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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废气光氧催化处理

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壳体、过滤装置、光氧催

化组件和排气管，所述的过滤装置可拆卸地设置

在第一直管段内，靠近进气口的第一直管段内还

设置有喷雾机构，所述的排气管的一端呈密封

状，所述的光氧催化组件是由螺旋催化组件、催

化板和紫外灯所组成，所述的左端壳体、中间段

壳体和右端壳体内都嵌入式地安装有紫外灯，所

述的螺旋催化组件包括驱动电机、轴杆、第一螺

旋催化扇叶、第二螺旋催化扇叶和第三螺旋催化

扇叶。本设计具有结构简单、易于制造和实用高

效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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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废气光氧催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壳体、过滤装置、光氧催化组件和排

气管(4)，所述的壳体是由左端壳体、中间段壳体(2)和右端壳体依次连接所组成，所述的左

端壳体是由第一直管段(1-1)、第一过渡段(1-2)和第二直管段(1-3)从左到右依次连成一

体所组成，第一直管段左端的进气口处安装有第一连接法兰(1-4)，所述的过滤装置可拆卸

地设置在第一直管段内，靠近进气口的第一直管段内还设置有喷雾机构，所述的第二直管

段右端的外壁上设置有第一连接座，所述的中间段壳体呈直管型，所述的中间段壳体左右

两端的外壁上都设置有第二连接座，所述的右端壳体是由第三直管段(3-1)和第二过渡段

(3-2)连成一体所组成，所述的第三直管段左端的外壁上设置有第三连接座，所述的中间段

壳体两端的第二连接座分别通过螺纹组件与第二直管段的第一连接座以及第三直管段的

第三连接座相连，所述的第二过渡段的右端设置有第二连接法兰(3-3)，所述的排气管的一

端呈密封状，所述的排气管的侧壁上设置有第三连接法兰，所述的右端壳体通过第二连接

法兰(3-3)和第三连接法兰(4-1)的配合与排气管相连，所述的光氧催化组件是由螺旋催化

组件、催化板和紫外灯(10)所组成，所述的左端壳体、中间段壳体(2)和右端壳体内都嵌入

式地安装有紫外灯，所述的螺旋催化组件包括驱动电机(5)、轴杆(6)、第一螺旋催化扇叶

(7-1)、第二螺旋催化扇叶(7-2)和第三螺旋催化扇叶(7-3)，所述的催化板是由第一催化板

(8-1)、第二催化板(8-2)和第三催化板(8-3)所组成，所述的驱动电机安装在排气管内并与

轴杆相连，所述的轴杆穿过第二连接法兰和第三连接法兰并依次伸入至第二过渡段、第三

直管段、中间段壳体、第二直管段以及第一过渡段内，所述的轴杆依次穿过第三催化板、第

二催化板和第一催化板，所述的第三催化板、第二催化板和第一催化板上相对于轴杆的位

置都开设有通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气光氧催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三催化板的上

端、以及前后两端分别与第三直管段内的顶壁以及前后内壁相接触，所述的第三催化板的

下端与第三直管段内的底部之间留有间隙，所述的第二催化板的下端以及前后两端分别与

中间段壳体(2)内的底部以及前后内壁相接触，所述的第二催化板的上端与中间段壳体(2)

内的顶壁之间留有间隙，所述的第一催化板的上端以及前后两端分别与第二直管段内的顶

壁以及前后内壁相接触，所述的第一催化板的下端与第二直管段内的底部之间有间隙。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气光氧催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螺旋催化扇

叶安装在第一催化板左侧的轴杆上，所述的第二螺旋催化扇叶安装在第一催化板与第二催

化板之间的轴杆上，所述的第三螺旋催化扇叶安装在第二催化板与第三催化板之间的轴杆

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气光氧催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三催化板右侧

的轴杆上还安装有风机(9)。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气光氧催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喷雾机构是由环

形喷雾加湿管(12)和导通管(11)所组成，所述的环形喷雾加湿管通过上下两个固定件(13)

固定在第一直管段的内壁上，所述的环形喷雾加湿管的顶部可拆卸地连接有导通管，所述

的导通管从进气口的顶部伸出，所述的进气口的顶部开设有与导通管相匹配的连接通孔，

所述的环形喷雾加湿管(12)的内侧壁上均匀排布有喷雾加湿口(12-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气光氧催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过滤装置包括夹

紧框架、活性炭纤维棉(24)、安装座(14)和拉柄(17)，所述的夹紧框架内布满有活性炭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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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所述的夹紧框架的左右两端外壁都均匀排布有通孔(23)，所述的夹紧框架的底部设置

