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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市政行业恶臭气体处理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揭露了一种市政行业恶臭气体

处理装置，包括依次通过法兰串联的一级中和喷

淋装置、二级氧化-中和喷淋装置、除雾装置、光

能离子净化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连接管道，还

包括连接于所述连接管道远离活性炭吸附装置

一侧的抽风机与排放烟囱；所述一级中和喷淋装

置包括第一本体、设置于所述第一本体内的酸性

吸收液喷淋装置与酸液吸收填料层；所述二级氧

化-中和喷淋装置包括第二本体、设置于所述第

二本体内的碱性吸收液喷淋装置、碱液吸收填料

层、除雾填料层,如此设置，占地也小，而且安装、

运输方便，还能处理更多种类的恶臭气体，并较

少气体水雾含量，从而不影响后续设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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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市政行业恶臭气体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通过法兰串联的一级中和

喷淋装置、二级氧化-中和喷淋装置、除雾装置、光能离子净化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连接

管道，还包括连接于所述连接管道远离活性炭吸附装置一侧的抽风机与排放烟囱；所述一

级中和喷淋装置包括第一本体、设置于所述第一本体内的酸性吸收液喷淋装置与酸液吸收

填料层；所述二级氧化-中和喷淋装置包括第二本体、设置于所述第二本体内的碱性吸收液

喷淋装置、碱液吸收填料层、除雾填料层，所述除雾填料层设置于本体朝向除雾装置的一侧

内；所述光能离子净化装置包括外壳、设置于所述外壳内的紫外灯管、TiO2光催化催化剂以

及O3催化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市政行业恶臭气体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级中和喷淋

装置的第一本体下侧内设置有第一储料箱，所述酸性吸收液喷淋装置包括第一管道、与所

述第一管道一端连接的第一喷嘴、连通所述第一管道与第一储料箱的第一循环泵；所述第

一喷嘴设置于所述酸液吸收填料层的一侧。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市政行业恶臭气体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酸液吸收填料

层包括间隔设置的两第一支撑格栅、设置于所述两第一支撑格栅之间的酸液吸收填料。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市政行业恶臭气体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二级氧

化-中和喷淋装置的第二本体下侧内设置有第二储料箱，所述碱性吸收液喷淋装置包括第

二管道、与所述第二管道一端连接的第二喷嘴、连通所述第二管道与第二储料箱的第二循

环泵；所述第二喷嘴设置于所述碱液吸收填料层的一侧。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市政行业恶臭气体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碱液吸收填料

层包括间隔设置的两第二支撑格栅、设置于所述两第二支撑格栅之间的碱液吸收填料。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市政行业恶臭气体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除雾填料层包

括间隔设置的两第三支撑格栅、设置于所述两第三支撑格栅之间的除雾填料。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市政行业恶臭气体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除雾装置包括

第三本体、两间隔设置于所述第三本体内的第四支撑格栅、设置于所述两第四支撑格栅之

间的丝网除雾器。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5或6或7所述的市政行业恶臭气体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外壳内还设置有操作电箱以及给所述紫外灯管供电的直流高压电源。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市政行业恶臭气体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上还设置

有观察视窗。

10.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5或6或7或9所述的市政行业恶臭气体处理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活性炭吸附装置包括吸附床主体、对称固定连接于所述吸附床主体左右两侧的喇

叭状进风段与喇叭状出风段、对称设置于所述吸附床主体左右两侧内的前置过滤器、后置

过滤器、多个间隔设置于所述吸附床主体中部内的颗粒活性炭容纳装置、固定设置于所述

喇叭状进风段朝向吸附床主体一侧内的前置均流板、固定设置于所述喇叭状出风段朝向吸

附床主体一侧内的后置均流板、固定设置于所述喇叭状进风段上侧的脱附气体出口直管、

固定设置于所述喇叭状出风段下侧的脱附气体进口直管；每一所述颗粒活性炭容纳装置包

括间隔设置的两第五支撑格栅，每一所述颗粒活性炭容纳装置内设置有颗粒活性炭，所述

吸附床主体顶部设置有多个前后间隔的与所述多个颗粒活性炭容纳装置一一对应的进料

口，每一所述颗粒活性炭容纳装置下端设置有一个或多个卸料口，每一所述卸料口底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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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有可开合的卸料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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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市政行业恶臭气体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恶臭气体处理设备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市政行业恶臭气体处理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垃圾中转站、垃圾填埋场、危险废物处理站、垃圾焚烧厂、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

