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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超声凝聚功能的新型有机废气处理设

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具有超声凝聚功能

的新型有机废气处理设备，它包括喷淋水洗系统

和烟尘凝聚装置，喷淋水洗系统包括喷淋水洗塔

体、烟尘过滤装置、水洗喷淋装置和反冲洗喷淋

装置，喷淋水洗塔体进气口处设有超声波凝聚

段；烟尘过滤装置、水洗喷淋装置和反冲洗喷淋

装置均设在喷淋水洗塔体内，反冲洗喷淋装置和

水洗喷淋装置分别设在烟尘过滤装置的上方和

下方；烟尘凝聚装置的均流板、超声波发生器、以

及超声波振子均设在超声波凝聚段，均流板与超

声波凝聚段的圆筒体之间留有空隙，以形成超声

波凝聚处理的腔室。本实用新型利用超声波对含

有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的气流中的细微颗粒

在腔室中发生凝聚，凝结成粒径更大的颗粒，以

提高喷淋洗涤过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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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超声凝聚功能的新型有机废气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它包括喷淋水洗系

统和烟尘凝聚装置，所述喷淋水洗系统包括喷淋水洗塔体、烟尘过滤装置、水洗喷淋装置和

反冲洗喷淋装置，所述喷淋水洗塔体上设有进气口和出气口，所述进气口处设有超声波凝

聚段；所述烟尘过滤装置设置在喷淋水洗塔体内，所述烟尘过滤装置包括由若干层过滤滤

网相互叠置形成的多层滤网；所述水洗喷淋装置设置在所述烟尘过滤装置的下方，所述反

冲洗喷淋装置设置在所述烟尘过滤装置的上方；所述烟尘凝聚装置包括均流板、超声波发

生器和超声波振子，所述均流板、超声波发生器、以及超声波振子均设置在超声波凝聚段，

所述均流板与喷淋水洗塔体的进气口连通，且所述均流板与超声波凝聚段的圆筒体之间留

有空隙，以形成超声波凝聚处理的腔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超声凝聚功能的新型有机废气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

述水洗喷淋装置包括若干第一喷淋管、第一水泵和若干第一喷水嘴，若干第一喷淋管呈多

排并列设置，每一第一喷淋管与第一水泵连接，第一水泵设置在循环水池中，若干第一喷水

嘴均匀间隔地设置在第一喷淋管上，且每一第一喷水嘴的喷水方向均朝向烟尘过滤装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超声凝聚功能的新型有机废气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

述反冲洗喷淋装置包括若干第二喷淋管、第二水泵和若干第二喷水嘴，若干第二喷淋管呈

多排并列设置，每一第二喷淋管与第二水泵连接，第二水泵设置在循环水池中，若干第二喷

水嘴均匀间隔地设置在第二喷淋管，且每一第二喷水嘴的喷水方向均朝向烟尘过滤装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超声凝聚功能的新型有机废气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

述喷淋设备还包括电催化氧化系统，所述电催化氧化系统用于对有机废气进行氧化分解，

所述电催化氧化系统设置在所述喷淋水洗塔体内，所述电催化氧化系统包括填料支撑格栅

板、颗粒电极填料层、两块导电石墨板、格栅压料板、弹簧抵压件、电源、若干第三喷淋管、循

环水泵和若干第三喷水嘴，所述填料支撑格栅板固定设置在所述喷淋水洗塔体内，所述颗

粒电极填料层堆置在所述填料支撑格栅板上，两块导电石墨板分别设置在颗粒电极填料层

的两相对侧，并保持每一所述导电石墨板与所述颗粒电极填料层的对应侧边充分接触，两

块导电石墨板分别通过导电线与电源的正负极电性连接，所述格栅压料板盖设在所述颗粒

电极填料层上，所述弹簧抵压件设置在喷淋水洗塔体顶部内侧面与格栅压料板的上表面之

间，以利用弹簧抵压件对格栅压料板朝向填料支撑格栅板的方向形成推压作用；若干第三

喷淋管呈多排并列设置在喷淋水洗塔体内并位于格栅压料板的上方，每一所述第三喷淋管

与循环水泵连接，所述循环水泵设置在循环水池中，每一所述第三喷水嘴的喷水方向均朝

向颗粒电极填料层。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具有超声凝聚功能的新型有机废气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

述填料支撑格栅板与所述格栅压料板之间平行间隔地设有两根呈纵向设置的限位柱，所述

格栅压料板对应于每一所述限位柱的位置设有上下贯通的滑孔，每一所述限位柱的底端固

定设置在填料支撑格栅板上，每一所述限位柱靠近其顶端的部分穿过颗粒电极填料层并可

上下相对滑动地滑设在格栅压料板的滑孔内，以使得格栅压料板可沿着限位柱发生朝向填

料支撑格栅板方向的滑移；所述弹簧抵压件为呈纵向设置的压缩螺旋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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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超声凝聚功能的新型有机废气处理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有机废气处理设备，具体来说，涉及一种具有超声凝聚功能

的新型有机废气处理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有机废气一般都存在易燃易爆、有毒有害、难溶于水、溶于有机溶剂、处理难度大

