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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是一种有机废气的处理系统及其处

理方法，包括有收集装置、碱洗装置、除湿装置、

吸附装置、光解装置，碱洗装置的进气口与收集

装置的出气口连接，除湿装置的进气口与碱洗装

置的出气口连接，吸附装置的进气口与除湿装置

的出气口连接，光解装置的进气口与吸附装置的

出气口连接。本发明有机废气处理系统废气脱水

除湿效果好，脱附解吸能力强，脱附效率高，有机

废气处理率高，且设计合理，结构简单。本发明有

机废气处理系统的处理方法，采用碱洗装置、除

湿装置、吸附装置和光解装置组合，多种处理工

艺并用，操作方便，运行稳定可靠，运维成本低，

适用范围广稳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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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有机废气的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有收集装置、碱洗装置、除湿装置、吸附

装置、光解装置，其中碱洗装置的进气口与收集装置的出气口连接，除湿装置的进气口与碱

洗装置的出气口连接，吸附装置的进气口与除湿装置的出气口连接，光解装置的进气口与

吸附装置的出气口连接，光解装置的出气口输出处理后的气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机废气的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上述碱洗装置包括洗涤塔、

回流泵以及加碱装置；所述洗涤塔上设置有入口管及出口管，洗涤塔内自上而下设置有喷

淋器和填料层，回流泵的进液管与洗涤塔底部连通，回流泵的出液管与所述喷淋器连通，加

碱装置包括碱液储罐以及输送管，所述碱液储罐中的碱液通过输送管输送至所述洗涤塔

内，回流泵用于将洗涤塔内的液体循环输送至喷淋器；加碱装置用于为洗涤塔内部提供碱

液。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机废气的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上述除湿装置上设置有冷

凝部件、除湿部件、加热部件，冷凝部件、除湿部件、加热部件在除湿装置中沿气流方向依次

设置；除湿部件设置于冷凝部件与加热部件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有机废气的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上述冷凝部件为翅片式盘

管，除湿部件包括折流板除湿器和玻璃纤维除湿器，加热部件为加热盘管。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机废气的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上述吸附装置上设置废气

进口和废气出口，吸附装置内还设置有活性炭吸附床，有机废气由废气进口进入吸附装置

内，经活性炭吸附床吸附处理后通过废气出口排出。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有机废气的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上述吸附装置的外侧设置

有对活性炭吸附床内的活性炭进行脱附再生的脱附装置。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有机废气的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上述脱附装置包括脱附气

储罐、脱附气进气管以及脱附气循环管，吸附装置上设有脱附气入口、循环气入口以及循环

气出口；脱附气进气管的一端与脱附气储罐连接，脱附气进气管的另一端与所述脱附气入

口连接，脱附气循环管的一端与所述循环气出口连接，脱附气循环管的另一端与循环气入

口连接；脱附气循环管上沿气流方向设置有分级冷凝器、预热装置以及冷却器，冷却器与预

热装置并联设置，所述预热装置包括串联设置的蒸汽加热器和电加热器。

8.根据权利要求1至7任一项所述的有机废气的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上述收集装置与

碱洗装置之间的管道上设置有第一风机，所述除湿装置与吸附装置之间的管道上设置有第

二风机。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有机废气的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上述光解装置为UV光解装

置。

10.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有机废气的处理系统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有如下

步骤：

1）采用收集装置对有机废气源产生的废气进行集中回收；

2）收集后的有机废气进入碱洗装置，洗涤后的有机废气经出口管流出碱洗装置，进入

除湿装置；

3）在除湿装置内依次经冷凝、除湿、加热处理，进一步去除废气中残留的酸雾及水分，

除湿后的有机废气进入吸附装置；

4）吸附装置通过活性炭对有机废气中残留的污染物进一步吸附脱除，从吸附装置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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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废气再经光解装置作进一步处理；

5）光解装置去除废气中的恶臭气体，光解装置输出处理达标的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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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有机废气的处理系统及其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废气治理技术领域的有机废气处理系统及其处理方法，特别涉及一种

医药行业有机废气的活性炭吸脱附处理系统及其处理方法，属于有机废气的处理系统及其

处理方法的创新技术。

背景技术

[0002] 工业生产中，很多涉及化学品使用的行业都会产生有机废气，有机废气一般都存

在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处理难度大、危害度高等特点，泄露或随意排放会对周围环境带来