站等市政处理设施，在存储、处理过程中会产生硫化氢、氨气/三甲胺、硫醇/硫醚/苯乙烯/

非甲烷总烃等多污染物恶臭气体。目前，此类酸、碱、有机混合废气净化方法主要采用传统

的喷淋塔-UV光解-活性炭组合处理系统。在实际应用中，该组合处理系统是多个装置通过

管道连接而成，即每两相邻的装置均由管道连接，这种方式，不但使得安装很是麻烦，而且

管道多，占地也大；而且传统的设备不能处理上述所有气体，还得其他设备辅助；此外，喷淋

塔出口气体水雾大，会使得后续设备运行不稳定；再者，UV光解装置工作效率低、寿命短，而

且还会产生大量臭氧二次污染。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缺点，提供一种市政行业恶臭气体处理装置，其

安装方便，占地面积小，能处理上述所有恶臭气体，而且出口气体含水量更低，还能避免产

生臭氧二次污染。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市政行业恶臭气体处理装置，包括依次通过法兰串联的一级中和喷淋装置、

二级氧化-中和喷淋装置、除雾装置、光能离子净化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连接管道，还包

括连接于所述连接管道远离活性炭吸附装置一侧的抽风机与排放烟囱；所述一级中和喷淋

装置包括第一本体、设置于所述第一本体内的酸性吸收液喷淋装置与酸液吸收填料层；所

述二级氧化-中和喷淋装置包括第二本体、设置于所述第二本体内的碱性吸收液喷淋装置、

碱液吸收填料层、除雾填料层，所述除雾填料层设置于本体朝向除雾装置的一侧内；所述光

能离子净化装置包括外壳、设置于所述外壳内的紫外灯管、TiO2光催化催化剂以及O3催化

剂。

[0006] 所述一级中和喷淋装置的第一本体下侧内设置有第一储料箱，所述酸性吸收液喷

淋装置包括第一管道、与所述第一管道一端连接的第一喷嘴、连通所述第一管道与第一储

料箱的第一循环泵；所述第一喷嘴设置于所述酸液吸收填料层的一侧。

[0007] 所述酸液吸收填料层包括间隔设置的两第一支撑格栅、设置于所述两第一支撑格

栅之间的酸液吸收填料。

[0008] 所述二级氧化-中和喷淋装置的第二本体下侧内设置有第二储料箱，所述碱性吸

收液喷淋装置包括第二管道、与所述第二管道一端连接的第二喷嘴、连通所述第二管道与

第二储料箱的第二循环泵；所述第二喷嘴设置于所述碱液吸收填料层的一侧。

[0009] 所述碱液吸收填料层包括间隔设置的两第二支撑格栅、设置于所述两第二支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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栅之间的碱液吸收填料。

[0010] 所述除雾填料层包括间隔设置的两第三支撑格栅、设置于所述两第三支撑格栅之

间的除雾填料。

[0011] 所述除雾装置包括第三本体、两间隔设置于所述第三本体内的第四支撑格栅、设

置于所述两第四支撑格栅之间的丝网除雾器。

[0012] 所述外壳内还设置有操作电箱以及给所述紫外灯管供电的直流高压电源。

[0013] 所述外壳上还设置有观察视窗。

[0014] 所述活性炭吸附装置包括吸附床主体、对称固定连接于所述吸附床主体左右两侧

的喇叭状进风段与喇叭状出风段、对称设置于所述吸附床主体左右两侧内的前置过滤器、

后置过滤器、多个间隔设置于所述吸附床主体中部内的颗粒活性炭容纳装置、固定设置于

所述喇叭状进风段朝向吸附床主体一侧内的前置均流板、固定设置于所述喇叭状出风段朝

向吸附床主体一侧内的后置均流板、固定设置于所述喇叭状进风段上侧的脱附气体出口直

管、固定设置于所述喇叭状出风段下侧的脱附气体进口直管；每一所述颗粒活性炭容纳装

置包括间隔设置的两第五支撑格栅，每一所述颗粒活性炭容纳装置内设置有颗粒活性炭，

所述吸附床主体顶部设置有多个前后间隔的与所述多个颗粒活性炭容纳装置一一对应的

进料口，每一所述颗粒活性炭容纳装置下端设置有一个或多个卸料口，每一所述卸料口底

部设置有可开合的卸料阀。

[0015]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6] 1、一级中和喷淋装置、二级氧化-中和喷淋装置、除雾装置、光能离子净化装置、活