的特点。目前在除有机废气、除臭工程中，光催化氧化分解技术应用比较广泛，其具有高效、

节能、环保、无二次污染等优势。但是，现有的有机废气的联合处理工艺一般流程是：先将有

机废气经喷淋洗涤塔水洗后，再通入连接有抽风风机的光催化设备进行光催化氧化分解。

然而，现有的用于有机废气联合处理的喷淋洗涤塔对微尘颗粒和烟尘烟气的净化效率低，

其只是简单地利用喷头喷洒的清水对有机废气中的微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进行喷淋洗涤，

由于喷头喷洒的液滴较大较分散，当气流流速过快或者微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粒径较小

时，有机废气中的微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清洗不够彻底，会随着强气流流出喷淋洗涤塔而

进入光催化设备，若不对有机废气中的微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进行及时有效地彻底清除，

就会严重影响光催化设备的工作性能和光催化氧化处理效果。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以上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净化效率高、可利用超声波对含有粉尘

颗粒物和烟气烟尘的气流中的细微颗粒在腔室中发生凝聚，凝结成粒径更大的颗粒，以提

高喷淋洗涤过滤效果的具有超声凝聚功能的新型有机废气处理设备，它包括喷淋水洗系统

和烟尘凝聚装置，所述喷淋水洗系统包括喷淋水洗塔体、烟尘过滤装置、水洗喷淋装置和反

冲洗喷淋装置，所述喷淋水洗塔体上设有进气口和出气口，所述进气口处设有超声波凝聚

段；所述烟尘过滤装置设置在喷淋水洗塔体内，所述烟尘过滤装置包括由若干层过滤滤网

相互叠置形成的多层滤网；所述水洗喷淋装置设置在所述烟尘过滤装置的下方，所述反冲

洗喷淋装置设置在所述烟尘过滤装置的上方；所述烟尘凝聚装置包括均流板、超声波发生

器和超声波振子，所述均流板、超声波发生器、以及超声波振子均设置在超声波凝聚段，所

述均流板与喷淋水洗塔体的进气口连通，且所述均流板与超声波凝聚段的圆筒体之间留有

空隙，以形成超声波凝聚处理的腔室。

[0004] 为了进一步实现本实用新型，所述水洗喷淋装置包括若干第一喷淋管、第一水泵

和若干第一喷水嘴，若干第一喷淋管呈多排并列设置，每一第一喷淋管与第一水泵连接，第

一水泵设置在循环水池中，若干第一喷水嘴均匀间隔地设置在第一喷淋管上，且每一第一

喷水嘴的喷水方向均朝向烟尘过滤装置。

[0005] 为了进一步实现本实用新型，所述反冲洗喷淋装置包括若干第二喷淋管、第二水

泵和若干第二喷水嘴，若干第二喷淋管呈多排并列设置，每一第二喷淋管与第二水泵连接，

第二水泵设置在循环水池中，若干第二喷水嘴均匀间隔地设置在第二喷淋管，且每一第二

喷水嘴的喷水方向均朝向烟尘过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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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为了进一步实现本实用新型，所述喷淋设备还包括电催化氧化系统，所述电催化

氧化系统用于对有机废气进行氧化分解，所述电催化氧化系统设置在所述喷淋水洗塔体

内，所述电催化氧化系统包括填料支撑格栅板、颗粒电极填料层、两块导电石墨板、格栅压

料板、弹簧抵压件、电源、若干第三喷淋管、循环水泵和若干第三喷水嘴，所述填料支撑格栅

板固定设置在所述喷淋水洗塔体内，所述颗粒电极填料层堆置在所述填料支撑格栅板上，

两块导电石墨板分别设置在颗粒电极填料层的两相对侧，并保持每一所述导电石墨板与所

述颗粒电极填料层的对应侧边充分接触，两块导电石墨板分别通过导电线与电源的正负极

电性连接，所述格栅压料板盖设在所述颗粒电极填料层上，所述弹簧抵压件设置在喷淋水

洗塔体顶部内侧面与格栅压料板的上表面之间，以利用弹簧抵压件对格栅压料板朝向填料

支撑格栅板的方向形成推压作用；若干第三喷淋管呈多排并列设置在喷淋水洗塔体内并位

于格栅压料板的上方，每一所述第三喷淋管与循环水泵连接，所述循环水泵设置在循环水

池中，每一所述第三喷水嘴的喷水方向均朝向颗粒电极填料层。

[0007] 为了进一步实现本实用新型，所述填料支撑格栅板与所述格栅压料板之间平行间

隔地设有两根呈纵向设置的限位柱，所述格栅压料板对应于每一所述限位柱的位置设有上

下贯通的滑孔，每一所述限位柱的底端固定设置在填料支撑格栅板上，每一所述限位柱靠

近其顶端的部分穿过颗粒电极填料层并可上下相对滑动地滑设在格栅压料板的滑孔内，以

使得格栅压料板可沿着限位柱发生朝向填料支撑格栅板方向的滑移；所述弹簧抵压件为呈

纵向设置的压缩螺旋弹簧。

[0008]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09] 1、本实用新型的具有超声凝聚功能的新型有机废气处理设备，在喷淋水洗系统的