严重破坏。尤其是医药行业，在生产过程中经常会产生大量溶剂消耗，其消耗的溶剂大多是

低沸点、高挥发的有机物质，因此生产中所排放的尾气为有机废气，具有排放量大、排放点

多以及排放的废气成分相对复杂，极易出现扩散现象，危害较大。在行业内为节省初期投资

普遍采用喷淋洗涤和活性炭吸附的方法对废气进行处理，但是喷淋塔的脱水除湿效果往往

不理想，使得经喷淋处理后的废气常含有大量的水汽或雾滴，以致其进入后续的活性炭吸

附装置后，废气脱水除湿效果差，容易使活性炭吸水饱和，吸附能力下降，影响活性炭的处

理效率，从而导致有机废气处理率低下，废气不能达标排放。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缺点而提供一种有机废气的处理系统，本发明废气脱

水除湿效果好，脱附解吸能力强，脱附效率高，有机废气处理率高。

[0004]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有机废气的处理系统的处理方法，本发明操作简

单方便，有机废气处理效率高。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本发明有机废气的处理系统，包括有收集装置、碱洗装置、除湿装置、吸附装置、光解装

置，其中碱洗装置的进气口与收集装置的出气口连接，除湿装置的进气口与碱洗装置的出

气口连接，吸附装置的进气口与除湿装置的出气口连接，光解装置的进气口与吸附装置的

出气口连接，光解装置的出气口输出处理后的气体。

[0006] 本发明有机废气处理系统的处理方法，包括有如下步骤：

1）采用收集装置对有机废气源产生的废气进行集中回收；

2）收集后的有机废气进入碱洗装置，洗涤后的有机废气经出口管流出碱洗装置，进入

除湿装置；

3）在除湿装置内依次经冷凝、除湿、加热处理，进一步去除废气中残留的酸雾及水分，

除湿后的有机废气进入吸附装置；

4）吸附装置通过活性炭对有机废气中残留的污染物进一步吸附脱除，从吸附装置出来

的废气再经光解装置作进一步处理；

5）光解装置去除废气中的恶臭气体，光解装置输出处理达标的气体。

[000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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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的有机废气处理系统，采用碱洗装置、除湿装置、吸附装置和光解装置组合，多

种处理工艺并用，收集装置用于收集有机废气并将其送入后续的处理装置；碱洗装置用于

对来自收集装置的有机废气进行洗涤处理；除湿装置用于对洗涤后的有机废气进行除水除

湿；吸附装置用于对除水除湿后的有机废气进行吸附处理；光解装置用于对吸附处理后的

废气进行氧化分解，另外，本发明采用独立的除湿装置，对洗涤后的有机废气进行先冷凝、

再除湿、后加热，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废气中的水分含量，从而减轻后续吸附装置的处理负

荷，防止有机废气过量带水进入后续的吸附装置而使活性炭发生饱和，影响吸附处理效果。

本发明设计合理，结构简单，操作方便，运行稳定可靠，运维成本低，废气处理效率高，适用

范围广稳定可靠。

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本发明的有机废气处理系统的工艺流程图；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有机废气处理系统的原理图；

图3为本发明碱洗装置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除湿装置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吸附装置的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脱附装置的示意图；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2有机废气处理系统的原理图。

[0009] 图中：

1-收集装置、2-碱洗装置、21-洗涤塔、211-入口管、212-出口管、213-喷淋器、214-填料

层、22-回流泵、221-进液管、222-出液管、23-碱液储罐、24-计量泵、25-输送管、26-第一风

机、3-除湿装置、31-进气口、32-出气口、33-冷凝部件、331-低温水上水、332-低温水回水、

34-除湿部件、341-折流板除湿器、342-玻纤除湿器、35-加热部件、351-饱和蒸汽、352-低温

蒸汽、4-吸附装置、41-废气进口、42-废气出口、43-活性炭吸附床、44-脱附气入口、45-循环

气入口、46-循环气出口、47-第二风机、5-光解装置、6-排放烟囱、7-脱附装置、71-脱附气储

罐、72-脱附气进气管、73-脱附气循环管、74-分级冷凝器、741-一级冷凝部件、7411-冷却水

上水、7412-冷却水回水、742-二级冷凝部件、7421-低温水上水、7422-低温水回水、75-预热

装置、751-蒸汽加热器、7511-饱和蒸汽、7512-低温蒸汽、752-电加热器、76-冷却器、761-冷

却水上水、762-冷却水回水、77-第三风机、78-废液回收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10] 附图仅用于示例性说明，不能理解为对本专利的限制；为了更好地说明本实施方

