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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VOCs废气深度净化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VOCs废气深度净化

系统。所述系统包括VOCs废气处理单元和吸附塔

再生单元，所述吸附塔再生单元包括两个以上吸

附装置、低温催化氧化反应装置和脱附装置，每

个吸附装置包括吸附控制机构和再生控制机构，

所述VOCs废气处理单元包括常温深度净化反应

装置；所述吸附装置的气体出口与常温深度净化

反应装置的气体入口相连通，还与低温催化氧化

反应装置的气体入口相连通，所述低温催化氧化

反应装置的气体出口与脱附装置的气体入口相

连通，每个脱附装置的气体出口与低温催化氧化

反应装置的气体入口相连通。本实用新型的VOCs

废气深度净化系统结构简单合理，能有效的处理

工业排放的有组织或无组织VOCs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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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VOCs废气深度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VOCs废气处理单元和吸附塔再生单

元，所述吸附塔再生单元包括两个以上吸附装置、低温催化氧化反应装置和脱附装置，每个

所述吸附装置包括吸附控制机构和再生控制机构，所述VOCs废气处理单元包括常温深度净

化反应装置；

所述吸附装置至少用以使VOCs废气与吸附剂接触，从而使VOCs废气中的至少部分VOCs

有机物被吸附剂吸附，获得低浓度VOCs废气；

所述吸附装置的气体出口与所述常温深度净化反应装置的气体入口相连通，所述常温

深度净化反应装置将90％以上低浓度VOCs废气转化成CO2和H2O；

每个所述吸附装置的气体出口还与低温催化氧化反应装置的气体入口相连通，所述低

温催化氧化反应装置至少用以对再生产生的高浓度VOCs废气进行净化处理，所述低温催化

氧化反应装置的气体出口通过风机与所述脱附装置的气体入口相连通，每个所述脱附装置

的气体出口与所述低温催化氧化反应装置的气体入口相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VOCs废气深度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吸附装置包括

本体，以及设置于所述本体内的吸附剂，所述吸附剂包括可再生吸附剂，所述再生吸附剂包

括活性炭和/或分子筛。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VOCs废气深度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常温深度净化反应

装置包括O3发生单元和催化剂填装单元。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VOCs废气深度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O3发生单元包括UV

预反应器，其至少用以使低浓度VOCs废气中的O2在紫外光的照射下转变为O3，所述紫外光的

波长为100nm～400nm。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VOCs废气深度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催化剂填装单元中

的第一催化剂包括以活性炭为载体的复合金属氧化物催化剂，所述第一催化剂中复合金属

氧化物的负载量为0.1～5wt％，所述第一催化剂为可再生催化剂，所述可再生催化剂的再

生周期为3～6月，再生时间为8～24h。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VOCs废气深度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常温深度净化反应

装置的气体出口与引风装置的气体入口相连通，所述引风装置的气体出口与大气相连通。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VOCs废气深度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低温催化氧化反应

装置中包含的第二催化剂包括以Al2O3为载体的Pt和/或Pd催化剂，所述第二催化剂中Pt 

和/或Pd的负载量为0.1～10wt％。

8.根据权利要求1-7中任一项所述的VOCs废气深度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脱附装

置还与一补风装置相连通，所述补风装置与大气相连通，至少用以使新鲜空气进入吸附塔

再生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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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VOCs废气深度净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VOCs废气净化系统，特别涉及一种VOCs废气深度净化系统，

属于工业有机废气处理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对VOCs污染的日趋重视，国家和各市、省环保法规不断严格VOCs的排放

标准，除国标外，目前出台地方的市、省有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广东、江苏、河北、山东、浙