喷淋水洗塔体的进气口处设有烟尘凝聚装置，喷淋水洗塔体的进气口处设有超声波凝聚

段，烟尘凝聚装置包括均流板、超声波发生器和超声波振子，均流板、超声波发生器、以及超

声波振子均设置在超声波凝聚段，均流板与喷淋水洗塔体的进气口连通，均流板与超声波

凝聚段的圆筒体之间留有空隙，以形成超声波凝聚处理的腔室。有机废气处理过程中，含有

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的气流通过喷淋水洗塔体的进气口进入超声波凝聚段，均流板使从

喷淋水洗塔体的进气口进入的含有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的气流分配为均匀稳定气流后

进入均流板与超声波凝聚段之间的空隙形成的腔室内，以使得超声波发生器发出的超声波

能够充分照射腔室内的气流，以利用超声波发生器发出超声波，并通过超声波振子向腔室

发射超声波，含有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的气流中的细微颗粒在腔室中发生凝聚，逐渐凝

结成粒径更大的粉尘或者烟尘颗粒，然后随着气流流进喷淋水洗塔体进行颗粒物的喷淋水

洗过滤，从而使得有机废气中的微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能够彻底被清除，从而避免因有机

废气中的微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清洗不够彻底，会随着强气流流出喷淋洗涤塔而进入光催

化设备，影响光催化设备的工作性能和光催化氧化处理效果。

[0010] 2、本实用新型的具有超声凝聚功能的新型有机废气处理设备，在喷淋水洗系统的

喷淋水洗塔体内设有烟尘过滤装置和水洗喷淋装置，烟尘过滤装置包括由若干层过滤滤网

相互叠置形成的多层滤网，以利用水洗喷淋装置朝向烟尘过滤装置的多层滤网喷洒清水，

以在烟尘过滤装置的多层滤网上形成可吸附有机尾气中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的水膜滤

网，以利用多层滤网上形成的水膜对进入喷淋水洗塔体的含有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的有

机废气进行洗涤过滤处理，以减少有机废气中的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随气流流出喷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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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塔体。

[0011] 3、本实用新型的具有超声凝聚功能的新型有机废气处理设备，在喷淋水洗系统的

喷淋水洗塔体内并位于烟尘过滤装置的多层滤网的上方设有反冲洗喷淋装置，以利用反冲

洗喷淋装置对粘附在烟尘过滤装置的多层滤网上的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进行反冲洗，防

止烟尘过滤装置的多层滤网的滤网孔堵塞造成气流流通不畅，从而提高了喷淋水洗塔体对

含有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的有机废气的喷淋洗涤效果，避免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进入

有机废气的催化氧化设备而影响处理效果。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有机废气联合处理工艺设备组合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喷淋水洗系统和电催化氧化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光催化氧化装置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光催化氧化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光催化氧化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光催化氧化装置的光催化腔室内壁的具有交替且连续的凸部

和凹部表层结构示意图；

[0018]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光催化氧化装置的光催化腔室内气流撞击到具有交替且连续

的凸部和凹部表层时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8为本实用新型的灯管安装架的安装连接锁紧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9为本实用新型的灯管安装架的安装连接锁紧组件的侧视方向结构示意图；

[0021] 图10为本实用新型的油雾分离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11为本实用新型的光催化氧化装置内安装有在线清洗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阐述，其中，本实用新型的方向以图1为标

准。

[0024] 如图1至图11所示，本实用新型的具有超声凝聚功能的新型有机废气处理设备，它

包括喷淋水洗系统1、电催化氧化系统2、光催化氧化装置3、油雾分离装置4、在线清洗装置

5、超声波除污发生装置6、烟尘凝聚装置7、高压引风机8和引风管道9，其中：

[0025] 喷淋水洗系统1用于水洗过滤有机废气中的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喷淋水洗系

统1包括喷淋水洗塔体11、烟尘过滤装置12、水洗喷淋装置13、反冲洗喷淋装置14、水槽15和

循环水池16；

[0026] 喷淋水洗塔体11采用现有技术的呈竖直状态的中空的圆柱形壳体结构设计，喷淋

水洗塔体11上设有进气口111和出气口112，进气口111位于喷淋水洗塔体11的底部侧壁上，

喷淋水洗塔体11的进气口111与有机废气的排出通道相连通，出气口112位于喷淋水洗塔体

11的塔顶部，水槽15设置在喷淋水洗塔体11内并位于喷淋水洗塔体11的底部，水槽15内的

液面高度低于喷淋水洗塔体11的进气口111的位置，循环水池16设置在喷淋水洗塔体11的

外部相应于水槽15的位置，循环水池16与水槽15相连通，以使得水槽15内的水可以流入循

环水池16，且循环水池16与水槽15的连通通道内设有用于过滤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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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网袋，以保证循环水池16内的水体清洁。