有两个夹紧块(16)，所述的夹紧框架的上端固定在两个夹紧块之间，所述的第一直管段顶

部开设有与安装座相匹配的凹槽，所述的安装座可拆卸地连接在凹槽内，所述的夹紧框架

穿过凹槽伸入至第一直管段内，所述的拉柄设置在安装座的顶部，所述的安装座顶部的左

右两端各设置有一个限位块(18)，所述的限位块与第一直管段的顶部相接触。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废气光氧催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夹紧框架是由左

框架(15-1)和右框架(15-2)连接所组成，所述的左框架与右框架相对的一面上都开设有存

纳槽，所述的左框架和右框架的存纳槽内布满有活性炭纤维棉(24)，所述左框架的左端外

壁以及所述右框架的右端外壁都均匀排布有通孔。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废气光氧催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安装座与凹槽之

间还设置有弹性卡紧机构，所述的弹性卡紧机构包括开设在凹槽内壁上的连接孔(20)、开

设在安装座外壁上半球形卡槽(19)、球形卡头(21)和弹簧(22)，所述的球形卡头通过弹簧

连接在连接孔内，所述的球形卡头在弹簧的作用下卡入半球形卡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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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光氧催化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废气处理技术领域，具体的涉及一种废气光氧催化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许多产品在成型之后需要对其表面进行喷漆处理或者喷塑处理，塑料粉末涂装作

业中会逸散到周围的空气中，污染空气。含有塑料粉末的废气如何直接排放会对周围环境

造成不良影响。而且由于废气处理设备价格较高，占地空间大，很多企业通常把废气直接排

放，对环境造成破坏，影响人类健康，因此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设计一种废气光氧催化处理装

置就显得尤为重要。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废气光氧催化处理装置，在壳体内设置有螺旋催化组件和

催化板，通过螺旋催化组件和催化板能够使废气在壳体中来回折叠、波动着移动至壳体的

出口，这样一来，可以有效地提高废气在壳体中的停留时间，并且提高壳体中的废气与设置

于壳体中的催化板、螺旋催化扇叶的接触时间，进而提高废气被光氧催化的效率，并且能够

提高光氧催化废气的效果。

[0004] 为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废气光氧催化处理装置，其特征

在于：包括壳体、过滤装置、光氧催化组件和排气管，所述的壳体是由左端壳体、中间段壳体

和右端壳体依次连接所组成，所述的左端壳体是由第一直管段、第一过渡段和第二直管段

从左到右依次连成一体所组成，第一直管段左端的进气口处安装有第一连接法兰，所述的

过滤装置可拆卸地设置在第一直管段内，靠近进气口的第一直管段内还设置有喷雾机构，

所述的第二直管段右端的外壁上设置有第一连接座，所述的中间段壳体呈直管型，所述的

中间段壳体左右两端的外壁上都设置有第二连接座，所述的右端壳体是由第三直管段和第

二过渡连成一体所组成，所述的第三直管段左端的外壁上设置有第三连接座，所述的中间

段壳体两端的第二连接座分别通过螺纹组件与第二直管段的第一连接座以及第三直管段

的第三连接座相连，所述的第二过渡段的右端设置有第二连接法兰，所述的排气管的一端

呈密封状，所述的排气管的侧壁上设置有第三连接法兰，所述的右端壳体通过第二连接法

兰和第三连接法兰的配合与排气管相连，所述的光氧催化组件是由螺旋催化组件、催化板

和紫外灯所组成，所述的左端壳体、中间段壳体和右端壳体内都嵌入式地安装有紫外灯，所

述的螺旋催化组件包括驱动电机、轴杆、第一螺旋催化扇叶、第二螺旋催化扇叶和第三螺旋

催化扇叶，所述的催化板是由第一催化板、第二催化板和第三催化板所组成，所述的驱动电

机安装在排气管内并与轴杆相连，所述的轴杆穿过第二连接法兰和第三连接法兰并依次伸

入至第二过渡段、第三直管段、中间段壳体、第二直管段以及第一过渡段内，所述的轴杆依

次穿过第三催化板、第二催化板和第一催化板，所述的第三催化板、第二催化板和第一催化

板上相对于轴杆的位置都开设有通孔。

[0005] 进一步：所述的第三催化板的上端、以及前后两端分别与第三直管段内的顶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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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前后内壁相接触，所述的第三催化板的下端与第三直管段内的底部之间留有间隙，所述

