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FS  发电机碳刷除尘器

结构小巧，体积轻便

旋风除尘专利技术，风阻小，除尘效率高

采用四级过滤装置，确保粉尘完全吸附

能有效除去含油或不含油粉尘

更换型过滤网设计,维护更方便

采用大功率、低噪声风机设计

配有远程控制接口，可以现地及远程控制

独立式的控制箱设计，更安全更可靠

  在一般的发电机机组转子励磁通过石墨碳刷来传导励磁电流，转子转动时，由于与石墨碳刷存在摩

擦，石墨碳刷产生细小的碳粉。这些细小的碳粉积存在发电机组内，日长月久，会使发电机间的励磁

正负极产生漏电流，危害发电机组的正常运行。而一般的发电机组碳刷除尘器主要使用干式除尘系

统，由抽风机及滤网组成。其工作原理是抽风机把发电机组中的碳粉抽出，然后通过滤网过滤。但是

在发电机组中通常因轴承的润滑油渗漏，石墨碳刷磨成出的碳粉常伴有油污，碳粉伴随着油污粘在发

电机组内，这样一般的除尘器很难将吸出，除尘的效果差，达不到除尘的要求，而且就算将少部份的

含有油污的碳粉吸出，这些含有油污的碳粉会粘在滤网上，这样滤网的清洗也很麻烦。

  CFS发电机碳刷除尘器就是能有效去除发电机组带油污碳粉或不含油污碳粉的发电机组碳刷除尘器

  CFS发电机碳刷除尘器，主要分为个两室，风机室和过滤室：

特        点

工  作  原  理

CFS

   发电机机组转子励磁通过石墨碳刷来传导励磁电流，转子转动时，由于与石墨碳刷存在摩擦，石

墨碳刷产生细小的碳粉。这些细小的碳粉积存在发电机组内，日长月久，会使发电机间的励磁正负极

产生漏电流，危害发电机组的正常运行。  

  发电机运行一段时间以后左右滑环处的碳粉必须进行清扫，且间隔短，清扫难度大，机组运行时清

扫时极不安全，同时由于发电机滑环保护罩厂家根据通风降温的需要采取的是网格形式，故机组运行

时大部分碳粉被甩至到保护罩外，无法保证内部设备卫生。

  为了防止发电机滑环处的碳粉存积而造成正、负极短路，减低维护与运行人员工作强度与提高设备

安全文明水平，对原来的发电机机组进行改造，增加除尘装置。

进风口

过滤室

风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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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S发电机碳刷除尘器，提供四级过滤，能有效除去含油与不含油的粉尘。

  四级过滤：

  1、一级过滤纸过滤：过滤纸为波浪型，在工业除尘中，专门有效过滤含油污粉尘，越是含油量

多，过滤效果越显著。

  2、二级过滤棉过滤：过滤棉为棉絮条，能有效过滤细小的粉尘。

  3、三级布袋过滤：布袋为中效过滤，对不含油的粉尘过滤效果最佳，而且还有集尘作用。

  4、四级专利旋风除尘技术：最后一级旋风除尘，引进日本先进技术，通过改变风机的风道，使吸

进的粉尘随风形式成高强涡旋流，让粉尘随涡流击打在吸附剂，使最终前面几级未过滤的细小粉尘

吸附，这种除尘方式是目前最选进的工业除尘方式，风阻小，除尘效率高。

  以上几种四级除尘优势互补，最终达到高效的除尘。

  当除尘器运行时，进风口自动打开，从进风口吸入带有粉尘的空气，粉尘的空气经过过滤纸过滤除

油，过滤棉过滤，布袋过滤，旋风除尘后最终排到除尘器外。

进风口

过滤室

面板门

风机室

风机室

过滤室

风琴纸过滤

过滤棉过滤

布袋过滤

滤油吸附剂

正视图 侧面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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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S发电机碳刷除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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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S

  CFS发电机碳刷除尘器的面板，可以现地操作，启停跟开启。并配有远程控制接口，可以通过远程控

制接口，控制除尘器的启停。另外独立的电气控制箱设计，把电气电路与外界及内部隔绝，更安全更

        

