泵(4)的抽风端连接着进气口(40)，所述抽气泵(4)的排风

端与进风口(37)相连，所述进风口(37)沿着旋风除尘箱(3)侧壁的切向位置开设在旋风除

尘箱(3)的外侧壁顶部位置，所述旋风除尘箱(3)内设置有分离腔(36)，所述分离腔(36)中

心位置竖直设置着排气管(31)，所述排气管(31)顶部侧壁转动穿设在旋风除尘箱(3)的顶

面上，所述旋风除尘箱(3)的底面开设着落灰口(30)，所述落灰口(30)正下方设有排污斗

(2)，所述排污斗(2)的顶部开口插装着排污堵头(20)，所述排污斗(2)的顶部开口通过连接

盖板(21)密封固定在旋风除尘箱(3)的底部侧壁上，所述排气管(31)的顶部侧壁固定着多

片风桨板(35)，所述排气管(31)内部套设着刮灰装置，所述排气管(31)的顶部开口穿设入

次级过滤箱(5)内，所述次级过滤箱(5)内设置有可拆卸的抽拉过滤网(51)，所述抽拉过滤

网(51)所述次级过滤箱(5)的顶面设有两个排气口(5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的化工车间用空气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污堵头

(20)为橡胶塞。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的化工车间用空气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刮灰装置

包括清理杆(32)、清理连杆(33)和清扫头(34)，所述清理杆(32)固定在固定块(39)的顶面，

所述固定块(39)通过多根清扫支杆(38)固定在落灰口(30)的四周内壁上，所述清理杆(32)

的杆壁上横向固定着多根清理连杆(33)，所述清理连杆(33)的外侧端固定着清扫头(34)，

所述清扫头(34)的外侧面贴合在排气管(31)的内侧壁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环保的化工车间用空气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扫头

(34)为弧形塑料块。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环保的化工车间用空气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扫头

(34)的外侧面上固定着有软毛刷。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的化工车间用空气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次级过滤箱

(5)的左右两侧开设有滤网更换门(50)，所述抽拉过滤网(51)的外侧壁上固定着拉环(55)，

所述抽拉过滤网(51)的顶面和底面分别设置有出风罩(54)和迎风罩(52)，所述迎风罩(52)

的内底部罩在排气管(31)的顶部开口处，所述迎风罩(52)与排气口(53)相互连通，所述抽

拉过滤网(51)插装在迎风罩(52)和出风罩(54)之间，所述抽拉过滤网(51)和迎风罩(52)与

出风罩(54)的交接处都设有密封垫。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环保的化工车间用空气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出风罩

(54)为漏斗形塑料漏斗。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环保的化工车间用空气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迎风罩

(52)为倒漏斗型金属罩。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环保的化工车间用空气除尘设备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如下步骤：

(1) .将需要过滤的气管与进气口(40)固定相连；

(2) .将滤网更换门(50)打开，通过拉环(55)将干净抽拉过滤网(51)插入出风罩(54)和

迎风罩(52)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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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闭排污堵头(20)，打开抽气泵(4)；

(4) .除尘完毕后，关闭抽气泵(4)，打开排污堵头(20) ,排污斗(2)内污渍排干净后，重

新堵上排污堵头(20)；

(5) .再次打开滤网更换门(50)，抽出抽拉过滤网(51)进行清洗，完成空气除尘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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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保的化工车间用空气除尘设备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除尘设备领域，具体是一种环保的化工车间用空气除尘设备及其

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化工生产车间往往由于工艺生产的问题，化工车间内的空气会存在大量的粉

尘，粉尘常常会危害人的肺，不同的粉尘会造成各种不同的疾病，而且粉尘直接排出会沾污

建筑物，使有价值的古代建筑遭受腐蚀，粉尘降落在植物叶面的粉尘会阻碍光合作用，抑制

其生长，最为严重的安全威胁是粉尘爆炸，车间内粉尘含量达到一定量时，由于车间的电气

设备运行，很容易将粉尘点燃，粉尘瞬间急剧的燃烧放出巨大的热量并生成大量的气体，当

高压气体迅速膨胀时形成爆炸，因此，在化工厂实际生产中，空气的除尘装置是一个十分重

要的安全设备。

[0003] 在传统的除尘方式中，通常是将车间内的空气通过抽风泵和通风管道直接排出，

以不断换气的方式减小车间内空气的粉尘堆积，但是这种直接排放的形式会对环境造成巨

大的影响，十分的不环保，目前已经被市场逐渐淘汰，目前市面上的除尘装置，很多都直接

通过加装过滤网进行排放，这种方式虽然可以有效的减少粉尘的向外直接排放，但是这种

方式对过滤网的消耗较大，而且需要人工不断清洗，十分的费时费力，对于一些加装导流板

来提高粉尘的附着的过滤装置，很容易在导流板内部产生粉尘堆积，例如，目前市面上使用

较为广泛的旋风除尘器，这种除尘器主要通过漏斗形的空气通道，利用离心力的方式将空

气和粉尘颗粒分离，但是旋风除尘器的排气管容易堆积粉尘，排气管设置在旋风除尘器内

部不便于清理，而且，旋风除尘器并不能有效的小颗粒粉尘过滤，因此，针对这些问题，我们

需要一种环保的化工粉尘除尘装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环保的化工车间用空气除尘设备及其使用方法，以解