式，附图某些部件会有省略、放大或缩小，并不代表实际产品的尺寸；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

来说，附图中某些公知结构及其说明可能省略是可以理解的。

[0011] 实施例1：

如图1-2所示，本发明有机废气的处理系统，包括有收集装置1、碱洗装置2、除湿装置3、

吸附装置4、光解装置5，其中碱洗装置的进气口与收集装置的出气口连接，除湿装置的进气

口与碱洗装置的出气口连接，吸附装置的进气口与除湿装置的出气口连接，光解装置的进

气口与吸附装置的出气口连接，光解装置的出气口输出处理后的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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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上述收集装置用于收集有机废气并将其送入后续的处理装置；碱洗装置用于对来

自收集装置的有机废气进行洗涤处理；除湿装置用于对洗涤后的有机废气进行除水除湿；

吸附装置用于对除水除湿后的有机废气进行吸附处理；光解装置用于对吸附处理后的废气

进行氧化分解。

[0013] 本实施例中，上述碱洗装置2包括洗涤塔21、回流泵22以及加碱装置；所述洗涤塔

21上设置有入口管211及出口管212，洗涤塔21内自上而下设置有喷淋器213和填料层214，

回流泵22的进液管221与洗涤塔21底部连通，回流泵22的出液管222与所述喷淋器213连通，

加碱装置包括碱液储罐23以及输送管25，所述碱液储罐23中的碱液通过输送管25输送至所

述洗涤塔21内，回流泵22用于将洗涤塔21内的液体循环输送至喷淋器213；加碱装置用于为

洗涤塔21内部提供碱液。

[0014] 上述填料层214的填料优选鲍尔环，可以增大气液相的接触面积，所述喷淋器213

和填料层214至少设置一组；  有机废气采用下进上出的方式进出洗涤塔21，在洗涤塔21中，

有机废气经填料层214均匀分布后，与喷淋器213喷洒的碱液充分接触，有机废气中的酸性

气体与碱液发生中和反应，从而可以去除有机废气中的酸性气体，降低废气的酸度，减小其

对后续处理装置以及管道的腐蚀。同时，有机废气在洗涤塔21中，经洗涤、吸收、降温处理，

能洗涤去除废气中的颗粒物，并将可溶于水的物质溶解吸收，废气温度得到降低。上述加碱

装置还包括有计量泵24，液储罐23中的碱液经计量泵24计量后通过输送管25输送至所述洗

涤塔21内。通过计量泵24可以连续精确的向洗涤塔21内投加碱液，满足塔内的液体所需的

pH值要求，确保洗涤塔21始终处于最佳净化处理状态。入口管211设置在涤塔21的侧壁，出

口管212设置在洗涤塔21的顶部。

[0015] 本实施例中，上述除湿装置3上设置有冷凝部件33、除湿部件34、加热部件35，冷凝

部件33、除湿部件34、加热部件35在除湿装置中沿气流方向依次设置；除湿部件34设置于冷

凝部件33与加热部件35之间。冷凝部件用于对有机废气进行冷凝脱水；除湿部件用于对有

机废气进行除湿；加热部件用于降低除湿后的有机废气的相对湿度。所述除湿部件设置于

冷凝部件与加热部件之间。

[0016] 本实施例中，上述冷凝部件33为翅片式盘管，冷凝部件33的盘管内走循环低温水，

低温水上水331的温度为7℃，低温水回水332的温度为12℃，低温水的循环流动方向与有机

废气流向相反，冷凝部件33用于对有机废气进行冷凝脱水。

[0017] 上述除湿部件34包括折流板除湿器341和玻璃纤维除湿器342，采用折流板除湿器

341和玻璃纤维除湿器342结合对有机废气进行除水除湿，可以使除湿装置3对粒径大于1微

米的雾滴的去除效率达到99%以上。

[0018] 上述加热部件35为加热盘管，加热盘管内接入饱和蒸汽351，饱和蒸汽351经加热

盘管与有机废气换热，换热后产生的低温蒸汽352出加热盘管后回收利用，所述加热部件35

用于对除水除湿后的有机废气进行加热，进一步除湿，所述除湿装置3产生的冷凝液汇集在

其底部便于集中处理。

[0019] 来自洗涤塔21的有机废气进入除湿装置3后，与冷凝部件33接触后换热降温（温度

降到25℃以下），将有机废气中的部分水冷凝回收，然后有机废气依次经过折流板除湿器

341和玻璃纤维除湿器342，进一步去除废气中残留的雾滴和水分，除湿后的有机废气再经

过加热部件35，经加热升温（温升幅度约为5℃），从而保证有机废气的湿度不超过65%，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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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废气过量带水进入后续的吸附装置4而使活性炭发生饱和，影响吸附处理效果。