性炭吸附装置、连接管道通过法兰连接，从而方便运输、拆卸、安装；而且在没安装之前，占

地需求比传统设计要小；

[0017] 2、一级中和喷淋装置可处理氨气、三甲胺等碱性恶臭气体成分，二级氧化-中和喷

淋装置可处理硫化氢等酸性恶臭气体成分，除雾装置可降低气体水雾含量，光能离子净化

装置可处理硫醇、硫醚等有机恶臭气体，活性炭吸附装置可吸附苯乙烯及其他非甲烷总烃

恶臭气体，即是说，本实用新型具有同时处理含硫化氢、氨气/三甲胺、硫醇/硫醚/苯乙烯/

非甲烷总烃等多污染物恶臭气体的能力，从而实现一机多用的功能，而且使得经排放烟囱

出去的气体完全能达到排放标准；

[0018] 3、在二级氧化-中和喷淋装置内设置一个除雾填料层，配合后续的除雾装置的高

效除雾功能，与传统单级简易除雾器相比，可以进一步降低气体水雾含量，可保证从除雾装

置出去的气体10um以下水雾含水率更低，从而避免因为气体水雾含量太高而造成后续光能

离子净化装置易跳闸、活性炭吸附剂易饱和、易板结、易堵塞等问题；

[0019] 4、光离子装置采用紫外灯管，并设了TiO2光催化催化剂以及O3深催化剂，与传统UV

光解净化装置相比，有效解决灯管使用寿命短、光能密度低、成分结构复杂、污染物分解效

率低、产生O3二次污染等问题；

[0020] 5、采用引风机将恶臭气体抽进本实用新型处理装置内，可以避免传统鼓风机带来

的恶臭气体部分外泄而不能全部送进处理装置内的情况发生，从而处理更彻底。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市政行业恶臭气体处理装置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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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图2为本实用新型处理装置的一级中和喷淋装置放大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实用新型处理装置的二级氧化-中和喷淋装置的放大示意图；

[0024] 图4为本实用新型处理装置的除雾装置的放大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实用新型处理装置的光能离子净化装置的放大示意图；

[0026] 图6为本实用新型处理装置的活性炭吸附装置的放大示意图；

[0027] 图7为本实用新型处理装置的活性炭吸附装置另一角度的放大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如图1、2、3、4、5所示，本实用新型市政行业恶臭气体处理装置包括依次通过法兰

串联的一级中和喷淋装置1、二级氧化-中和喷淋装置2、除雾装置3、光能离子净化装置4、活

性炭吸附装置5、连接管道6，还包括连接于所述连接管道6远离活性炭吸附装置5一侧的抽

风机7与排放烟囱8；所述一级中和喷淋装置1包括第一本体11、设置于所述第一本体11内的

酸性吸收液喷淋装置与酸液吸收填料层；所述二级氧化-中和喷淋装置2包括第二本体21、

设置于所述第二本体21内的碱性吸收液喷淋装置、碱液吸收填料层、除雾填料层，所述除雾

填料层设置于本体朝向除雾装置3的一侧内；所述光能离子净化装置4包括外壳41、设置于

所述外壳41内的紫外灯管、TiO2光催化催化剂以及O3催化剂(图未示)。

[0029] 所述一级中和喷淋装置1的第一本体11下侧内设置有第一储料箱12，所述酸性吸

收液喷淋装置包括第一管道131、与所述第一管道131一端连接的第一喷嘴132、连通所述第

一管道131与第一储料箱12的第一循环泵133；所述第一喷嘴132设置于所述酸液吸收填料

层的一侧，从而形成侧喷方式。

[0030] 所述酸液吸收填料层包括间隔设置的两第一支撑格栅141、设置于所述两第一支

撑格栅141之间的酸液吸收填料（图未示）。

[0031] 所述二级氧化-中和喷淋装置2的第二本体21下侧内设置有第二储料箱22，所述碱

性吸收液喷淋装置包括第二管道231、与所述第二管道231一端连接的第二喷嘴232、连通所

述第二管道231与第二储料箱22的第二循环泵233；所述第二喷嘴232设置于所述碱液吸收

填料层的一侧，从而形成侧喷方式。

[0032] 所述碱液吸收填料层包括间隔设置的两第二支撑格栅241、设置于所述两第二支

撑格栅241之间的碱液吸收填料（图未示）。较佳的，所述二级氧化-中和喷淋装置2采用强氧

化吸收剂、专用活性剂、碱液作为碱性吸收液，从而氧化剂溶解性更好、难溶性气体氧化吸

收效果更高。

[0033] 所述除雾填料层包括间隔设置的两第三支撑格栅251、设置于所述两第三支撑格

栅251之间的除雾填料252。较佳的，所述酸液吸收填料以及碱液吸收填料均采用低风速专

用填料，截面风速为2.0-2.5m/s，所述除雾填料252采用高风速专用填料，截面风速为2.5-

3.0m/s，  这种组合方式，与传统相同风速吸收/除雾填料252相比，酸碱气体吸收效率更高、

除雾效果更好、阻力更低。

[0034]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除雾装置3包括第三本体31、两间隔设置于所述第三本体31内

的第四支撑格栅32、设置于所述两第四支撑格栅32之间的丝网除雾器33，所述丝网除雾器

包括丝网块，所述丝网块包括连接在一起的丝网、丝网格栅，丝网为各种材质的气液过滤

网，气液过滤网是由金属丝或非金属丝组成。这种设置，可以去除气体中所含的5um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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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雾。

