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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用于制药过程中尾气处理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用于制药过程中尾气

处理装置，属于尾气处理技术领域，该尾气处理

装置包括筒体和尾气管，筒体的底部右侧壁上设

有进气口，筒体的顶部设有出气口，进气口与尾

气管相连接，筒体的内侧壁上设有横板，横板位

于进气口的上方，横板的左端设有通气口，通气

口上设有第一风机，横板和筒体之间设有靠近进

气口的滤袋，筒体的右侧壁上设有位于横板下方

且靠近进气口的第二风机，筒体的底部为圆台

形，筒体的底面设有出灰盖，筒体的内侧壁上设

有位于横板上方的活性炭过滤网，筒体的一侧设

有喷淋箱和干燥箱；本实用新型中的尾气处理装

置具有尾气处理效果好和净化效率高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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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制药过程中尾气处理装置，包括筒体和尾气管，其特征在于：筒体的底部右

侧壁上设有进气口，筒体的顶部设有出气口，进气口与尾气管相连接，筒体的内侧壁上设有

横板，横板位于进气口的上方，横板的左端设有通气口，通气口上设有第一风机，横板和筒

体之间设有靠近进气口的滤袋，筒体的右侧壁上设有位于横板下方且靠近进气口的第二风

机，筒体的底部为圆台形，筒体的底面设有出灰盖，筒体的内侧壁上设有位于横板上方的活

性炭过滤网，筒体的一侧设有喷淋箱和干燥箱，喷淋箱的底端设有喷淋入口，喷淋箱的顶端

设有喷淋出口，出气口和喷淋入口之间连接有第一连接管，喷淋箱的内侧壁上设有横置的

喷淋管，喷淋管的底端设有雾状喷头，喷淋箱内的消毒液储藏室，喷淋箱的外侧壁上连接有

进液管，进液管与消毒液储藏室相连通，消毒液储藏室内设有吸水泵，吸水泵和喷淋管之间

连接有输液管，喷淋箱的底面设有出液盖板，干燥箱的顶端设有干燥入口，干燥箱的底端设

有干燥出口，喷淋出口和干燥入口之间连接有第二连接管，干燥出口上连接有出气管，干燥

箱内设有分子筛过滤网，尾气管、第一连接管、第二连接管、出气管、进液管和输液管上均设

有控制阀，第一连接管、第二连接管和出气管上均安装有第三风机，筒体的外侧壁上设有控

制器，第一风机、第二风机、第三风机均与控制器相电性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制药过程中尾气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消毒液储藏

室内水位传感器，所述喷淋箱的外侧壁上设有水位显示器，所述水位传感器与所述水位显

示器相电性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制药过程中尾气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消毒液储藏

室内设有电加热器，所述喷淋箱的外侧壁上设有第一控制器，所述第一控制器与所述电加

热器相电性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制药过程中尾气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输液管上安

装有液体流量计。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制药过程中尾气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干燥箱的内

侧壁上设有干燥板，干燥板的表面设有通孔，干燥板内设有活性氧化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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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制药过程中尾气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尾气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制药过程中尾气处理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制药过程中中会产生大量可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尾气，该尾气具有温度高、

