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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大气雾霾治理装置，其包括

壳体，所述壳体包括进风口和顶部出风口，所述

壳体内设置有对雾霾进行降尘的喷淋组件，所述

喷淋组件包括设置在壳体一侧的加药箱，所述加

药箱的一侧设置有加药泵，所述加药泵连通有加

药管，所述加药管从壳体的周面深入至壳体内部

连通有若干喷头，所述壳体内设置有对气体进行

阻流的第一阻流板和第二阻流板，所述第一阻流

板和第二阻流板上连通有若干匀流筒，所述匀流

筒将第一阻流板和第二阻流板相互贯穿，且匀流

筒内设置有螺旋叶片。本发明的优点是：去雾霾

效果较佳，提高了雾霾治理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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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气雾霾治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壳体(1)，所述壳体(1)包括进风口(11)和

顶部出风口(15)，所述壳体(1)内设置有对雾霾进行降尘的喷淋组件(2)，所述喷淋组件(2)

包括设置在壳体(1)一侧的加药箱(21)，所述加药箱(21)的一侧设置有加药泵(23)，所述加

药泵(23)连通有加药管(24)，所述加药管(24)从壳体(1)的周面深入至壳体(1)内部连通有

若干喷头(25)，所述壳体(1)内设置有对气体进行阻流的第一阻流板(3)和第二阻流板(4)，

所述第一阻流板(3)和第二阻流板(4)上连通有若干匀流筒(5)，所述匀流筒(5)将第一阻流

板(3)和第二阻流板(4)相互贯穿，且匀流筒(5)内设置有螺旋叶片(5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气雾霾治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加药箱(21)中盛放

有活性剂，所述活性剂为基聚葡萄糖苷、脂肪酸甲酯磺酸盐的混合物。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大气雾霾治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阻流板(3)和

第二阻流板(4)的上方设置有用以增加气体流动距离的阻流组件(6)，所述阻流组件(6)包

括同轴设置在壳体(1)内的锥形筒(61)，所述锥形筒(61)较大开口朝向壳体(1)上方设置，

所述锥形筒(61)通过若干连接杆(611)与壳体(1)的侧壁相互连接；所述加药管(24)上连通

有支管(241)，所述支管(241)深入壳体(1)的内部连通有环形管(242)，所述环形管(242)上

设置有若干喷头(25)，所述喷头(25)倾斜向下并朝向壳体(1)的中轴线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大气雾霾治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阻流组件(6)还包

括设置在锥形筒(61)上侧的锥形环(62)，所述锥形环(62)的较大端与壳体(1)内部的直径

相等，锥形环(62)的较小的开口端朝向锥形筒(61)设置，且锥形环(62)上侧的较大开口处

封闭有用以将气体匀流的匀流筛板(621)。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大气雾霾治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阻流组件(6)还包

括设置在锥形环(62)上侧的旋流板塔(63)。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大气雾霾治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锥形筒(61)的周面

边侧设置有出水环，所述出水环上设置有若干喷头(25)，且喷头(25)倾斜向下指向壳体(1)

的中轴线设置，所述出水环通过支管(241)与加药管(24)相互连通。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大气雾霾治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顶部出风口(15)处

设置有脱水除雾板(16)，所述顶部出风口(15)上连通有出风管(17)(121)，所述出风管(17)

(121)连通连通有离心风机(18)，所述离心风机(18)的一侧通过管道连通有活性炭吸附塔

(19)，所述活性炭吸附塔(19)的一侧连通有排气管(191)，所述排气管(191)竖直向上设置，

且在排气管(191)的端部连接有防雨帽(192)。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大气雾霾治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1)内设置有

储液池(13)，所述储液池(13)通过连通管(22)与加药箱(21)相互连通；所述壳体(1)的一侧

设置有吸风机(12)，所述吸风机(12)通过风管(121)与壳体(1)内部相互连通，所述风管

(121)通过进风口(11)深入壳体(1)的内部，且深入壳体(1)内部的风管(121)与壳体(1)的

中轴线垂直设置，风管(121)的端部连通有一匀流板(14)，所述匀流板(14)为中空结构，所

述匀流板(14)位于储液池(13)内并与壳体(1)的底壁平行设置，且匀流板(14)背离壳体(1)

底壁的侧壁上开通有若干出气嘴(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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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气雾霾治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气净化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大气雾霾治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雾霾是漂浮大气中的PM2.5等尺寸微粒、粉尘、气溶胶等粒子，在一定的湿度、温度

等天气条件相对稳定状态下产生的天气现象。雾霾灾害，是大气长期污染造成的结果。在长

时间处于雾霾天气中时，会对人的呼吸系统产生慢性损伤，危害人体健康。因此如何治理大

气污染，是全人类面临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现有的治理雾霾的方法之一是通过除尘设备，