江、四川等。涉及行业有生物制药、橡胶制品、合成革与人造革、合成树脂、有机化学品制造、

汽车维修、工业涂装、汽车整车制造涂装工序、印刷、木质家具制造、船舶工业、电子制造业、

集装箱制造、制鞋、包装、铝型材工业、石油炼制、农药制造、油墨、胶黏剂、涂料等行业。涉及

挥发性有机污染物主要有脂肪类碳氢化合物、芳香类碳氢化合物、氯化碳氢化合物、酮、醛、

醇、多元醇类、醚、酚、环氧类化合物、酯、酸类化合物、胺、腈类化合物。

[0003] VOCs处理技术总体来说包括具有破坏性的销毁技术和非破坏性的回收技术，销毁

技术包括蓄热式燃烧、催化燃烧、生物降解、低温等离子等；回收技术包括冷凝、吸收、吸附

技术等。蓄热式燃烧、催化燃烧虽然处理效率高，但能耗大，给企业带来很大的负担；冷凝、

吸收和吸附技术运行成本高；低温等离子技术处理高浓度有机废气效果不佳，而且放电过

程中产生副产物，易造成二次污染。因此，开发出低投资、工艺流程简单、能耗低、处理效果

明显的去除VOCs的工艺技术有很大的社会效益。

[0004] 公开号为CN105833666A的专利公开了VOCs处理的一种方法，其工艺特点是将排放

源的  VOCs废气收集后经转轮吸附装置吸附，吸附后的VOCs废气排放到大气。但该方法没有

对  VOCs废气无毒无害化处理，而且只报道了处理乙酸乙酯废气。

[0005] 公开号为CN202983466U的专利公开了一种交替吸附再生气体净化装置，该装置特

点是将废气通过三个并联的吸附器，进而对废气吸附净化，当一个吸附器吸附饱和以后，进

入再生状态，第二或第三吸附器打开，周而复始，以此实现交替。但该装置没有对废气无毒

无害化处理，使用蒸气再生及冷却水冷却，再生温度有限导致再生时间较长，运行费用较

高，且引入了大量的水，水蒸气与吸附质一起排出易带来二次污染物。

[0006] 公开号为CN106807243A的专利公开了常温降解风机机舱VOCs的方法，该方法工艺

过程是将O2通入放电装置，然后与VOCs废气一起进入改性后的单原子催化剂反应装置，进

行VOCs  废气催化氧化。此工艺的特点是催化剂可用微波加热再生。但是，使用纯O2，运行费

用高；放电装置产生副产物，而且放电产生的电火花易带来安全隐患。

[0007] 公开号为CN106178932A、CN105879676A、CN106076086A、CN106039963A、 

CN10607608A、CN106076087A和CN105879624A的专利分别公开了常温高效催化降解合成革、

农药、汽车喷涂、石油化工、印刷及制药行业VOCs废气的方法。其工艺过程相似，废气经过两

步洗涤，废气与臭氧一起进入催化反应器，臭氧在催化反应器中与水反应中生成O2和羟基

自由基，然后在催化剂的作用下与废气产生氧化还原反应。但是该工艺在洗涤过程引入水、

碱液或酸液，催化反应在液相中进行，使用了大量的水、碱液或酸液，产生的废水需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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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实用新型内容

[0008] 本实用新型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VOCs废气深度净化系统，以克服现有技术中

的不足。

[0009] 为实现前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包括：

[0010]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VOCs废气深度净化系统，其包括VOCs废气处理单元

和吸附塔再生单元，所述吸附塔再生单元包括两个以上吸附装置、低温催化氧化反应装置

和脱附装置，每个所述吸附装置包括吸附控制机构和再生控制机构，所述VOCs废气处理单

元包括常温深度净化反应装置；

[0011] 所述吸附装置至少用以使VOCs废气与吸附剂接触，从而使VOCs废气中的至少部分 

VOCs有机物被吸附剂吸附，获得低浓度VOCs废气；

[0012] 所述吸附装置的气体出口与所述常温深度净化反应装置的气体入口相连通，所述

常温深度净化反应装置将90％以上低浓度VOCs废气转化成CO2和H2O；

[0013] 每个所述吸附装置的气体出口还与低温催化氧化反应装置的气体入口相连通，所

述低温催化氧化反应装置至少用以对再生产生的高浓度VOCs废气进行净化处理，所述低温

催化氧化反应装置的气体出口通过风机与所述脱附装置的气体入口相连通，所述脱附装置

的气体出口与所述低温催化氧化反应装置的气体入口相连通。

[0014]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常温深度净化反应装置包括O3发生单元和催化剂填装单