[0027] 烟尘过滤装置12设置在喷淋水洗塔体11内并位于喷淋水洗塔体11的进气口111上

方，烟尘过滤装置12包括由若干层过滤滤网相互叠置形成的多层滤网，多层滤网的具体层

数根据实际处理烟尘的需要而设计，且多层滤网中的每一相邻的两层滤网均相互平行间隔

设置；水洗喷淋装置13用于朝向烟尘过滤装置12的多层滤网喷洒清水，以在烟尘过滤装置

12的多层滤网上形成可吸附有机废气中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的水膜滤网，以利用多层滤

网上形成的水膜对进入喷淋水洗塔体11的含有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的有机废气进行初

步过滤处理，以减少有机废气中的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随气流流出喷淋水洗塔体11；水

洗喷淋装置13设置在烟尘过滤装置12的多层滤网的下方，水洗喷淋装置13包括若干第一喷

淋管131、第一水泵132和若干第一喷水嘴133，若干第一喷淋管131呈多排并列设置在烟尘

过滤装置12的多层滤网的下方，每一第一喷淋管131与第一水泵132连接，第一水泵132设置

在循环水池16中。若干第一喷水嘴133均匀间隔地设置在第一喷淋管131上，且每一第一喷

水嘴133的喷水方向均朝向烟尘过滤装置12的多层滤网，以使得通过水洗喷淋装置13的第

一喷水嘴133喷出的水可以均匀地喷射在烟尘过滤装置12的多层滤网上，并形成良好的水

膜，以利用烟尘过滤装置12的多层滤网上的水膜对烟尘进行充分、均匀、高效地吸附过滤。

反冲洗喷淋装置14设置在烟尘过滤装置12的多层滤网的上方，反冲洗喷淋装置14包括若干

第二喷淋管141、第二水泵142和若干第二喷水嘴143，若干第二喷淋管141呈多排并列设置

在烟尘过滤装置12的多层滤网的上方，每一第二喷淋管141与第二水泵142连接，第二水泵

142设置在循环水池16中。若干第二喷水嘴143均匀间隔地设置在第二喷淋管141上，且每一

第二喷水嘴143的喷水方向均朝向烟尘过滤装置12的多层滤网，以使得通过反冲洗喷淋装

置14的第二喷水嘴143喷出的水可以均匀地喷射在烟尘过滤装置12的多层滤网上，并形成

良好的水膜，以利用烟尘过滤装置12的多层滤网上的水膜对烟尘进行充分、均匀、高效地吸

附，且可利用反冲洗喷淋装置14与水洗喷淋装置13相配合以在烟尘过滤装置12的多层滤网

的上下两侧面上同时对烟尘过滤装置12的多层滤网进行喷水，并可以向下冲洗粘结在烟尘

过滤装置12的多层滤网上的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实现反冲洗功能，避免烟尘过滤装置

12的多层滤网因含尘气流过大或者携带的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堵住多层滤网网孔，造成

气流流通不畅，降低烟尘过滤装置12的过滤效果。本实用新型在烟尘过滤装置12的多层滤

网设在反冲洗喷淋装置14和水洗喷淋装置13之间，反冲洗喷淋装置14和水洗喷淋装置13分

别位于烟尘过滤装置12的多层滤网的上下两侧，并均朝向烟尘过滤装置12的多层滤网的方

向喷水，在烟尘过滤装置12的多层滤网上下两方向上同时对多层滤网进行喷淋，有效提高

了喷淋在滤网上形成水膜的成功率，从而提高了喷淋的过滤效果。

[0028] 电催化氧化系统2用于对经由烟尘过滤装置12水洗过滤后的有机废气进行初次氧

化分解。电催化氧化系统2设置在喷淋水洗塔体11内并位于烟尘过滤装置12的上方，电催化

氧化系统2包括填料支撑格栅板21、颗粒电极填料层22、两块导电石墨板23、格栅压料板24、

弹簧抵压件25、电源、若干第三喷淋管26、循环水泵27和若干第三喷水嘴28，填料支撑格栅

板21固定设置在喷淋水洗塔体11内，颗粒电极填料层22堆置在填料支撑格栅板21上，颗粒

电极填料层22金属氧化物，本实施例的金属氧化物优先采用氧化铜。两块导电石墨板23分

别设置在颗粒电极填料层22的两相对侧，并保持每一导电石墨板23与颗粒电极填料层22的

对应侧边充分接触，两块导电石墨板23分别通过导电线与电源的正负极电性连接，电源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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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压为48V的直流电源，并控制电流不超过1A。格栅压料板24盖设在颗粒电极填料层22