湿度高、粉尘多、异味明显和有害气体多的特点，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该尾气的

处理至关重要，目前制药企业中常常用到大型的尾气处理装置对该尾气进行处理。

[0003] 但是，现有的用于制药过程中的尾气处理装置还存在尾气处理效果差和净化效率

低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用于制药过程中尾气处理装

置，该用于制药过程中尾气处理装置具有尾气处理效果好和净化效率高的优点。

[0005] 上述的目的通过以下的技术方案实现：

[0006] 一种用于制药过程中尾气处理装置，包括筒体和尾气管，筒体的底部右侧壁上设

有进气口，筒体的顶部设有出气口，进气口与尾气管相连接，筒体的内侧壁上设有横板，横

板位于进气口的上方，横板的左端设有通气口，通气口上设有第一风机，横板和筒体之间设

有靠近进气口的滤袋，筒体的右侧壁上设有位于横板下方且靠近进气口的第二风机，筒体

的底部为圆台形，筒体的底面设有出灰盖，筒体的内侧壁上设有位于横板上方的活性炭过

滤网，筒体的一侧设有喷淋箱和干燥箱，喷淋箱的底端设有喷淋入口，喷淋箱的顶端设有喷

淋出口，出气口和喷淋入口之间连接有第一连接管，喷淋箱的内侧壁上设有横置的喷淋管，

喷淋管的底端设有雾状喷头，喷淋箱内的消毒液储藏室，喷淋箱的外侧壁上连接有进液管，

进液管与消毒液储藏室相连通，消毒液储藏室内设有吸水泵，吸水泵和喷淋管之间连接有

输液管，喷淋箱的底面设有出液盖板，干燥箱的顶端设有干燥入口，干燥箱的底端设有干燥

出口，喷淋出口和干燥入口之间连接有第二连接管，干燥出口上连接有出气管，干燥箱内设

有分子筛过滤网，尾气管、第一连接管、第二连接管、出气管、进液管和输液管上均设有控制

阀，第一连接管、第二连接管和出气管上均安装有第三风机，筒体的外侧壁上设有控制器，

第一风机、第二风机、第三风机均与控制器相电性连接。

[0007] 优选地，所述消毒液储藏室内水位传感器，所述喷淋箱的外侧壁上设有水位显示

器，所述水位传感器与所述水位显示器相电性连接。

[0008] 优选地，所述消毒液储藏室内设有电加热器，所述喷淋箱的外侧壁上设有第一控

制器，所述第一控制器与所述电加热器相电性连接。

[0009] 优选地，所述输液管上安装有液体流量计。

[0010] 优选地，所述干燥箱的内侧壁上设有干燥板，干燥板的表面设有通孔，干燥板内设

有活性氧化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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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12] 1 .本实用新型中筒体的底部右侧壁上设有进气口，筒体的顶部设有出气口，进气

口与尾气管相连接，筒体的一侧设有喷淋箱和干燥箱，喷淋箱的底端设有喷淋入口，喷淋箱

的顶端设有喷淋出口，出气口和喷淋入口之间连接有第一连接管，干燥箱的顶端设有干燥

入口，干燥箱的底端设有干燥出口，喷淋出口和干燥入口之间连接有第二连接管，干燥出口

上连接有出气管；尾气管内的尾气从进气口进入筒体内，再依次经过出气口、第一连接管、

喷淋入口到达喷淋箱内，再依次经过喷淋出口、第二连接管、干燥入口到达干燥箱内，再从

干燥出口、出气管排到外界，筒体主要是除尘、吸附有害气体以及吸收少量的湿气，喷淋箱

主要是通过喷淋的方式进一步的除尘、吸附有害气体和降温，干燥箱主要是去除尾气中的

湿气。

[0013] 2.本实用新型中筒体的内侧壁上设有横板，横板位于进气口的上方，横板的左端

设有通气口，通气口上设有第一风机，横板和筒体之间设有靠近进气口的滤袋，筒体的右侧

壁上设有位于横板下方且靠近进气口的第二风机，筒体的底部为圆台形，筒体的底面设有

出灰盖，筒体的内侧壁上设有位于横板上方的活性炭过滤网；滤袋会吸附尾气中的粉尘，第

二风机会加快尾气的流动速度，活性炭过滤网会吸附尾气中的有害气体和异味；当滤袋上

的灰尘过多时，若不及时去除，会影响滤袋吸附的效率，第一风机可以通过风力来对滤袋进

行振动，使得滤袋上灰尘脱落，进入到筒体的底面，再打开出灰盖排出。

[0014] 3.本实用新型中喷淋箱的内侧壁上设有横置的喷淋管，喷淋管的底端设有雾状喷

头，喷淋箱内的消毒液储藏室，喷淋箱的外侧壁上连接有进液管，进液管与消毒液储藏室相

连通，消毒液储藏室内设有吸水泵，吸水泵和喷淋管之间连接有输液管，喷淋箱的底面设有

出液盖板；吸水泵吸取消毒液通过输液管、喷淋管，再由雾状喷头喷出，通过喷淋的方式来

去除尾气中的粉尘和有害气体，当喷淋箱内的消毒液过多时，打开出液盖板排出。

[0015] 4.本实用新型中干燥箱内设有分子筛过滤网，有利于去除尾气中的湿气。

[0016] 5.本实用新型中尾气管、第一连接管、第二连接管、出气管、进液管和输液管上均

设有控制阀，控制阀能够控制气体和液体的进出。

[0017] 6.本实用新型中第一连接管、第二连接管和出气管上均安装有第三风机，筒体的

外侧壁上设有控制器，第一风机、第二风机、第三风机均与控制器相电性连接，控制器控制

第一风机、第二风机和第三风机的工作情况，提高了工作效率。

[0018] 7.本实用新型中所述消毒液储藏室内水位传感器，所述喷淋箱的外侧壁上设有水

位显示器，所述水位传感器与所述水位显示器相电性连接，便于监控消毒液储藏室内的消

毒液存量。

[0019] 8.本实用新型中所述消毒液储藏室内设有电加热器，所述喷淋箱的外侧壁上设有

第一控制器，所述第一控制器与所述电加热器相电性连接，第一控制器能够控制电加热器

的加热情况。

[0020] 9.本实用新型中所述输液管上安装有液体流量计，液体流量计可以测定输液管内

液体流量。

[0021] 10.本实用新型中所述干燥箱的内侧壁上设有干燥板，干燥板的表面设有通孔，干

燥板内设有活性氧化铝，该设计可以对尾气中的湿气进行再次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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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2]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本实用新