将空气中的雾霾去除，但是现有技术中的除尘设备除尘效率以及除尘效果还有待提高。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之一是提供一种大气雾霾治理装置，其

优点是：去雾霾效果较佳，提高了雾霾治理的效率。

[0004] 本发明的上述发明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大气雾霾治理装置，包括壳体，所述壳体包括进风口和顶部出风口，所述壳体内设

置有对雾霾进行降尘的喷淋组件，所述喷淋组件包括设置在壳体一侧的加药箱，所述加药

箱的一侧设置有加药泵，所述加药泵连通有加药管，所述加药管从壳体的周面深入至壳体

内部连通有若干喷头，所述壳体内设置有对气体进行阻流的第一阻流板和第二阻流板，所

述第一阻流板和第二阻流板上连通有若干匀流筒，所述匀流筒将第一阻流板和第二阻流板

相互贯穿，且匀流筒内设置有螺旋叶片。

[000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雾霾气体通过进风口进入到壳体内，随后气体向上运动

的过程中为碰到第一阻流板第二阻流板的匀流，接着会进入到匀流筒内，由于匀流筒内设

置有螺旋叶片，使得气体在经过匀流筒时，会贴靠在螺旋叶片的侧壁上进行旋转，增加了气

体的运动路程；同时开启加药泵将加药箱中的液体进入到加药管内并通过喷头喷淋在壳体

内的气体上，喷出的液体会经过螺旋叶片向下流动，并在螺旋叶片上形成水膜，气体中的雾

霾粒子会与水膜接触吸附，通过增加雾霾气体在壳体内的净化流动路程，增加液体与雾霾

粒子的接触时间，以此来达到去雾霾效果较佳，提高了雾霾治理效率的目的。

[0006]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加药箱中盛放有活性剂，所述活

性剂为基聚葡萄糖苷、脂肪酸甲酯磺酸盐的混合物。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基聚葡萄糖苷和脂肪酸甲酯磺酸盐对人体刺激性小、易

被生物降解等特点，表面张力低，去污力好，泡沫丰富细腻，经喷头喷出后吸附雾霾粒子效

果较佳。

[0008]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第一阻流板和第二阻流板的上方

设置有用以增加气体流动距离的阻流组件，所述阻流组件包括同轴设置在壳体内的锥形

筒，所述锥形筒较大开口朝向壳体上方设置，所述锥形筒通过若干连接杆与壳体的侧壁相

互连接；所述加药管上连通有支管，所述支管深入壳体的内部连通有环形管，所述环形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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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有若干喷头，所述喷头倾斜向下并朝向壳体的中轴线设置。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气体中的雾霾粒子经由匀流筒内流出后，会经过锥形筒

的斜面朝向壳体侧壁之间流动，倾斜上升的雾霾粒子汇聚在锥形筒上端的边侧，此时，环形

管上的喷头喷出活性剂液体与经过此处的气体进行充分的接触，同时流动的空间小，提高

了气体的流动速度，提升了活性剂对气体的雾霾粒子的净化效果；在雾霾粒子的爬升过程

中与锥形筒上的活性剂进行接触，进一步提升气体中雾霾粒子的净化效率。

[0010]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阻流组件还包括设置在锥形筒上

侧的锥形环，所述锥形环的较大端与壳体内部的直径相等，锥形环的较小的开口端朝向锥

形筒设置，且锥形环上侧的较大开口处封闭有用以将气体匀流的匀流筛板。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流经锥形筒至锥形环汇聚在壳体侧壁与锥形筒之间的气

体，会继续上升并被锥形环与壳体的侧壁阻挡，使得气体沿锥形环的斜面侧壁朝向锥形环

的较小端口移动，继而提升气体的运动路径，提升气体中雾霾粒子的净化效率。

[0012]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阻流组件还包括设置在锥形环上

侧的旋流板塔。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旋流板塔可使得气体通过旋流板塔时产生旋转和离心运

动，而高压喷头喷出的液体会在旋流板塔的侧壁上形成一层水膜，从而进一步提升气体中

的雾霾粒子与活性剂的接触时间，增强气体的净化程度。

[0014]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顶部出风口处设置有脱水除雾

板，所述顶部出风口上连通有出风管，所述出风管连通连通有离心风机，所述离心风机的一

侧通过管道连通有活性炭吸附塔，所述活性炭吸附塔的一侧连通有排气管，所述排气管竖

直向上设置，且在排气管的端部连接有防雨帽。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脱水除雾板可将混合在气体中液体去除，从而减少活性