上，弹簧抵压件25设置在喷淋水洗塔体11顶部内侧面与格栅压料板24的上表面之间，本实

施例的弹簧抵压件25为呈纵向设置的压缩的螺旋弹簧，以利用压缩螺旋弹簧对格栅压料板

24形成朝向填料支撑格栅板21的方向作用的推力，以防止因废气气流的流速过快使得在颗

粒电极填料层22中的电极填料颗粒被冲散或者相对格栅压料板24产生强烈的震动，影响有

机废气的催化氧化净化效果。此外，填料支撑格栅板21与格栅压料板24之间平行间隔地设

有两根呈纵向(与水平面垂直)设置的限位柱29，格栅压料板24对应于每一限位柱29的位置

设有上下贯通的滑孔，每一限位柱29的底端固定设置在填料支撑格栅板21上，每一限位柱

29靠近其顶端的部分穿过颗粒电极填料层22并可上下相对滑动地滑设在格栅压料板24的

滑孔内，以使得格栅压料板24可沿着限位柱29发生朝向填料支撑格栅板21的方向发生滑

移，且每一限位柱29与格栅压料板24的滑孔之间设有密封圈，充分保证了格栅压料板24在

弹簧抵压件25的作用下的滑移不易产生偏摆，从而使得格栅压料板24的上下升降滑动更加

灵活，对颗粒电极填料层22的盖压作用力更加均匀。弹簧抵压件25的螺旋弹簧的外部套设

有可伸缩的塑料波纹管，以将弹簧抵压件25与喷淋水洗塔体11的空腔内的含有水汽的尾气

隔绝，避免弹簧抵压件25发生氧化腐蚀。若干第三喷淋管26呈多排并列设置在喷淋水洗塔

体11内并位于格栅压料板24的上方，每一第三喷淋管26与循环水泵27连接，循环水泵27设

置在循环水池16中。若干第三喷水嘴28均匀间隔地设置在第三喷淋管26上，且每一第三喷

水嘴28的喷水方向均朝向颗粒电极填料层22。

[0029] 电催化氧化系统2在电能的激发下，通入空气的氧在颗粒电极填料层22的氧化催

化剂表面形成具有一定氧化性的初生态的H2O2：O2+2H++2e-→H2O2，初生态的H2O2在催化剂

催化下，继而发生类Fenton反应，产生氧化性极强的羟基自由基：H2O2+MxOy(或M)+H+→·OH

+Mx++H2O(M为金属)，所使用的催化剂对有机物有富集作用，使得羟基自由基能用有机物发

生反应，能够快速而有效的将有机物矿化：·OH+R→CO2+无机离子(R为有机物)。

[0030] 电催化氧化系统2的颗粒电极填料层22在通电后对气流产生大量的羟基自由基及

高能离子剂活性基团DMF，将气流中的哌啶、二氯甲烷、三氟醋酸、乙二硫醇、乙醚、乙腈等有

害污染物与其中的活性自由基团发生化学反应，大量的有害污染物被分解为二氧化碳、水、

无害羧酸。在处理气体中高浓度COD时，30min处理效率达到85～95％。因此，本实用新型的

电催化氧化系统2电催化氧化分解有机气体效率高，除电耗、水耗外，不消耗其他原料，不带

来二次污染，无需二次处理，且催化剂使用寿命长。

[0031] 光催化氧化装置3用于对有机废气进行催化氧化分解以达到净化废气的目的。光

催化氧化装置3包括壳体31、若干灯管安装架32、与灯管安装架32数量一致的紫外灯组、光

催化剂、微波发生器34和锁紧组件。壳体31内设有光催化腔室311和微波激发腔室312，壳体

31的两相对侧上对应于光催化腔室311的位置设有进风口313和出风口314，壳体31的光催

化腔室311内可拆卸地安装有若干灯管安装架32，若干灯管安装架32相互平行等间距地安

装在光催化腔室311内，每一灯管安装架32是由两根横梁321与两根竖梁322相互拼接构成

的中空矩形结构，并在每一灯管安装架32的两根横梁321的外侧分别设有滑块，每一滑块均

与对应横梁321的长度方向保持一致，壳体31的光催化腔室311的内侧壁上对应于每一灯管

安装架32上的滑块的位置设有与滑块滑移配合的滑槽315，每一滑槽315的长度方向与壳体

31内的气流流通方向垂直；紫外灯组安装在灯管安装架32上，紫外灯组包括数根相互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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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等间隔设置的紫外灯管33，每一紫外灯管33的两端分别通过连接支架固定安装在灯管安