[0020] 本实施例中，上述吸附装置4上设置废气进口41和废气出口42，有机废气由废气进

口41进入吸附装置4内，经活性炭吸附床43吸附处理后通过废气出口42排出。在吸附装置4

中，有机废气中的长碳链、中高沸点污染物被具有巨大比表面积和丰富空隙结构的活性炭

捕捉吸附，活性炭吸附率高，废气处理效率高，使用周期长，运行成本低。

[0021] 本实施例中，上述吸附装置4内设置有活性炭吸附床43，吸附装置4的外侧设置有

活性炭吸附床43内的活性炭进行脱附再生的脱附装置7。脱附装置7用于对吸附装置4内的

活性炭进行脱附再生，将活性炭内吸附的污染物分子脱除，活性炭可以循环利用，这样有利

于延长活性炭使用周期，降低运行成本。

[0022] 本实施例中，上述脱附装置7包括脱附气储罐71、脱附气进气管72以及脱附气循环

管73，吸附装置4上设有脱附气入口44、循环气入口45以及循环气出口46；脱附气进气管72

的一端与脱附气储罐71连接，脱附气进气管72的另一端与所述脱附气入口44连接，脱附气

循环管73的一端与所述循环气出口46连接，脱附气循环管73的另一端与循环气入口45连

接；脱附气循环管73上沿气流方向设置有分级冷凝器74、预热装置75以及冷却器76，冷却器

76与预热装置75并联设置，所述预热装置75包括串联设置的蒸汽加热器751和电加热器

752。

[0023] 所述分级冷凝器74用于对脱附气进行冷凝，将脱附气从活性炭吸附床43中吸收携

带的有机溶剂进行冷凝回收；蒸汽加热器751采用管式换热器，利用饱和蒸汽7511对废气进

行初步加热，产生的低温蒸汽7512回收利用，所述预热装置75用于在脱附过程中给脱附气

进行预热，预热后的脱附气进入吸附装置4与活性炭吸附床43接触，可以加快活性炭的脱附

速率，提高脱附效率。

[0024] 所述冷却器76采用管式换热器，冷却器76的冷却水上水761的温度为32℃，冷却水

回水762的温度为37℃，所述冷却器76用于脱附结束后，对系统内的脱附气冷却降温，再利

用降温后的脱附气对吸附装置4内部进行冷却，以便于吸附装置4尽快投运。

[0025] 所述脱附气循环管73上还设置有第三风机77，设置第三风机77有利于推动脱附气

在吸附装置4和脱附装置7中循环流动，提高脱附效率。

[0026] 所述分级冷凝器74内沿气流方向设置一级冷凝部件741和二级冷凝部件742，所述

分级冷凝器74底部设置有废液回收槽78。所述分级冷凝器74的一级冷凝部件741和二级冷

凝部件742均为翅片盘管结构，一级冷凝部件741的翅片盘管内通入循环冷却水，从而经翅

片盘管外表换热对脱附出来的高温气体进行预冷却，一级冷凝部件741的冷却水上水7411

的温度为32℃，低温水回水7412的温度为37℃，冷却水的循环流动方向与废气流向相反；二

级冷凝部件742的翅片盘管内通入循环低温水，进一步将预冷却气体中含有的有机溶剂冷

凝成液态，二级冷凝部件742的低温水上水7421的温度为7℃，低温水回水7422的温度为12

℃，低温水的循环流动方向与废气流向相反；所述分级冷凝器74冷凝收集的有机溶剂集中

在废液回收槽78中统一处理。

[0027] 所述脱附装置7运行时，首先通过脱附气进气管72将脱附气储罐71中的脱附气充

入吸附装置4，当充气量达到需求量后，切断脱附气进气管72的进气，然后利用第三风机77

推动吸附装置4内的脱附气循环流动，吸收了活性炭吸附床43中的有机物的脱附气经分级

冷凝器74冷凝析出有机溶剂，再经预热装置75加热后重新进入吸附装置4进行脱附，如此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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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完成对吸附装置4中的活性炭的脱附处理。

[0028] 所述脱附装置7采用的脱附气为氮气。脱附前，先通氮气对脱附系统设备及管道中

的氧气进行吹扫，通过氧含量检测器检测脱附系统设备及管道中氧含量低于3%。脱附过程

中，脱附气经加热装置加热至130℃以上循环使用。采用高温氮气对吸附装置4内的活性炭

进行脱附再生，可有效将活性炭吸附床43内吸附的污染物脱附解析出来，脱附效率高。

[0029] 此外，上述收集装置1与碱洗装置2之间的管道上设置有第一风机26，所述除湿装

置3与吸附装置4之间的管道上设置有第二风机47。由于各处理装置内均设置有内件，会对

气流产生阻力，因此设置第一风机26和第二风机47，在风机的推动作用下，有机废气可以保

持一定的空速依次经过各处理装置进行处理，最终处理达标的气体经过排放装置6高空排

放。