元。

[0015] 进一步地，所述常温深度净化反应装置的气体出口与引风装置的气体入口相连

通，所述引风装置的气体出口与大气相连通。

[0016] 进一步地，所述脱附装置还与一补风装置相连通，所述补风装置与大气相连通，至

少用以使新鲜空气进入吸附塔再生单元。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本实用新型的VOCs废气深度净化系统

结构简单合理，能有效的处理工业排放的有组织或无组织VOCs废气，且处理效果满足国家

或地方规定相关VOCs废气的排放标准。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典型实施案例中一种VOCs废气深度净化系统的装置及工艺流

程图。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中一种VOCs废气深度净化系统的装置及工艺流程图。

[0020]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中一种VOCs废气深度净化系统的装置及工艺流程图。

[0021] 图4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3中一种VOCs废气深度净化系统的装置及工艺流程图。

[0022] 图5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4中一种VOCs废气深度净化系统的装置及工艺流程图。

[0023] 附图标记：A-001、A1吸附塔，A-002、A2吸附塔，A-003、A3吸附塔，R-001、R1低温催化

氧化反应器，R-002、R2常温深度净化反应器，R-003、R3UV预反应器，B-001、B1引风机，B-002、

B2脱附风机，B-003、B3补风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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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鉴于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本案发明人经长期研究和大量实践，得以提出本实用新

型的技术方案，其主要是一种VOCs废气深度净化方法及其系统。如下将对该技术方案、其实

施过程及原理等作进一步的解释说明。

[0025]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一个方面提供的VOCs废气深度净化系统包括VOCs废气处理

单元和吸附塔再生单元，所述吸附塔再生单元包括两个以上吸附装置、低温催化氧化反应

装置和脱附装置，每个所述吸附装置包括吸附控制机构和再生控制机构，所述VOCs废气处

理单元包括常温深度净化反应装置；

[0026] 所述吸附装置至少用以使VOCs废气与吸附剂接触，从而使VOCs废气中的至少部分 

VOCs有机物被吸附剂吸附，获得低浓度VOCs废气；

[0027] 所述吸附装置的气体出口与所述常温深度净化反应装置的气体入口相连通，所述

常温深度净化反应装置至少用以使低浓度VOCs废气转化成CO2和H2O；

[0028] 每个所述吸附装置的气体出口还与低温催化氧化反应装置的气体入口相连通，所

述低温催化氧化反应装置至少用以对再生产生的高浓度VOCs废气进行净化处理，所述低温

催化氧化反应装置的气体出口与所述脱附装置的气体入口相连通，所述脱附装置的气体出

口分别与每个所述吸附装置的气体入口、所述常温深度净化反应装置的气体入口相连通。

[0029] 优选的，所述吸附装置的个数在两个以上，不作限制，可以是吸附塔。

[0030] 进一步地，每个所述吸附装置包括本体，以及设置于所述本体内的吸附剂。

[0031]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吸附剂包括活性炭、分子筛等，为可再生吸附剂，再生周期

为2～4  月，再生时间为24～168h。

[0032] 优选的，所述活性炭的碘值为400～1300，灰分6-16，水分小于5wt％。

[0033] 优选的，所述分子筛中SiO2与Al2O3的比值为1.8～2.3，有效孔径为3A～5A。

[0034]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常温深度净化反应装置可以为常温深度净化反应器，其包

括O3发生单元和催化剂填装单元。

[0035] 优选的，所述O3发生单元包括UV预反应器，其至少用以使低浓度VOCs废气中的O2在

紫外光的照射下转变为O3。

[0036] 进一步地，所述紫外光的波长为100nm～400nm。

[0037] 优选的，所述催化剂填装单元中的第一催化剂包括以活性炭为载体的复合金属氧

化物催化剂，其中，在所述第一催化剂中复合金属氧化物的负载量为0.1～5wt％。

[0038]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催化剂为可再生催化剂，再生周期为3～6月，再生时间为8～

24h。

[0039] 优选的，所述常温深度净化反应装置的气体出口与引风装置的气体入口相连通，

所述引风装置的气体出口与大气相连通。其中，所述的引风装置可以是引风机。

[0040]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低温催化氧化反应装置可以为低温催化氧化反应器。所述