装架32的两根竖梁322上，且每一紫外灯管33的轴向方向与壳体31内的气流流通方向垂直。

本实施例的紫外灯管33既可以采用普通的UV紫外灯管，还可以采用具有防水功能的真空紫

外灯管。

[0032] 微波发生器34设置在壳体31的微波激发腔室312内，微波发生器34采用耐高温防

水材料包裹，以避免微波发生器34与水接触而影响其工作效果。微波激发腔室312与光催化

腔室311通过喇叭形连通通道316相互连通，喇叭形连通通道316的小端开口与微波激发腔

室312连通，喇叭形连通通道316的大端开口与光催化腔室311连通，以使得位于微波激发腔

室312内的微波发生器34产生的微波通过喇叭形连通通道316朝向光催化腔室311均匀扩散

辐射到光催化腔室311的每一个角落，从而使得微波发生器34产生的微波可辐射到光催化

腔室311内的每一根紫外灯管33上，激发紫外灯管33产生紫外光线，对流入光催化腔室311

内的有机气体进行光催化分解，可有效提高光催化氧化的效果与效率。

[0033] 锁紧组件用于限制灯管安装架32滑移以实现紫外灯组固定在壳体31的光催化腔

室311内，保证灯管安装架32在壳体31内安装的稳定性，避免灯管安装架32随着催化氧化装

置3工作时发生轴向窜动而损坏紫外灯管33，提高光催化氧化装置3光催化氧化工作性能的

稳定性。锁紧组件包括锁紧套351、插接件352、插接孔槽353、固定件354、螺旋弹簧355和导

向杆356，固定件354固定设置在滑槽315的一端，锁紧套351可活动地设置在滑槽315上对应

于固定件354的位置，固定件354上设有螺旋弹簧355，螺旋弹簧355用于迫使插接件352插接

于设置在灯管安装架32上的插接孔槽353内，导向杆356插设在螺旋弹簧355中，插接件352

上设有与插接件352滑移方向一致的导向槽357，导向杆356的一端固定连接在固定件354

上，导向杆356的另一端插设于插接件352的导向槽357内。

[0034] 灯管安装架32的基本安装与拆卸操作过程：在光催化设备需要更换紫外灯组与添

加光催化剂时，人手拨动插接件并驱使插接件352在锁紧套351的插接孔槽353内滑动移动，

从而将插接件352的插接端部从插接孔槽353内中脱离，从而保证灯管安装架在壳体上的滑

槽315内滑动的顺畅性，操作简单、方便，且固定稳定性好。螺旋弹簧355被插接件352压缩

后，导向杆356插接于导向槽中且在导向槽357中滑动，通过导向杆356与导向槽357的配合

结构的设置，不仅为插接件352提供了导向作用，而且能有效避免螺旋弹簧355被压缩而产

生弯曲的现象，从而在操作人员松开插接件352时，保证螺旋弹簧355驱动插接件352滑动的

顺畅性，避免插接件352在滑动过程中产生左右摆动，并且与锁紧套351的插接孔槽353壁抵

触发生卡嵌现象。而在更换紫外灯组与添加完光催化剂后，通过用手拨动插接件352，驱使

插接件352在锁紧套351上的插接孔槽353内滑动移动，从而螺旋弹簧355被压缩后，插接孔

槽353的插接端面抵触在灯管安装架的侧壁上，灯管安装架在壳体上的滑槽315内滑动且灯

管安装架上的插接孔槽353对准插接件352，插接件352上的螺旋弹簧355将储存的弹性势能

释放，从而驱动插接件352插接在插接孔槽353中。锁紧组件的设置，不仅保证灯管安装架32

在壳体31内安装的稳定性，避免灯管安装架32随着催化氧化装置3工作时发生轴向窜动而

损坏紫外灯管33，提高光催化氧化装置3光催化氧化工作性能的稳定性，还提高了灯管安装

架32安装时的便捷性。

[0035] 壳体31的光催化腔室311内设置有具有交替且连续的凸部317和凹部318，具有交

替且连续的凸部317和凹部318的表层均设有一层催化剂层。目前光催化剂的材料多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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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二氧化钛、氧化锌、氧化锡、二氧化皓、硫化镉等多种氧化物硫化物半导体；其中，由于

二氧化钛的氧化能力较强，化学物质稳定且无毒性，成为最主要的纳米光催化材料，本实施

例优选二氧化钛为光催化剂附着在壳体31的光催化腔室311内壁的具有交替且连续的凸部

317和凹部318表层，且具有交替且连续的凸部317和凹部318形成锯齿状起伏的微涡壁板。

当有机废气在壳体31的光催化腔室311中流动时会受凸部317的阻挡，而易于凹部318处形

成气流涡流，对反应气体有搅拌作用，使反应气体混合均匀，使得壳体31的光催化腔室311

内的反应气体的各部分组份趋于相同，保证了光催化反应的高效进行，防止反应气体局部

未反应气体浓度过大，造成反应气体得不到充分催化氧化反应。且由于具有交替且连续的

凸部317和凹部318的褶皱锯齿形状，增大了壳体31的光催化腔室311内壁的表面积，即增加

了反应气体与催化剂的接触面积，增大了光催化氧化装置3光催化反应速率与反应效率。

[0036] 油雾分离装置4用于分离并去除有机废气中混有的水雾和油雾，以对进入光催化

氧化装置3前的有机废气进行除水、除油，油雾分离装置4设置在光催化氧化装置3的壳体31

的进风口313处，油雾分离装置4采用现有技术的高速离心油烟分离器实现，高速离心油烟

分离器包括高速离心风机、油雾滤网和接液盒，高速离心油烟分离器的转速高达2400r/

min，采用304不锈钢滤网拦截油烟，水雾、油雾分离度可达95％，被拦截的水雾与油雾微粒

可流入接液盒。增加了高速离心油烟分离器的光催化氧化装置，不仅可以解决在联合处理

工艺中的光催化氧化装置中容易受到光催化氧化装置前端的水雾、油雾的影响，出现灯管

难启动的问题，还可以彻底解决因水雾、油雾的影响而导致烧灯管等问题。

[0037] 在线清洗装置5用于对光催化氧化装置3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在线自动清洗，在