[0030] 本实施例中，上述光解装置5为UV光解装置.在光解装置5的高能紫外线作用下，一

方面空气中的氧气被裂解，然后组合产生臭氧，另一方面废气中的恶臭气体的化学键断裂，

使之形成游离态的原子或基团，同时产生的臭氧与恶臭气体发生反应，使恶臭气体最终被

裂解、氧化生成简单稳定的化合物，如CO2、H2O、N2等。

[0031] 本发明有机废气的处理系统的处理方法，包括有如下步骤：

1）采用收集装置1对有机废气源产生的废气进行集中回收；

2）收集后在第一风机26的抽吸作用下，有机废气经入口管211进入洗涤塔21，由下向上

流动，在填料层214与来自喷淋器213的碱液接触，有机废气与碱液换热传质，发生反应，使

废气中含有的酸性气体和可溶于水的物质以及颗粒物被除去，洗涤后的有机废气经出口管

212流出洗涤塔21，进入除湿装置3；

3）在除湿装置3内依次经冷凝、除湿、加热处理，进一步去除废气中残留的酸雾及水分，

使有机废气的湿度不超过65%，除湿后的有机废气在第二风机47的推动作用下，进入吸附装

置4；

4）吸附装置4通过活性炭对有机废气中残留的污染物进一步吸附脱除，从吸附装置4出

来的废气再经光解装置5作进一步处理；

5）光解装置5去除废气中的恶臭气体，光解装置5输出处理达标的气体。最终处理达标

的气体经过排放装置6高空排放。

[0032] 实施例2：

本发明有机废气的处理系统，本发明与实施例1的区别是：如果有若干个车间，可以每

个车间分别设置收集装置1、碱洗装置2、除湿装置3，如图7所示，有两个车间，则设置两个收

集装置1、两个碱洗装置2、两个除湿装置3，两个车间的除湿装置3将除湿后的有机废气在第

二风机47的推动作用下，全部进入吸附装置4。如果有三个车间，则设置三个收集装置1、三

个碱洗装置2、三个除湿装置3，三个车间的除湿装置3将除湿后的有机废气在第二风机47的

推动作用下，全部进入吸附装置4，如此类推。

[0033] 本发明的有机废气处理系统，设计合理，可有效提高有机废气的处理效率，运行稳

定可靠，污染物去除率高，适用范围广。

[0034] 图中，描述位置关系仅用于示例性说明，不能理解为对本专利的限制；显然，本发

明的上述实施方式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本发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是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

的限定。对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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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变化或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

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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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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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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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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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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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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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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