剂的浪费；同时气体通过出风管进入到活性炭吸附塔内进行进一步的净化，提升雾霾的净

化效果，经过活性炭净化后的气体会从排气管排入大气中，完成净化。

[0016]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壳体内设置有储液池，所述储液

池通过连通管与加药箱相互连通；所述壳体的一侧设置有吸风机，所述吸风机通过风管与

壳体内部相互连通，所述风管通过进风口深入壳体的内部，且深入壳体内部的风管与壳体

的中轴线垂直设置，风管的端部连通有一匀流板，所述匀流板为中空结构，所述匀流板位于

储液池内并与壳体的底壁平行设置，且匀流板背离壳体底壁的侧壁上开通有若干出气嘴。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风机将带有雾霾粒子的气体通过风管通入到壳体内，随

后流经匀流板并通过出气嘴进入到储液池内，进入储液池内的气体呈气泡状直接与储液池

内的活性剂液体进行充分的接触，从而将气体中的雾霾粒子净化更加完全。

[0018] 综上所述，本发明包括以下有益技术效果：

1.通过增加雾霾气体在壳体内的净化流动路程，增加液体活性剂与雾霾粒子的接触时

间，以此来达到去雾霾效果较佳，提高了雾霾治理效率的目的；

2.基聚葡萄糖苷和脂肪酸甲酯磺酸盐对人体刺激性小、易被生物降解等特点，表面张

力低，去污力好，泡沫丰富细腻，经喷头喷出后吸附雾霾粒子效果较佳；

3.风机将带有雾霾粒子的气体通过风管通入到壳体内，随后流经匀流板并通过出气嘴

进入到储液池内，进入储液池内的气体呈气泡状直接与储液池内的活性剂液体进行充分的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11672259 A

4



接触，从而将气体中的雾霾粒子净化更加完全。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体现壳体内部结构的局部剖视图。

[0021] 图中，1、壳体；11、进风口；12、吸风机；121、风管；13、储液池；14、匀流板；141、出气

嘴；15、顶部出风口；16、脱水除雾板；17、出风管；18、离心风机；19、活性炭吸附塔；191、排气

管；192、防雨帽；2、喷淋组件；21、加药箱；211、进液阀；212、出液阀；22、连通管；23、加药泵；

24、加药管；241、支管；242、环形管；25、喷头；3、第一阻流板；4、第二阻流板；5、匀流筒；51、

螺旋叶片；6、阻流组件；61、锥形筒；611、连接杆；62、锥形环；621、匀流筛板；63、旋流板塔。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3] 参照图1和图2，为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大气雾霾治理装置，包括立设在地面上的壳