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环保的化工车间用空气除尘设备，包括支架台、排污斗、旋风除尘箱、抽气泵、

次级过滤箱，所述支架台的底面上固定着多个支撑柱，所述支架台的顶面上穿设着两台并

列设置的旋风除尘箱，所述支架台顶面两侧安装有两台抽气泵，所述抽气泵的抽风端连接

着进气口，所述抽气泵的排风端与进风口相连，所述进风口沿着旋风除尘箱侧壁的切向位

置开设在旋风除尘箱的外侧壁顶部位置，所述旋风除尘箱内设置有分离腔，所述分离腔中

心位置竖直设置着排气管，所述排气管顶部侧壁转动穿设在旋风除尘箱的顶面上，所述旋

风除尘箱的底面开设着落灰口，所述落灰口正下方设有排污斗，所述排污斗的顶部开口插

装着排污堵头，所述排污斗的顶部开口通过连接盖板密封固定在旋风除尘箱的底部侧壁

上，所述排气管的顶部侧壁固定着多片风桨板，所述排气管内部套设着刮灰装置，所述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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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顶部开口穿设入次级过滤箱内，所述次级过滤箱内设置有可拆卸的抽拉过滤网，所述

抽拉过滤网所述次级过滤箱的顶面设有两个排气口。

[0007]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排污堵头为橡胶塞。

[0008]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刮灰装置包括清理杆、清理连杆和清扫头，所述

清理杆固定在固定块的顶面，所述固定块通过多根清扫支杆固定在落灰口的四周内壁上，

所述清理杆的杆壁上横向固定着多根清理连杆，所述清理连杆的外侧端固定着清扫头，所

述清扫头的外侧面贴合在排气管的内侧壁上。

[0009]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清扫头为弧形塑料块。

[0010]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清扫头的外侧面上固定着有软毛刷。

[0011]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次级过滤箱的左右两侧开设有滤网更换门，所述

抽拉过滤网的外侧壁上固定着拉环，所述抽拉过滤网的顶面和底面分别设置有出风罩和迎

风罩，所述迎风罩的内底部罩在排气管的顶部开口处，所述迎风罩与排气口相互连通，所述

抽拉过滤网插装在迎风罩和出风罩之间，所述抽拉过滤网和迎风罩与出风罩的交接处都设

有密封垫。

[0012]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出风罩为漏斗形塑料漏斗。

[0013]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迎风罩为倒漏斗型金属罩。

[0014] 一种环保的化工车间用空气除尘设备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15] (1) .将需要过滤的气管与进气口固定相连；

[0016] (2) .将滤网更换门打开，通过拉环将干净抽拉过滤网插入出风罩和迎风罩之间；

[0017] (3) .关闭排污堵头，打开抽气泵；

[0018] (4) .除尘完毕后，关闭抽气泵，打开排污堵头,排污斗内污渍排干净后，重新堵上

排污堵头；

[0019] (5) .再次打开滤网更换门，抽出抽拉过滤网进行清洗，完成空气除尘操作。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1] 1.沿着旋风除尘箱侧壁的切线方向设置的进风口，会让进入的空气贴合旋风除尘

箱的内壁进向下螺旋转动，灰尘颗粒在离心力的作用下会沿着分离腔掉落至落灰口，不含

灰尘大颗粒的空气由排气管排入次级过滤箱，由此完成了快速除去大颗粒灰尘的作用；

[0022] 2.其中排气管在抽气泵的正向加压下，浑浊空气会产生巨大风力，风力可以驱动

排气管发生自转，从而提高清扫头对排气管内部实现自动清洁的功能，防止排气管内堆积

过多灰尘不便清扫的问题；

[0023] 3.其中次级过滤箱内设置的抽拉过滤网可以便于过滤网的更换；

[0024] 4.其中在抽拉过滤网的底部设置的迎风罩可以进一步的将排出的空气进行缓冲

作用，并将空气中的灰尘颗粒通过迎风罩再次进行过滤，迎风罩过滤的灰尘会掉落入排气

管内；

[0025] 5.其中抽拉过滤网顶部设置的出风罩可以减缓出风口风速，使得排气更加平缓。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环保的化工车间用空气除尘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环保的化工车间用空气除尘设备中旋风除尘箱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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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3为环保的化工车间用空气除尘设备中除尘箱顶内顶部俯视图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为环保的化工车间用空气除尘设备中落灰口仰视图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为环保的化工车间用空气除尘设备中次级过滤箱结构示意图。

[0031] 图中：支架台1、支撑柱10、排污斗2、排污堵头20、连接盖板21、旋风除尘箱3、落灰

口30、排气管31、清理杆32、清理连杆33、清扫头34、风桨板35、分离腔36、进风口37、清扫支

杆38、固定块39、抽气泵4、进气口40、次级过滤箱5、滤网更换门50、抽拉过滤网51、迎风罩

52、排气口53、出风罩54、拉环55。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专利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地说明。