低温催化氧化反应装置中包含的第二催化剂包括以Al2O3为载体的Pt、Pd等催化剂。

[0041]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催化剂中Pt和/或Pd的负载量为0.1～10wt％。

[0042] 进一步地，所述吸附控制机构包括吸附控制阀，所述再生控制机构包括再生控制

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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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作为优选方案之一，所述脱附装置还与一补风装置相连通，所述补风装置与大气

相连通，至少用以使20～30v/v％的新鲜空气进入吸附塔再生单元。其中，所述补风装置包

括补风风机，所述脱附装置包括脱附风机。

[0044] 借由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的VOCs废气深度净化方法能有效的处理工业排放

的有组织或无组织VOCs废气，且处理效果满足国家或地方规定相关VOCs废气的排放标准。

[0045] 进一步地，所述VOCs废气可以是苯、甲苯、二甲苯、苯乙烯、丙烯腈、丙酮、异丙醇、

乙酸乙酯等，但不限于此。

[0046] 采用本实用新型的一种VOCs废气深度净化系统进行净化处理的方法包括：

[0047] (1)将VOCs废气与吸附剂在第一吸附装置中充分接触，使所述VOCs废气中至少部

分  VOCs有机物被吸附剂吸附，获得低浓度VOCs废气；

[0048] (2)使所述低浓度VOCs废气进入常温深度净化反应装置，并在所述常温深度净化

反应装置内转化成CO2和H2O，并排放至大气中；

[0049] (3)当所述第一吸附装置吸附饱和后，关闭所述第一吸附装置的吸附控制机构，打

开所述第一吸附装置的再生控制机构，从而使所述第一吸附装置处于再生状态；打开第二

吸附装置的吸附控制机构，关闭所述第二吸附装置的再生控制机构，从而使所述第二吸附

装置处于吸附状态；

[0050] (4)使所述第一吸附装置再生产生的高浓度VOCs废气进入低温催化氧化反应装置

进行净化处理，使净化后的至少部分废气经脱附装置进入第一吸附装置，而使至少部分废

气和所述第二吸附装置排出的低浓度VOCs废气共同进入常温深度净化反应装置，并在所述

常温深度净化反应装置内转化成CO2和H2O，并排放至大气中。

[0051]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VOCs废气的浓度为150～1000mg/m3，通入量为500～

20000m3/h。

[0052] 进一步地，所述VOCs废气是回收的间歇式操作或连续性操作的高浓度或低浓度

VOCs废气。

[0053] 进一步地，所述低浓度VOCs废气的浓度为100～500mg/m3。

[0054] 进一步地，所述高浓度VOCs废气的浓度为500～1000mg/m3。

[0055]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的VOCs废气深度净化方法还包括：当所述第一吸附装置处

于再生状态，而第二吸附装置吸附饱和时，将VOCs废气与吸附剂在至少一个第三吸附装置

中充分接触，使所述VOCs废气中至少部分VOCs有机物被吸附剂吸附，获得低浓度VOCs废气，

使所述低浓度VOCs废气进入常温深度净化反应装置，并在所述常温深度净化反应装置内转

化成CO2和H2O，并排放至大气中。

[0056] 其中，所述第三吸附装置的个数不限，作为备用吸附塔。

[0057]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第二、第三吸附装置均为吸附塔。

[0058]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的VOCs废气深度净化方法还包括：利用补风装置将新鲜空

气补入所述脱附装置的风管。其中，所述补风装置包括补风风机，所述脱附装置包括脱附风

机。

[0059] 进一步地，所述脱附装置将70％～80％的低温催化氧化反应装置净化后的废气送

入第一吸附装置或第二吸附装置或第三吸附装置。

[0060] 进一步地，所述补风风机将20％～30％的新鲜空气引入吸附塔再生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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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进一步地，所述方法还包括：利用引风装置将从所述常温深度净化反应装置排出