[0035]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外壳41内还设置有操作电箱以及给所述紫外灯管供电的直流

高压电源，所述外壳41上还设置有观察视窗42，透过观察视窗42可看到光能离子净化装置4

内的净化情况。

[0036] 较佳的，所述紫外灯管设置为无极紫外灯管，所述TiO2光催化催化剂采用TiO2负载

网状光催化催化剂，所述O3催化剂采用活性炭改性蜂窝O3深度催化剂，从而能处理效果更

好。

[0037] 结合图6、7所示，所述活性炭吸附装置5包括吸附床主体51、对称固定连接于所述

吸附床主体51左右两侧的喇叭状进风段52与喇叭状出风段53、对称设置于所述吸附床主体

51左右两侧内的前置过滤器54、后置过滤器55、多个间隔设置于所述吸附床主体51中部内

的颗粒活性炭容纳装置56、固定设置于所述喇叭状进风段52朝向吸附床主体51一侧内的前

置均流板57、固定设置于所述喇叭状出风段53朝向吸附床主体51一侧内的后置均流板58、

固定设置于所述喇叭状进风段52上侧的脱附气体出口直管521、固定设置于所述喇叭状出

风段53下侧的脱附气体进口直管531；每一所述颗粒活性炭容纳装置56包括间隔设置的两

第五支撑格栅560，每一所述颗粒活性炭容纳装置56内设置有颗粒活性炭561，所述吸附床

主体51顶部设置有多个前后间隔的与所述多个颗粒活性炭容纳装置56一一对应的进料口

511，底部于每一所述颗粒活性炭容纳装置56下端设置有一个或多个卸料口512，每一所述

卸料口512底部设置有可开合的卸料阀513。较佳的，所述前置均流板57与后置均流板58对

称设置。

[0038] 所述相邻的两颗粒活性炭容纳装置56至少一端之间连接有挡风盲板562，如此，使

得气体进入后，不会直接从相邻颗粒活性炭容纳装置56的之间的间隙直接穿过去，而是斜

向进入所述多个颗粒活性炭容纳装置

[0039] 活性炭吸附装置5的这种设置，喇叭状进风段52与喇叭状出风段53的外端口分别

形成为吸附气体进口与吸附气体出口，而喇叭状进风段52的一侧还设置有脱附气体出口直

管521，喇叭状出风段53设置有脱附气体进口直管531，相当于活性炭吸附装置5不但设置有

吸附气体流经路线，还设置有脱附气体流经路线，从而所述活性炭吸附装置5在具有吸附功

能的同时，还具有在线脱附再生功能，再加上卸料口512的设置，使得可定期对活性炭进行

在线再生，从而可有效延长活性炭使用寿命，减少废弃活性炭处置量；此外，所述前置过滤

器54、后置过滤器55均采用网格式布置，便于更换且保证吸附再生气流均匀、出口尾气粉尘

达标；所述前置均流板57与后置均流板58具有对吸附、脱附气体的均流、倒流作用，有效保

证吸附、脱附效果的稳定。

[0040] 所述连接管道6内朝向引风机的一侧设置有调节通风阀门，从而可控制引风机抽

入恶臭气体的速度、风量。

[0041] 本实用新型市政行业恶臭气体处理装置的工作原理如下：

[0042] 在引风机的作用下，恶臭气体进入一级中和喷淋装置1内，酸性吸收液喷淋装置将

酸性吸收液喷到酸液吸收填料上，气体经过酸液吸收填料层时与之产生反应，从而气体中

的氨气、三甲胺等碱性恶臭气体成分被中和而被处理掉；剩下的气体进入二级氧化-中和喷

淋装置2内，  碱性吸收液喷淋装置将碱性吸收液喷到碱液吸收填料上，气体经过碱液吸收

填料层时与之产生反应，从而气体中的硫化氢等酸性恶臭气体成分被氧化中和而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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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剩下的气体经过进除雾料填料层，气体中所含的10um以下的水雾被除掉，然后气体继续

往下一步经过除雾装置3，气体中所含的5um以下的水雾被除掉；此时，剩下的气体很干燥，

其进入光能离子净化装置4中，通过紫外光、TiO2光催化催化剂以及O3催化剂的共同作用，对

进入光能离子净化装置4的气体进入净化，处理气体中的硫醇、硫醚等有机恶臭气体；剩下

的气体进入活性炭吸附装置5，所述活性炭吸附装置5的颗粒活性炭561可吸附苯乙烯及其

他非甲烷总烃恶臭气体成分。经过前叙一步步处理后的气体已经达到排放标准，去经连接

管道6从排放烟囱8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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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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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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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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