[0033] 请参阅图1-5，一种环保的化工车间用空气除尘设备，包括支架台1、排污斗2、旋风

除尘箱3、抽气泵4、次级过滤箱5，所述支架台1的底面上固定着多个支撑柱10，所述支架台1

的顶面上穿设着两台并列设置的旋风除尘箱3，所述支架台1顶面两侧安装有两台抽气泵4，

所述抽气泵4的抽风端连接着进气口40，所述抽气泵4的排风端与进风口37相连，所述进风

口37沿着旋风除尘箱3侧壁的切向位置开设在旋风除尘箱3的外侧壁顶部位置，所述旋风除

尘箱3内设置有分离腔36，所述分离腔36中心位置竖直设置着排气管31，所述排气管31顶部

侧壁转动穿设在旋风除尘箱3的顶面上，所述旋风除尘箱3的底面开设着落灰口30，所述落

灰口30正下方设有排污斗2，所述排污斗2的顶部开口插装着排污堵头20，所述排污堵头20

为橡胶塞，所述排污斗2的顶部开口通过连接盖板21密封固定在旋风除尘箱3的底部侧壁

上，所述排气管31的顶部侧壁固定着多片风桨板35，所述排气管31内部套设着刮灰装置，所

述排气管31的顶部开口穿设入次级过滤箱5内，所述次级过滤箱5内设置有可拆卸的抽拉过

滤网51，所述抽拉过滤网51所述次级过滤箱5的顶面设有两个排气口53；

[0034] 所述刮灰装置包括清理杆32、清理连杆33和清扫头34，所述清理杆32固定在固定

块39的顶面，所述固定块39通过多根清扫支杆38固定在落灰口30的四周内壁上，所述清理

杆32的杆壁上横向固定着多根清理连杆33，所述清理连杆33的外侧端固定着清扫头34，所

述清扫头34为弧形塑料块，所述清扫头34的外侧面贴合在排气管31的内侧壁上，所述清扫

头34的外侧面上固定着有软毛刷；

[0035] 所次级过滤箱5的左右两侧开设有滤网更换门50，所述抽拉过滤网51的外侧壁上

固定着拉环55，所述抽拉过滤网51的顶面和底面分别设置有出风罩54和迎风罩52，所述迎

风罩52的内底部罩在排气管31的顶部开口处，所述迎风罩52与排气口53相互连通，所述出

风罩54为漏斗形塑料漏斗，所述迎风罩52为倒漏斗型金属罩，所述抽拉过滤网51插装在迎

风罩52和出风罩54之间，所述抽拉过滤网51和迎风罩52与出风罩54的交接处都设有密封

垫。

[0036] 一种环保的化工车间用空气除尘设备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37] (1) .将需要过滤的气管与进气口40固定相连；

[0038] (2) .将滤网更换门50打开，通过拉环55将干净抽拉过滤网51插入出风罩54和迎风

罩52之间；

[0039] (3) .关闭排污堵头20，打开抽气泵4；

[0040] (4) .除尘完毕后，关闭抽气泵4，打开排污堵头20,排污斗2内污渍排干净后，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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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上排污堵头20；

[0041] (5) .再次打开滤网更换门50，抽出抽拉过滤网51进行清洗，完成空气除尘操作。

[0042]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使用时，首先将车间的排气管与进气口40相连，其中抽气泵4

的排气端固定连接着进风口37，由于进风口37沿切线设置，所以浑浊的空气进入旋风除尘

箱3内后，空气会贴合旋风除尘箱3的内壁进向下螺旋转动，灰尘颗粒在离心力的作用下会

沿着分离腔36掉落至落灰口30，在空气经过抽气泵4加压后，进风口37的出风口一端具有很

大的气流推动力，则强气流从进风口37进入旋风除尘箱3内后，会直接吹在风桨板35上，使

得风桨板35持续不断受到切向的风力，则强气流会吹动会带动风桨板35进行转动，由此，风

桨板35可以带动排气管31转动时，排气管31转动时，排气管31内部的清扫头34会对排气管

31的内壁进行清理，而这个过程清理杆32是固定在清扫支杆38上不转动的，但是由于排气

管31在自转，整体上看，当进行除尘时，清扫头34在排气管31内进行旋转刮取的形式对排气

管31的内壁进行清理，初步沉淀的空气会从排气管31底部的开口排入次级过滤箱5内，次级

过滤箱5内设置的抽拉过滤网51可以从滤网更换门50出抽拉出来进行清洗更换，其中在抽

拉过滤网51的底部设置的迎风罩52可以进一步的将排出的空气进行缓冲作用，并将空气中

的灰尘颗粒通过迎风罩52再次进行过滤，迎风罩52过滤的灰尘会掉落入排气管31内，抽拉

过滤网51顶部设置的出风罩54可以减缓出风口风速，使得排气更加平缓。

[0043] 上面对本专利的较佳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专利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

式，在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专利宗旨的前提下

做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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