的CO2和H2O排放至大气中。其中，所述引风装置包括引风机。

[0062] 作为优选方案之一，所述的VOCs废气深度净化方法还包括：当所述第一吸附装置

或第二吸附装置或第三吸附装置排出的VOCs废气浓度高于150mg/m3时，关闭所述第一吸附

装置或第二吸附装置或第三吸附装置的吸附控制机构，打开所述第一吸附装置或第二吸附

装置或第三吸附装置的再生控制机构，从而使所述第一吸附装置或第二吸附装置或第三吸

附装置处于再生状态。

[0063] 进一步地，在预热温度为200～450℃的条件下，从所述低温催化氧化反应装置排

出的净化后的VOCs废气的温度为100～200℃，优选为100～150℃。

[0064] 进一步地，从所述低温催化氧化反应装置排出的净化后的VOCs废气的20％～30％

气体进入常温深度净化反应装置。

[0065]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吸附剂包括活性炭、分子筛等，为可再生吸附剂，再生周期

为2～4  月，再生时间为24～168h。

[0066] 优选的，所述活性炭的碘值为400～1300，灰分6-16，水分小于5wt％。

[0067] 优选的，所述分子筛中SiO2与Al2O3的比值为1.8～2.3，有效孔径为3A～5A。

[0068]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常温深度净化反应装置可以为常温深度净化反应器，其包

括O3发生单元和催化剂填装单元。

[0069] 优选的，所述O3发生单元包括UV预反应器，其至少用以使低浓度VOCs废气中的O2在

紫外光的照射下转变为O3。

[0070] 进一步地，所述紫外光的波长为100nm～400nm。

[0071] 优选的，所述催化剂填装单元中的第一催化剂包括以活性炭为载体的复合金属氧

化物催化剂，其中，在所述第一催化剂中复合金属氧化物的负载量为0.1～5wt％。

[0072]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催化剂为可再生催化剂，再生周期为3～6月，再生时间为8～

24h。

[0073]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低温催化氧化反应装置可以为低温催化氧化反应器。所述

低温催化氧化反应装置中包含的第二催化剂包括以Al2O3为载体的Pt或Pd等催化剂。

[0074]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催化剂中Pt和/或Pd的负载量为0.1～10wt％。

[0075] 进一步地，所述吸附控制机构包括吸附控制阀，所述再生控制机构包括再生控制

阀。

[0076] 作为优选方案之一，所述方法具体可以包括：

[0077] 回收的间歇式操作或连续性操作的高浓度或低浓度VOCs废气经吸附塔吸附后形

成的低浓度VOCs废气进入常温深度净化反应器转化成无毒小分子CO2和H2O通过引风机排放

大气中；当吸附塔饱和后，吸附控制阀关闭，再生控制阀打开，备用吸附塔开始运行；再生产

生的高浓度VOCs废气进入低温催化氧化反应器进行净化处理，净化后的废气一部分进入吸

附塔再生单元，一部分随低浓度VOCs废气进入常温深度净化反应器进一步处理后，通过引

风机排放到大气中。

[0078] 其中，作为本实用新型一更为典型的实施案例之一，所述VOCs废气深度净化方法

还可包括以下步骤：

[0079] (1)从污染源回收VOCs废气，使废气浓度在150～1000mg/m3，风量在500～20000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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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压力为负压；