标准外型尺寸：长1200 宽650高650 （尺寸可定制） 

微粒类型：直径不小于0.7微米

风机马达：三相2.2KW或1.5KW/220VAC

过滤网：一级：过滤纸过滤

         二级：过滤棉过滤

         三级：布袋过滤

         四级：旋风除尘

报警：带滤网更换报警功能

显示：温度及负压显示

进气口管径：150mm

最大气流：2617m /h

最大负压：≥1542Pa

嗓声：＜75分贝

主 要 技 术 参 数

3

选  型  说  明

工作电压：

A：AC220V/1.5KW

B：380V/2.2KW

C：定制

CFS

如有其它技术要求，请附图及附表。

面 板 控制箱

电源接口

远程控制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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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式机组安装及改造

  1、把原有发电机保护罩拆下，用2mm厚的钢板和5mm有机玻璃板做成观察窗将对密封改造。可靠。

具体实施： 

  （1）按原有的发电机保护罩上方圆弧尺寸，做如下图1，2，3，4，5部份圆弧罩，这五个部份是可以

独立拆卸；1，2，4圆弧板安装时利用原有的螺栓孔做安装孔；3，5部份圆弧的螺栓孔按上方1，2，4圆

弧螺栓孔的中心圆重新开孔攻牙；3，5与支架相交的地方也开螺栓孔固定。

  （2）2，3，4，5处圆弧侧面开有门板，门板可以通过螺丝固定并方便拆卸，门板上装有有机玻璃

板，方便观察内部碳刷的情况。

  （3）6为带漏斗型方槽，一直沿身到底部，并开除尘孔及电缆线孔。

  （4）7处为有机玻璃窗，旁边用有铁板密封。

  （5）8为两半圆的树脂板法兰，中间的内孔与发电机轴的间隙要做得尽量小，便于密封。

2、除尘装置安装方式及位置：除尘装置配有防振动底脚座，直接放置安装位置。

发电机保护罩的密封改造（灯泡式机组改造实例）：

1

2

3

6

5

4

厚有机玻璃板

并两侧开有门
7 8

厚有机玻璃板

并两侧开有门

发电机保护罩支架

发电机保护罩正面图

发电机保护罩侧面图
通风孔

发电机保护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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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发电机组中通常因轴承的润滑油渗漏很严重，石墨碳刷磨成出的碳粉常伴有大量油污，碳粉伴

随着油污粘在发电机组内，这样CFS发电机碳刷除尘器很难将吸出，除尘的效果差。

    为了CFS发电机碳刷除尘器达到更好效果，防止这些细小的碳粉粘积在发电机组内，危害发电机

组的正常运行。发电机碳刷除尘器在CFS发电机碳刷除尘器内加装高压空气吹扫装置，将高压空气吹

入发电机组内部，对发电机组内部进行吹扫，使发电组内部带油污的碳粉扬起，然后由发电机碳刷

除尘器将扬起的碳粉吸出处理。 发电机保护罩剖面图

发电机转子

引至高压气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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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使发电机碳刷除尘器达到更好效果，防止细小的碳粉粘积在发电机组内，危害发电机组的正常

运行。在发电机灯泡头罩上加风扇吹扫装置，通过风扇对电机组内部进行吹扫，加速发电组内部空

气流动,使碳粉扬起，然后由发电机碳刷除尘器将扬起的碳粉吸出处理。

 此吹扫风扇安装在不锈钢板上,下有透明有机玻璃板,便于观察,吹扫风扇配有网板防止异物吸入,配有

定时吹扫功能.

发电机碳刷环

发电机保护罩剖面图

除尘装置

风扇电缆

吹扫风扇

   卧式机组加装吹扫方案一：

   卧式机组加装吹扫方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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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式机组安装及改造

  为了使发电机碳刷除尘器达到更好效果，防止细小的碳粉粘积在发电机组内，危害发电机组的正常

运行。按原发电机的碳刷架，用玻璃钢做框架做个密封罩，碳刷就伸进密封罩，其余的密封起来，两

侧吸入口与CFS发电机碳刷除尘器相联。

发电机保护罩的密封改造（立式机组改造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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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轴 滑环

密封罩

密封罩好后，让气流从上下面间隙进入滑环，使碳粉随气流旋转，由两端碳刷除尘器吸入处理。

吸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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