体1，壳体1的一侧开设有进风口11，壳体1的一侧放置有吸风机12，壳体1的底壁设置有储液

池13，储液池13内储存有活性剂，且活性剂为基聚葡萄糖苷、脂肪酸甲酯磺酸盐的混合物。

吸风机12通过风管121与壳体1内部相互连通，风管121通过进风口11深入壳体1的内部，进

风口11的高度大于储液池13内活性剂的液面高度；深入壳体1内部的风管121与壳体1的中

轴线垂直设置，风管121的端部连通有一匀流板14，匀流板14为中空结构，匀流板14位于储

液池13内并与壳体1的底壁平行设置，且匀流板14背离壳体1底壁的侧壁上开通有若干出气

嘴141，若干出气嘴141沿匀流板14的侧壁均匀排布。

[0024] 风机将带有雾霾粒子的气体通过风管121通入到壳体1内，随后流经匀流板14并通

过出气嘴141进入到储液池13内，进入储液池13内的气体呈气泡状直接与储液池13内的活

性剂液体进行充分的接触，从而将气体中的雾霾粒子净化更加完全。

[0025] 参照图1和图2，壳体1的顶部开设有顶部出风口15，顶部出风口15处设置有脱水除

雾板16，脱水除雾板16可将混合在气体中液体去除，从而减少活性剂的浪费；顶部出风口15

上连通有出风管17121，出风管17121连通连通有离心风机18，离心风机18的一侧通过管道

连通有活性炭吸附塔19，活性炭吸附塔19的一侧连通有排气管191，排气管191竖直向上设

置，且在排气管191的端部连接有防雨帽192。气体通过出风管17121进入到活性炭吸附塔19

内进行进一步的净化，提升雾霾的净化效果，经过活性炭净化后的气体会从排气管191排入

大气中，完成净化。

[0026] 参照图1和图2，壳体1内设置有对雾霾进行降尘的喷淋组件2，喷淋组件2包括设置

在壳体1一侧的加药箱21，加药箱21通过连通管22与储液池13相互连通；连通管22靠近壳体

1的底部设置；加药箱21的一侧设置有进液阀211和出液阀212，出液阀212位于进液阀211的

下侧，进而方便向加药箱21中添加和释放活性剂液体。加药箱21的上侧设置有加药泵23，加

药泵23通过管道与加药箱21的内部相互连通，且加药泵23连通有加药管24，加药管24的上

端从壳体1的周面深入至壳体1内部连通有若干喷头25。壳体1内从下至上设置有对气体进

行阻流的第一阻流板3和第二阻流板4，第一阻流板3与第二阻流板4与壳体1的底壁平行设

置，且第一阻流板3与第二阻流板4与壳体1的直径相适配，第一阻流板3与第二阻流板4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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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与壳体1的侧壁为固定连接；在第一阻流板3和第二阻流板4上连通有若干匀流筒5，本实

施例中匀流筒5设置有四个，四个匀流筒5沿第一阻流板3的周面均匀排布；匀流筒5与第一

阻流板3垂直设置，匀流筒5的上下两端为开口结构，且匀流筒5将第一阻流板3和第二阻流

板4相互贯穿，匀流筒5内固接有螺旋叶片51。

[0027] 雾霾气体通过进风口11进入到壳体1内，随后气体向上运动的过程中为碰到第一

阻流板3第二阻流板4的匀流，接着会进入到匀流筒5内，由于匀流筒5内设置有螺旋叶片51，

使得气体在经过匀流筒5时，会贴靠在螺旋叶片51的侧壁上进行旋转，增加了气体的运动路

程；同时开启加药泵23将加药箱21中的液体进入到加药管24内并通过喷头25喷淋在壳体1

内的气体上，喷出的液体会经过螺旋叶片51向下流动，并在螺旋叶片51上形成水膜，气体中

的雾霾粒子会与水膜接触吸附，通过增加雾霾气体在壳体1内的净化流动路程，增加液体与

雾霾粒子的接触时间，以此来达到去雾霾效果较佳，提高了雾霾治理效率的目的。

[0028] 参照图1和图2，第一阻流板3和第二阻流板4的上方设置有用以增加气体流动距离

的阻流组件6，阻流组件6包括同轴设置在壳体1内的锥形筒61，锥形筒61较大开口朝向壳体

1上方设置，且锥形筒61较大开口端的直径小于壳体1的直径设置，锥形筒61通过四个连接

杆611与壳体1的侧壁相互连接，四个连接杆611与壳体1的周面均匀排布，且连接杆611沿壳

体1的径向延伸，连接杆611的两端分别与壳体1和锥形筒61的侧壁固定连接；加药管24上连

通有支管241，支管241深入壳体1的内部连通有环形管242，环形管242靠近锥形筒61的较大

端设置，环形管242上设置有若干喷头25，若干喷头25沿环形管242的周面均匀排布，且喷头

25倾斜向下并朝向壳体1的中轴线设置。

[0029] 气体中的雾霾粒子经由匀流筒5内流出后，会经过锥形筒61的斜面朝向壳体1侧壁

之间流动，倾斜上升的雾霾粒子汇聚在锥形筒61上端的边侧，此时，环形管242上的喷头25

喷出活性剂液体与经过此处的气体进行充分的接触，同时流动的空间小，提高了气体的流

动速度，提升了活性剂对气体的雾霾粒子的净化效果；喷头25喷出的液体活化剂会留在锥

形筒61的侧壁上，在雾霾粒子的爬升过程中与锥形筒61上的活性剂进行接触，进一步提升

气体中雾霾粒子的净化效率。

[0030] 参照图2，阻流组件6还包括设置在锥形筒61上侧的锥形环62，锥形环62的较大端

与壳体1内部的直径相等，且锥形环62较大端的侧壁与壳体1的侧壁之间为固定连接，锥形

环62的较小的开口端朝向锥形筒61设置，且锥形环62上侧的较大开口处封闭有用以将气体

匀流的匀流筛板621，匀流筛板621可将流经此处的气体切割分流，喷头25喷出的液体活化

剂进一步将气体中的雾霾粒子净化。流经锥形筒61至锥形环62汇聚在壳体1侧壁与锥形筒

61之间的气体，会继续上升并被锥形环62与壳体1的侧壁阻挡，使得气体沿锥形环62的斜面

侧壁朝向锥形环62的较小端口移动，继而提升气体的运动路径，提升气体中雾霾粒子的净

化效率。阻流组件6还包括设置在锥形环62上侧的旋流板塔63。旋流板塔63可使得气体通过

旋流板塔63时产生旋转和离心运动，而高压喷头25喷出的液体会在旋流板塔63的侧壁上形

成一层水膜，从而进一步提升气体中的雾霾粒子与活性剂的接触时间，增强气体的净化程

度。

[0031]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故：凡依本发明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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