线清洗装置5包括增压水泵51、输水管道52、喷淋管道53、高压喷水嘴54、控制阀门和带控制

芯片的控制面板，增压水泵51外接自来水或者溶有清洁剂的水溶液，增压水泵51也可以设

置在清水池或者用于盛装清洁剂水溶液的水池中，喷淋管道53通过输水管道52连接增压水

泵51，若干个高压喷水嘴54设置在光催化氧化装置3的壳体31的光催化腔室311内，喷淋管

道53上设有高压喷水嘴54，每一高压喷水嘴54通过连接接头与喷淋管道53连通，高压喷水

嘴54采用角度可调节的旋转广角喷嘴，控制阀门设置在喷淋管道53上，控制阀门和增压水

泵51均与带控制芯片的控制面板电性连接。在线清洗装置5设置了手动清洗和自动清洗两

种模式：采用手动清洗模式时，在线清洗装置5的工作状态不受控制芯片控制，使用者可根

据实际需要，手动启动增压泵，即可对设备进行清洗；采用自动清洗模式时，通过控制芯片

在线自动控制在线清洗装置5的清洗周期和清洗时间，无需人工干预，控制芯片根据预设程

序自动控制启动增压泵，对设备进行清洗。

[0038] 超声波除污发生装置6用于激发产生与清水或者清洗液进行共振的超声波以对光

催化氧化装置3的污垢层进行快速清洗，超声波除污发生装置6采用现有技术的超声波换能

器实现。超声波除污发生装置6设置在光催化氧化装置3的壳体31的光催化腔室311内，超声

波除污发生装置6采用中高频声波信号的超声波换能器，因超声波换能器在清水或者清洗

液中产生的空化泡破灭时会产生强大的冲击波，使得催化氧化装置3内壁以及紫外灯管33

外壁上包裹的灰层或者油脂污垢层的一部分在冲击波作用下被剥离下来、分散、乳化、脱

落。此外，在超声波换能器在清洗液中产生空化现象产生的气泡时会形成空化二次效应，即

气泡在冲击形成的污垢层与表层间的间隙和空隙渗透，这种小气泡可与声压进行同步膨

胀、收缩，如同剥皮一样的物理力反复作用于污垢层，污垢层一层层被剥离，气泡继续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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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直到污垢层被完全剥离。超声波在清洗过程中会使得清洗液随着超声振动对污垢进

行强烈的冲击，从而加速清水对催化氧化装置3内壁以及紫外灯管33的清洗过程，达到良好

的清洗效果。

[0039] 烟尘凝聚装置7用于将进入喷淋水洗系统1的喷淋水洗塔体11前的有机废气中的

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进行打湿与超声波凝聚，使气流携带颗粒物变大，以提高有机废气

中的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的水洗过滤效果。烟尘凝聚装置7设置在喷淋水洗塔体11的进

气口111处，且喷淋水洗塔体11的进气口111处设有便于超声波将气流中的小颗粒微尘凝聚

变大的超声波凝聚段10，烟尘凝聚装置7包括与水槽连通的空压机(图中未示出)、雾化喷嘴

(图中未示出)、均流板71、超声波发生器72、以及超声波振子73，空压机(图中未示出)、雾化

喷嘴(图中未示出)均设置在喷淋水洗塔体11的进气口111处，空压机与带控制芯片的控制

面板电性连接，雾化喷嘴与空压机相连通，通过空压机与雾化喷嘴将水雾化以对进入喷淋

水洗塔体11的进气口111的有机废气中的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进行打湿加重，以减缓有

机废气中的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在超声波凝聚段中随气流流动的流速，防止有机废气中

的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随高压气流快速上窜而降低喷淋水洗塔体11对有机废气中的粉

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水洗过滤效果；均流板71、超声波发生器72、以及超声波振子73均设置

在超声波凝聚段10，均流板71与喷淋水洗塔体11的进气口111连通，均流板71与超声波凝聚

段10的圆筒体之间留有空隙，以形成超声波凝聚处理的腔室。有机废气处理过程中，含有粉

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的气流通过喷淋水洗塔体11的进气口111进入超声波凝聚段10，均流

板71使从喷淋水洗塔体11的进气口111进入的含有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的气流分配为均

匀稳定气流后进入均流板71与超声波凝聚段10之间的空隙形成的腔室内，以使得超声波发

生器72发出的超声波能够充分照射腔室内的气流，以利用超声波发生器72发出超声波，并

通过超声波振子73向腔室发射超声波，含有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的气流中的细微颗粒在

腔室中发生凝聚，逐渐凝结成粒径更大的粉尘或者烟尘颗粒，然后随着气流流进喷淋水洗

塔体11进行颗粒物的喷淋水洗过滤。本实施例的含有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的气流在腔室