[0080] (2)将步骤(1)得到VOCs废气经过第一吸附装置底部送入第一吸附装置进行吸附，

其中60～80v/v％的VOCs废气被吸附剂吸附，其余VOCs废气经第一吸附装置顶部排出；

[0081] (3)将步骤(2)中第一吸附装置顶部排出的低浓度约为(100mg/m3)VOCs废气经常

温深度净化装置进行无毒无害化处理，90v/v％以上的VOCs废气转化成无毒的小分子CO2和 

H2O，通过引风装置排放到大气中；

[0082] (4)当步骤(2)中第一吸附装置顶部排出的VOCs废气浓度高于150mg/m3时，此时第

一吸附装置的吸附控制阀关闭，再生控制阀打开，进入再生状态；第二吸附装置的吸附控制

阀打开，再生控制阀关闭，进入吸附状态；

[0083] (5)将步骤(4)中第一吸附装置再生产生的高浓度VOCs废气经低温催化氧化反应

装置进行无毒无害化处理，97v/v％以上的VOCs废气转化成无毒的小分子CO2和H2O；

[0084] (6)通过脱附装置将70～80v/v％的步骤(5)产生的无毒无害化的气体(温度在100

～150℃)  进入第一吸附装置，对其中吸附的VOCs废气脱除处理，处理完全后，第一吸附装

置进入备用状态，低温催化氧化反应装置停止运行；20～30v/v％的步骤(5)产生的无毒无

害化的气体与第二吸附装置塔顶排出低浓度VOCs废气一起经常温深度净化装置处理后，再

经引风装置排放到大气中；

[0085] (7)通过补风装置将20～30v/v％的新鲜空气补进脱附风管，用来补充步骤(6)中

排走的20～30v/v％的无毒无害化的气体；

[0086] (8)当步骤(4)中第二吸附装置顶部排出的VOCs废气浓度高于150mg/m3时，此时第

二吸附装置的吸附控制阀关闭，再生控制阀打开，进入再生状态；第一吸附装置吸附控制阀

打开，再生控制阀关闭，进入吸附状态；

[0087] (9)将步骤(8)中第二吸附装置再生产生的高浓度VOCs废气经低温催化氧化反应

装置进行无毒无害化处理，97v/v％以上的VOCs废气转化成无毒的小分子CO2和H2O；

[0088] (10)通过脱附装置将70～80v/v％的步骤(9)产生的无毒无害化的气体(温度在 

100～150℃)进入第二吸附装置，对其中吸附的VOCs废气脱除处理，处理完全后，第二吸附

装置进入备用状态，低温催化氧化反应装置停止运行；20～30v/v％的步骤(9)产生的无毒

无害化的气体与第一吸附装置塔顶排出低浓度VOCs废气一起经常温深度净化装置处理后，

再经引风装置排放到大气中。

[0089] 请参阅图1所示是本实用新型一典型实施案例中一种VOCs废气深度净化系统的装

置及处理方法的工艺流程图，其包括：

[0090] (1)从污染源回收VOCs废气，使废气浓度在150～1000mg/m3，风量在500～20000m3/

h，压力为负压；

[0091] (2)将步骤(1)得到VOCs废气经过吸附塔1底部送入吸附塔1进行吸附，其中60～

80v/v％的VOCs废气被吸附剂吸附，其余VOCs废气经吸附塔1顶部排出；

[0092] (3)将步骤(2)中吸附塔1顶部排出的低浓度约为(100mg/m3)VOCs废气经常温深度

净化器进行无毒无害化处理，90v/v％以上的VOCs废气转化成无毒的小分子CO2和H2O，通过

引风机经烟囱排放到大气中；

[0093] (4)当步骤(2)中吸附塔1顶部排出的VOCs废气浓度高于150mg/m3时，此时吸附塔 

1的吸附控制阀关闭，再生控制阀打开，进入再生状态；吸附塔2的吸附控制阀打开，再生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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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阀关闭，进入吸附状态；