型的实施例一起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在附图中：

[0023]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标记：1、筒体；2、尾气管；3、喷淋箱；4、干燥箱；5、第一连接管；6、第二连接管；

7、出气管；8、横板；9、第一风机；10、滤袋；11、第二风机；12、出灰盖；13、活性炭过滤网；14、

喷淋管；15、雾状喷头；16、消毒液储藏室；17、进液管；18、吸水泵；19、输液管；20、出液盖板；

21、分子筛过滤网；22、控制阀；23、第三风机；24、控制器；25、水位传感器；26、水位显示器；

27、电加热器；28、第一控制器；29、液体流量计；30、干燥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如图1所示，一种用于制药过程中尾气处理装置，包括筒体1和尾气管2。

[0026] 筒体1的底部右侧壁上设有进气口，筒体1的顶部设有出气口，进气口与尾气管2相

连接，筒体1的一侧设有喷淋箱3和干燥箱4，喷淋箱3的底端设有喷淋入口，喷淋箱3的顶端

设有喷淋出口，出气口和喷淋入口之间连接有第一连接管5，干燥箱4的顶端设有干燥入口，

干燥箱4的底端设有干燥出口，喷淋出口和干燥入口之间连接有第二连接管6，干燥出口上

连接有出气管7；尾气管2内的尾气从进气口进入筒体1内，再依次经过出气口、第一连接管

5、喷淋入口到达喷淋箱3内，再依次经过喷淋出口、第二连接管6、干燥入口到达干燥箱4内，

再从干燥出口、出气管7排到外界，筒体1主要是除尘、吸附有害气体以及吸收少量的湿气，

喷淋箱3主要是通过喷淋的方式进一步的除尘、吸附有害气体和降温，干燥箱4主要是去除

尾气中的湿气。

[0027] 筒体1的内侧壁上设有横板8，横板8位于进气口的上方，横板8的左端设有通气口，

通气口上设有第一风机9，横板8和筒体1之间设有靠近进气口的滤袋10，筒体1的右侧壁上

设有位于横板8下方且靠近进气口的第二风机11，筒体1的底部为圆台形，筒体1的底面设有

出灰盖12，筒体1的内侧壁上设有位于横板8上方的活性炭过滤网13；滤袋10会吸附尾气中

的粉尘，第二风机11会加快尾气的流动速度，活性炭过滤网13会吸附尾气中的有害气体和

异味；当滤袋10上的灰尘过多时，若不及时去除，会影响滤袋10吸附的效率，第一风机9可以

通过风力来对滤袋10进行振动，使得滤袋10上灰尘脱落，进入到筒体1的底面，再打开出灰

盖12排出。

[0028] 喷淋箱3的内侧壁上设有横置的喷淋管14，喷淋管14的底端设有雾状喷头15，喷淋

箱3内的消毒液储藏室16，喷淋箱3的外侧壁上连接有进液管17，进液管17与消毒液储藏室

16相连通，消毒液储藏室16内设有吸水泵18，吸水泵18和喷淋管14之间连接有输液管19，喷

淋箱3的底面设有出液盖板20；吸水泵18吸取消毒液通过输液管19、喷淋管14，再由雾状喷

头15喷出，通过喷淋的方式来去除尾气中的粉尘和有害气体，当喷淋箱3内的消毒液过多

时，打开出液盖板20排出。

[0029] 干燥箱4内设有分子筛过滤网21，有利于去除尾气中的湿气。

[0030] 尾气管2、第一连接管5、第二连接管6、出气管7、进液管17和输液管19上均设有控

制阀22，控制阀22能够控制气体和液体的进出。

[0031] 第一连接管5、第二连接管6和出气管7上均安装有第三风机23，筒体1的外侧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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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控制器24，第一风机9、第二风机11、第三风机23均与控制器24相电性连接，控制器24控

制第一风机9、第二风机11和第三风机23的工作情况，提高了工作效率。

[0032] 消毒液储藏室16内水位传感器25，喷淋箱3的外侧壁上设有水位显示器26，水位传

感器25与水位显示器26相电性连接，便于监控消毒液储藏室16内的消毒液存量。

[0033] 消毒液储藏室16内设有电加热器27，喷淋箱3的外侧壁上设有第一控制器28，第一

控制器28与电加热器27相电性连接，第一控制器28能够控制电加热器27的加热情况。

[0034] 输液管19上安装有液体流量计29，液体流量计29可以测定输液管19内液体流量。

[0035] 干燥箱4的内侧壁上设有干燥板30，干燥板30的表面设有通孔，干燥板内设有活性

氧化铝，该设计可以对尾气中的湿气进行再次干燥。

[0036] 本实用新型方案所公开的技术手段不仅限于上述技术手段所公开的技术手段，还

包括由以上技术特征等同替换所组成的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的未尽事宜，属于本领域技

术人员的公知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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