内的停留时间至少为1秒(停留时间是指待处理气体从进入腔室到流出腔室的时间，也就是

待处理气体在腔室内接受超声波处理的时间，超声波的方向与待处理气体流向垂直，均流

板71可作为控制停留时间的手段之一)，烟尘凝聚装置7的超声波发生器72的功率设定为

45W/cm3，超声波发生器72的超声波频率为24.1KHz以上时，烟尘凝聚装置7可将细微颗粒通

过超声波凝聚作用粘合凝结成较大颗粒的颗粒物。关于超声波凝聚作用原理，可参考专利

号为201320798548.6的中国专利所公开的一种颗粒凝聚装置。

[0040] 高压引风机8用于在设备系统内形成负压，以利用负压对各设备系统内的有机废

气进行抽吸，实现设备系统内的有机废气不间断流通，高压引风机8采用现有技术实现。高

压引风机8通过引风管道9与光催化氧化装置3的壳体31的出风口314相连通，光催化氧化装

置3的壳体31的进风口33通过引风管道9与喷淋水洗系统1的喷淋水洗塔体11的出气口112

相连通。

[0041] 本实用新型的基本工作原理与工作流程：

[0042] 1)在高压引风机8形成的负压抽吸作用下，排出的含有大量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

尘的有机废气经由喷淋水洗塔体11的进气口111进入喷淋水洗塔体11，含有大量的粉尘颗

粒物和烟气烟尘的气流在经过喷淋水洗塔体11的进气口111时，被与空压机相连通的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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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嘴喷出的雾化液滴打湿加重，减缓了有机废气中的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随气流流动的

流速，既提高了有机废气中的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在超声波凝聚段10的凝聚速率和凝聚

效果，又防止有机废气中的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随高压气流快速上窜而降低喷淋水洗塔

体11对有机废气中的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水洗过滤的效果，从而有效提高了有机废气中

的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的去除效果。

[0043] 2)经过雾化液滴打湿加重后的含有大量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的气流在流经超

声波凝聚段10时，均流板71使从喷淋水洗塔体11的进气口111进入的含有粉尘颗粒物和烟

气烟尘的气流分配为均匀稳定气流后进入均流板71与超声波凝聚段10之间的空隙形成的

腔室内，以利用超声波发生器72发出超声波，并通过超声波振子73向腔室发射超声波，含有

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的气流中的细微颗粒在腔室中发生凝聚，逐渐凝结成粒径更大的粉

尘或者烟尘颗粒，然后随着气流流进喷淋水洗塔体11进行颗粒物的喷淋水洗过滤。

[0044] 3)经过超声波凝聚的含有大量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尘的气流，再经过设置在喷淋

水洗塔体11内的烟尘过滤装置12的多层滤网形成的水膜滤网，对有机尾气中粉尘颗粒物和

烟气烟尘进行吸附以实现有机尾气的水洗过滤，以减少有机废气中的粉尘颗粒物和烟气烟

尘随气流流出喷淋水洗塔体11。

[0045] 4)经过烟尘过滤装置12水洗过滤后的无烟尘颗粒的洁净气流进入电催化氧化系

统2，电催化氧化系统2的颗粒电极填料层22在通电后对气流产生大量的羟基自由基及高能

离子剂活性基团DMF，将气流中的哌啶、二氯甲烷、三氟醋酸、乙二硫醇、乙醚、乙腈等有害污

染物与其中的活性自由基团发生化学反应，大量的有害污染物被分解为二氧化碳、水、无害

羧酸。电催化氧化系统2除电耗、水耗外，不消耗其他原料，不带来二次污染，无需二次处理，

且催化剂使用寿命长。

[0046] 5)经过电催化氧化系统2电解氧化氧化后的气流自进风口313进入光催化氧化装

置3的光催化腔室311，含有水雾、油雾的气流在经过壳体31的进风口313时，设置在光催化

氧化装置3的壳体31的进风口313处的油雾分离装置4，将气流中95％的水雾、油雾拦截在的

壳体31的进风口313处并形成水雾与油雾微粒流入接液盒，不仅可以解决在联合处理工艺

中的光催化氧化装置中容易受到光催化氧化装置前端的水雾、油雾的影响，出现灯管难启

动的问题，还可以彻底解决因水雾、油雾的影响而导致烧灯管等问题。

[0047] 6)经过油雾分离处理后的气流在光催化氧化装置3的光催化腔室311内，微波发生

器34产生微波激发设置在灯管安装架32上的紫外灯管33产生紫外光，紫外灯管33产生紫外

光照射在壳体31的光催化腔室311内壁的具有交替且连续的凸部317和凹部318表层的光催

化剂层上，并形成涡流，使得反应气体充分分散于光催化腔室311当中，避免了因反应气体

的定向流动性太强而导致反应气体与光催化剂接触不充分，从而保证了光催化反应的有效

进行，提高了反应气体的转化率。

[0048] 7)采用自动清洗模式时，通过控制芯片在线自动控制在线清洗装置5的清洗周期

和清洗时间，无需人工干预，控制芯片根据预设程序自动控制启动增压泵，对设备进行清

洗。利用超声波在清水中传播时的空化、辐射压、声流等物理效应，对被清洗光催化氧化装

置3上的污物产生机械剥落作用，同时能促进清洗液与污物发生化学反应，达到更好的清洗

管件的目的，提高清洗效果与清洗效率，自动化程度高。

[0049]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方式，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上述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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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局部微小的结构改动，如果对本实用新型的各种改动或变型不

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且属于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和等同技术范围之内，则本

实用新型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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