[0094] (5)将步骤(4)中吸附塔1再生产生的高浓度VOCs废气经低温催化氧化反应器进行

无毒无害化处理，97v/v％以上的VOCs废气转化成无毒的小分子CO2和H2O；

[0095] (6)通过脱附风机将70～80v/v％的步骤(5)产生的无毒无害化的气体(温度在100

～150℃)  进入吸附塔1，对其中吸附的VOCs废气脱除处理，处理完全后，吸附塔1进入备用

状态，低温催化氧化反应器停止运行；20～30v/v％的步骤(5)产生的无毒无害化的气体与

吸附塔2  塔顶排出低浓度VOCs废气一起经常温深度净化器处理后，再经引风机、烟囱排放

到大气中；

[0096] (7)通过补风机将20～30v/v％的新鲜空气补进脱附风管，用来补充步骤(6)中排

走的  20～30v/v％的无毒无害化的气体；

[0097] (8)当步骤(4)中吸附塔2顶部排出的VOCs废气浓度高于150mg/m3时，此时吸附塔 

2的吸附控制阀关闭，再生控制阀打开，进入再生状态；吸附塔1吸附控制阀打开，再生控制

阀关闭，进入吸附状态；

[0098] (9)将步骤(8)中吸附塔2再生产生的高浓度VOCs废气经低温催化氧化反应器进行

无毒无害化处理，97v/v％以上的VOCs废气转化成无毒的小分子CO2和H2O；

[0099] (10)通过脱附风机将70～80v/v％的步骤(9)产生的无毒无害化的气体(温度在 

100～150℃)进入吸附塔2，对其中吸附的VOCs废气脱除处理，处理完全后，吸附塔2进入备

用状态，低温催化氧化反应器停止运行；20～30v/v％的步骤(9)产生的无毒无害化的气体

与吸附塔塔1顶排出低浓度VOCs废气一起经常温深度净化器处理后，再经引风机、烟囱排放

到大气中。

[0100] 下面结合典型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更为详细的解释说明。

[0101] 实施例1

[0102] 如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一典型实施例的一种VOCs废气深度净化系统包括A1吸附

塔、A2吸附塔、R1低温催化氧化反应器、R2常温深度净化反应器、B1引风机、B2脱附风机、B3补

风风机。具体步骤如下：

[0103] a.将VOCs废气(苯、甲苯、二甲苯、苯乙烯等)浓度为150～500mg/m3工业废气经A1吸

附塔，进入R2常温深度净化反应器，得到约0.5mg/m3的净化气体随B1引风机排到大气中；

[0104] b.A1吸附塔吸附饱和后，经R2常温深度净化反应器大于20mg/m3时，A1吸附塔进入

再生状态，150～500mg/m3进入A2吸附塔，经R2常温深度净化反应器得到的0.5mg/m3的净化

气体随B1引风机排到大气中；

[0105] c.A1吸附塔进入再生状态产生的废气进入R1低温催化氧化反应器，净化后的废气 

70％～80％的净化后气体进入A1吸附塔，使其再生，20％～30％的废气经R2常温深度净化反

应器随B1引风机排放到大气中；B3补风风机将20％～30％的新鲜空气补进吸附塔再生单元；

[0106] d.A1吸附塔再生完成后进入备用状态，A2吸附塔吸附饱和后，经R2常温深度净化反

应器的VOCs浓度大于20mg/m3时，A2吸附塔进入再生状态，150～500mg/m3进入R1低温催化氧

化反应器，得到的0.5mg/m3的净化气体随B1引风机排到大气中。

[0107] 实施例2

[0108] 如图3所示，本实用新型一典型实施例的一种VOCs废气深度净化系统，与实施例1

不同的是添加的A3吸附塔。采用的设备包括A1吸附塔、A2吸附塔、A3吸附塔、R1低温催化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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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器、R2常温深度净化反应器、B1引风机、B2脱附风机、B3补风风机。具体步骤如下：