的第二催化板的下端以及前后两端分别与中间段壳体内的底部以及前后内壁相接触，所述

的第二催化板的上端与中间段壳体内的顶壁之间留有间隙，所述的第一催化板的上端以及

前后两端分别与第二直管段内的顶壁以及前后内壁相接触，所述的第一催化板的下端与第

二直管段内的底部之间有间隙

[0006] 又进一步：所述的第一螺旋催化扇叶安装在第一催化板左侧的轴杆上，所述的第

二螺旋催化扇叶安装在第一催化板与第二催化板之间的轴杆上，所述的第三螺旋催化扇叶

安装在第二催化板与第三催化板之间的轴杆上。

[0007] 又进一步：所述的第三催化板右侧的轴杆上还安装有风机。

[0008] 又进一步：所述的喷雾机构是由环形喷雾加湿管和导通管所组成，所述的环形喷

雾加湿管通过上下两个固定件固定在第一直管段的内壁上，所述的环形喷雾加湿管的顶部

可拆卸地连接有导通管，所述的导通管从进气口的顶部伸出，所述的进气口的顶部开设有

与导通管相匹配的连接通孔，所述的环形喷雾加湿管的内侧壁上均匀排布有喷雾加湿口。

[0009] 又进一步：所述的过滤装置包括夹紧框架、活性炭纤维棉、安装座和拉柄，所述的

夹紧框架内布满有活性炭纤维棉，所述的夹紧框架的左右两端外壁都均匀排布有通孔，所

述的夹紧框架的底部设置有两个夹紧块，所述的夹紧框架的上端固定在两个夹紧块之间，

所述的第一直管段顶部开设有与安装座相匹配的凹槽，所述的安装座可拆卸地连接在凹槽

内，所述的夹紧框架穿过凹槽伸入至第一直管段内，所述的拉柄设置在安装座的顶部，所述

的安装座顶部的左右两端各设置有一个限位块，所述的限位块与第一直管段的顶部相接

触。

[0010] 又进一步：所述的夹紧框架是由左框架和右框架连接所组成，所述的左框架与右

框架相对的一面上都开设有存纳槽，所述的左框架和右框架的存纳槽内布满有活性炭纤维

棉，所述左框架的左端外壁以及所述右框架的右端外壁都均匀排布有通孔。

[0011] 再进一步：所述的安装座与凹槽之间还设置有弹性卡紧机构，所述的弹性卡紧机

构包括开设在凹槽内壁上的连接孔、开设在安装座外壁上半球形卡槽、球形卡头和弹簧，所

述的球形卡头通过弹簧连接在连接孔内，所述的球形卡头在弹簧的作用下卡入半球形卡槽

内。

[0012] 采用上述结构后，本实用新型在壳体内设置有螺旋催化组件和催化板，通过螺旋

催化组件和催化板能够使废气在壳体中来回折叠、波动着移动至壳体的出口，这样一来，可

以有效地提高废气在壳体中的停留时间，并且提高壳体中的废气与设置于壳体中的催化

板、螺旋催化扇叶的接触时间，进而提高废气被光氧催化的效率，并且能够提高光氧催化废

气的效果；并且本设计还具有结构简单、易于制造和实用高效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喷雾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图1中A的放大图。

[0017] 图4为图3中B的放大图。

说　明　书 2/4 页

5

CN 212731693 U

5



[0018] 图5为夹紧框架的内部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如图1所示的一种废气光氧催化处理装置，包括壳体、过滤装置、光氧催化组件和