[0109] a .将VOCs废气(丙烯腈)浓度为500～1000mg/m3工业废气经A1吸附塔，进入R2常温

深度净化反应器，得到约0.3mg/m3的净化气体随B1引风机排到大气中；

[0110] b.A1吸附塔吸附饱和后，经R2常温深度净化反应器大于0.3mg/m3时，A1吸附塔进入

再生状态，500～1000mg/m3进入A2吸附塔，经R2常温深度净化反应器得到的0.3mg/m3的净化

气体随B1引风机排到大气中；

[0111] c.A1吸附塔进入再生状态产生的废气进入R1低温催化氧化反应器，净化后的废气 

70％～80％的净化后气体进入A1吸附塔，使其再生，20％～30％的废气经R2常温深度净化反

应器随B1引风机排放到大气中；B3补风风机将20％～30％的新鲜空气补进吸附塔再生单元；

[0112] d.当A1吸附塔再生状态未完成，A2吸附塔吸附饱和，经R2常温深度净化反应器的废

气大于20mg/m3时，500～1000mg/m3的废气进入A3吸附塔，经R2常温深度净化反应器得到的 

0.3mg/m3的净化气体随B1引风机排到大气中；

[0113] e .A1、A2吸附塔再生完成后进入备用状态，A3吸附塔吸附饱和后，经R2常温深度净

化反应器的VOCs浓度大于0.3mg/m3时，A3吸附塔进入再生状态，500～1000mg/m3的废气进入 

A1吸附塔，得到的0.3mg/m3的净化气体随B1引风机排到大气中。

[0114] 实施例3

[0115] 如图4所示，本实用新型一典型实施例的一种VOCs废气深度净化系统，与实施例1

不同的是紫外发生装置与常温催化净化装置分开。采用的设备包括A1吸附塔、A2吸附塔、R1

低温催化氧化反应器、R2常温深度净化反应器、R3UV预反应器、B1引风机、B2脱附风机、B3补风

风机。具体步骤如下：

[0116] a.将VOCs废气(丙酮、异丙醇)浓度为150～500mg/m3工业废气经A1吸附塔，进入  R2

常温深度净化反应器，得到约5mg/m3的净化气体随B1引风机排到大气中；

[0117] b.A1吸附塔吸附饱和后，经R2常温深度净化反应器大于5mg/m3时，A1吸附塔进入再

生状态，150～500mg/m3进入A2吸附塔，经R3UV预反应器，再经R2常温深度净化反应器得到的

5mg/m3的净化气体随B1引风机排到大气中；

[0118] c.A1吸附塔进入再生状态产生的废气进入R1低温催化氧化反应器，净化后的废气 

70％～80％的净化后气体进入A1吸附塔，使其再生，20％～30％的废气经R2常温深度净化反

应器随B1引风机排放到大气中；B3补风风机将20％～30％的新鲜空气补进吸附塔再生单元；

[0119] d.A1吸附塔再生完成后进入备用状态，A2吸附塔吸附饱和后，经R2常温深度净化反

应器的VOCs浓度大于5mg/m3时，A2吸附塔进入再生状态，150～500mg/m3进入R1低温催化氧

化反应器，得到的5mg/m3的净化气体随B1引风机排到大气中。

[0120] 实施例4

[0121] 如图5所示，本实用新型一典型实施例的一种VOCs废气深度净化系统，与实施例3

不同的是添加的补风系统。采用的设备包括A1吸附塔、A2吸附塔、A3吸附塔、R1低温催化氧化

反应器、R2常温深度净化反应器、R3UV预反应器、B1引风机、B2脱附风机、B3补风风机。具体步

骤如下：

[0122] a.将VOCs废气(乙酸乙酯)浓度为500～1000mg/m3工业废气经A1吸附塔，经R3UV  预

反应器，再进入R2常温深度净化反应器，得到约20mg/m3的净化气体随B1引风机排到大气中；

[0123] b.A1吸附塔吸附饱和后，经R2常温深度净化反应器大于20mg/m3时，A1吸附塔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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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状态，500～1000mg/m3进入A2吸附塔，经R3UV预反应器，再经R2常温深度净化反应器得

到的20mg/m3的净化气体随B1引风机排到大气中；

[0124] c.A1吸附塔进入再生状态产生的废气进入R1低温催化氧化反应器，净化后的废气 

70％～80％的净化后气体进入A1吸附塔，使其再生，20％～30％的废气经R3UV预反应器，再

经R2常温深度净化反应器随B1引风机排放到大气中；B3补风风机将20％～30％的新鲜空气

补进吸附塔再生单元；

[0125] d.当A1吸附塔再生状态未完成，A2吸附塔吸附饱和，经R2常温深度净化反应器的废

气大于20mg/m3时，500～1000mg/m3的废气进入A3吸附塔，经R2常温深度净化反应器得到的 

20mg/m3的净化气体随B1引风机排到大气中；

[0126] e .A1、A2吸附塔再生完成后进入备用状态，A3吸附塔吸附饱和后，经R2常温深度净

化反应器的VOCs浓度大于20mg/m3时，A3吸附塔进入再生状态，500～1000mg/m3的废气进入 

A1吸附塔，得到的20mg/m3的净化气体随B1引风机排到大气中。

[0127] 综上所述，藉由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的VOCs废气深度净化系统结构简单合

理，能有效的处理工业排放的有组织或无组织VOCs废气，且处理效果满足国家或地方规定

相关  VOCs废气的排放标准。

[0128] 应当理解，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

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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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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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14

CN 208302463 U

14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RA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