排气管4，所述的壳体是由左端壳体、中间段壳体2和右端壳体依次连接所组成，所述的左端

壳体是由第一直管段1-1、第一过渡段1-2和第二直管段1-3从左到右依次连成一体所组成，

第一直管段左端的进气口处安装有第一连接法兰1-4，所述的过滤装置可拆卸地设置在第

一直管段内，靠近进气口的第一直管段内还设置有喷雾机构，所述的第二直管段右端的外

壁上设置有第一连接座，所述的中间段壳体呈直管型，所述的中间段壳体左右两端的外壁

上都设置有第二连接座，所述的右端壳体是由第三直管段3-1和第二过渡段3-2连成一体所

组成，所述的第三直管段左端的外壁上设置有第三连接座，所述的中间段壳体两端的第二

连接座分别通过螺纹组件与第二直管段的第一连接座以及第三直管段的第三连接座相连，

所述的第二过渡段的右端设置有第二连接法兰3-3，所述的排气管的一端呈密封状，所述的

排气管的侧壁上设置有第三连接法兰，所述的右端壳体通过第二连接法兰3-3和第三连接

法兰4-1的配合与排气管相连，所述的光氧催化组件是由螺旋催化组件、催化板和紫外灯10

所组成，所述的左端壳体、中间段壳体2和右端壳体内都嵌入式地安装有紫外灯，所述的螺

旋催化组件包括驱动电机5、轴杆6、第一螺旋催化扇叶7-1、第二螺旋催化扇叶7-2和第三螺

旋催化扇叶7-3，所述的催化板是由第一催化板8-1、第二催化板8-2和第三催化板8-3所组

成，所述的驱动电机安装在排气管内并与轴杆相连，所述的轴杆穿过第二连接法兰和第三

连接法兰并依次伸入至第二过渡段、第三直管段、中间段壳体、第二直管段以及第一过渡段

内，所述的轴杆依次穿过第三催化板、第二催化板和第一催化板，所述的第三催化板、第二

催化板和第一催化板上相对于轴杆的位置都开设有通孔，所述的第三催化板右侧的轴杆上

还安装有风机9。本实用新型在壳体内设置有螺旋催化组件和催化板，通过螺旋催化组件和

催化板能够使废气在壳体中来回折叠、波动着移动至壳体的出口，这样一来，可以有效地提

高废气在壳体中的停留时间，并且提高壳体中的废气与设置于壳体中的催化板、螺旋催化

扇叶的接触时间，进而提高废气被光氧催化的效率，并且能够提高光氧催化废气的效果；并

且本设计还具有结构简单、易于制造和实用高效的优点。

[0020] 如图1所示的第三催化板的上端、以及前后两端分别与第三直管段内的顶壁以及

前后内壁相接触，所述的第三催化板的下端与第三直管段内的底部之间留有间隙，所述的

第二催化板的下端以及前后两端分别与中间段壳体2内的底部以及前后内壁相接触，所述

的第二催化板的上端与中间段壳体2内的顶壁之间留有间隙，所述的第一催化板的上端以

及前后两端分别与第二直管段内的顶壁以及前后内壁相接触，所述的第一催化板的下端与

第二直管段内的底部之间有间隙

[0021] 如图1所示的第一螺旋催化扇叶安装在第一催化板左侧的轴杆上，所述的第二螺

旋催化扇叶安装在第一催化板与第二催化板之间的轴杆上，所述的第三螺旋催化扇叶安装

在第二催化板与第三催化板之间的轴杆上。

[0022] 如图2所示的喷雾机构是由环形喷雾加湿管12和导通管11所组成，所述的环形喷

雾加湿管通过上下两个固定件13固定在第一直管段的内壁上，所述的环形喷雾加湿管的顶

部可拆卸地连接有导通管，所述的导通管从进气口的顶部伸出，所述的进气口的顶部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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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与导通管相匹配的连接通孔，所述的环形喷雾加湿管12的内侧壁上均匀排布有喷雾加湿

口12-1。

[0023] 如图3所示的过滤装置包括夹紧框架、活性炭纤维棉24、安装座14和拉柄17，所述

的夹紧框架内布满有活性炭纤维棉，所述的夹紧框架的左右两端外壁都均匀排布有通孔

23，所述的夹紧框架的底部设置有两个夹紧块16，所述的夹紧框架的上端固定在两个夹紧

块之间，所述的第一直管段顶部开设有与安装座相匹配的凹槽，所述的安装座可拆卸地连

接在凹槽内，所述的夹紧框架穿过凹槽伸入至第一直管段内，所述的拉柄设置在安装座的

顶部，所述的安装座顶部的左右两端各设置有一个限位块18，所述的限位块与第一直管段

的顶部相接触。

[0024] 如图5所示的夹紧框架是由左框架15-1和右框架15-2连接所组成，所述的左框架

与右框架相对的一面上都开设有存纳槽，所述的左框架和右框架的存纳槽内布满有活性炭

纤维棉24，所述左框架的左端外壁以及所述右框架的右端外壁都均匀排布有通孔。

[0025] 如图4所示的安装座与凹槽之间还设置有弹性卡紧机构，所述的弹性卡紧机构包

括开设在凹槽内壁上的连接孔20、开设在安装座外壁上半球形卡槽19、球形卡头21和弹簧

22，所述的球形卡头通过弹簧连接在连接孔内，所述的球形卡头在弹簧的作用下卡入半球

形卡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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