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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恶臭多级净化系统，包括

进气管、第一吸附塔、第二吸附塔、等离子处理装

置和UV光解装置，进气管、第一吸附塔、第二吸附

塔、等离子处理装置和UV光解装置依次连接，第

一吸附塔设有若干个用于喷射生物分解剂的第

一喷头，第二吸附塔设有若干个用于喷射除臭剂

的第二喷头。本发明通过第一吸附塔、第二吸附

塔、等离子处理装置和UV光解装置对恶臭气体的

处理，可以提高对恶臭气体的吸附、分解效率，提

高空气质量，使排出的气体达到国家废气环保排

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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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恶臭多级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进气管(1)、第一吸附塔(2)、第二吸附塔(3)、

等离子处理装置(5)和UV光解装置(6)，所述进气管(1)、第一吸附塔(2)、第二吸附塔(3)、等

离子处理装置(5)和UV光解装置(6)依次连接，所述第一吸附塔(2)设有若干个用于喷射生

物分解剂的第一喷头(24)，所述第二吸附塔(3)设有若干个用于喷射除臭剂的第二喷头

(3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恶臭多级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吸附塔(2)包括第

一吸附段(21)、第二吸附段(22)和第一连接段(23)，所述第一连接段(23)的一端与第一吸

附段相连接，另一端与第二吸附段相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恶臭多级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吸附塔(2)包括第

一循环液体箱(25)，所述第一循环液体箱(25)安装在第一吸附段(21)和第二吸附段(22)的

下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恶臭多级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吸附塔(3)包括第

三吸附段(31)、第四吸附段(32)和第二连接段(33)，所述第二连接段(33)的一端与第三吸

附段相连接，另一端与第四吸附段相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恶臭多级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吸附塔(3)包括第

二循环液体箱(35)，所述第二循环液体箱(35)安装在第三吸附段(31)和第四吸附段(32)的

下方。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恶臭多级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一联通管(8)，所述

第一吸附塔(2)与第二吸附塔(3)之间通过第一联通管(8)相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恶臭多级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二联通管(9)和第

三联通管(10)，所述第二吸附塔(3)与等离子处理装置(5)之间通过第二联通管(9)相连接，

所述等离子处理装置(5)与UV光解装置(6)之间通过第三联通管(10)相连接，所述第二联通

管(9)设有第二检查孔(91)，所述第三联通管(10)上设有第三检查孔(101)。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恶臭多级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平台(4)和变压器

(41)，所述变压器(41)安装在平台(4)上，所述平台(4)安装在等离子处理装置(5)上，所述

变压器(41)与等离子处理装置(5)相连并电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恶臭多级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排气装置(7)，所述排

气装置(7)与UV光解装置(6)相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恶臭多级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气装置(7)包括引风

机(71)、烟囱(72)、第四联通管(70)和第五联通管(73)，所述第四联通管(70)的一端与UV光

解装置(6)相连接，另一端与引风机(71)相连接，所述第五联通管(73)的一端与引风机(71)

相连接，另一端与烟囱(72)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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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臭多级净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废气环保处理的设计，尤其是涉及一种恶臭气体的净化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挥发性有机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简称VOCs)是指在常压下沸点在50

～260℃的有机化合物，按其化学结构可以分为芳香烃(硫化氢、苯、甲苯、二甲苯)、酮类、醛

类、胺类、卤代类、不饱和烃类等。VOCs来源广泛，主要污染源为工业源。工业源主要包括石

油炼制与石油化工、煤炭加工与转化等含VOCs原料的生产行业，油类(燃油、溶剂等)储存、

运输和销售过程，涂料、油墨、胶粘剂、农药等以VOCs为原料的生产行业。VOCs对人的健康和

生活环境有害，并且有恶臭，人如果长期吸入低浓度的有机废气，会引发咳嗽、胸闷、气喘甚

至肺气肿等慢性呼吸道疾病，是目前公认的强烈致癌物。

[0003] 目前对于恶臭气体处理主要通过废气喷淋净化塔，将废气引入喷淋净化塔，废气

与碱水进行中和反应，再经除雾板除雾后由风机排出。缺点是废气与碱水中和效率太低，吸

附效果差，不能满足环保达标要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恶臭多级净化系统，可以提高废气中VOCs的吸附和分

解效率，使净化后排出的气体符合国家废气环保排放标准。

[0005]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恶臭多级净化系统，包括进气管、第一吸附

塔、第二吸附塔、等离子处理装置和UV光解装置，进气管、第一吸附塔、第二吸附塔、等离子

处理装置和UV光解装置依次连接，第一吸附塔设有若干个用于喷射生物分解剂的第一喷

头，第二吸附塔设有若干个用于喷射除臭剂的第二喷头。

[000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中第一喷头和第二喷头的水压达到30MPa，可以进行

高密度喷淋。通过第一吸附塔高密度喷淋生物分解剂对恶臭气体进行第一级处理，将恶臭

气体中的部分有害物质去除并融入水中进行生化分解，通过第二吸附塔喷淋除臭剂对恶臭

气体进行第二级处理，将恶臭气体中的部分VOCs被除臭剂吸附而去掉。通过第一吸附塔和

第二吸附塔对恶臭气体进行充分高密度喷淋洗涤去除了大部分恶臭成分，剩余的恶臭VOCs

气体分子被水分子包裹汽化，进入等离子处理装置对恶臭汽体进行第三级分解、吸附处理。

等离子处理装置中的负电离子对恶臭汽体具备超强的吸附、分解能力，在吸附恶臭汽体的

同时负电离子将恶臭汽体进行电离分解，将恶臭气体中的大部分VOCs去除。UV光解装置对

恶臭气体进行第四级处理，利用紫外光的强氧化性将残存在废气中的低浓度VOCs进行分

解，通过以上四级处理，可以将恶臭气体净化达标。本发明通过第一、第二吸附塔、等离子处

理装置和UV光解装置对恶臭气体进行多级净化处理，可以提高对恶臭气体的吸附、分解效

率，提高空气质量。

[000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一吸附塔包括第一吸附段、第二吸附段和第一连接段，第一

连接段的一端与第一吸附段相连接，另一端与第二吸附段相连接。可以增加恶臭气体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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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吸附塔中的停留时间，使恶臭气体可以充分与第一吸附塔的喷淋液体接触，使恶臭气体

实现高密度汽化改性，便于后续处理。

[000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一吸附塔包括第一循环液体箱，第一循环液体箱安装在第

一吸附段和第二吸附段的下方。第一循环液体箱中放置有生物分解剂，第一循环液体箱与

第一喷头通过管道相连接，生物分解剂在第一循环液体箱与第一喷头之间循环利用。

[000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二吸附塔包括第三吸附段、第四吸附段和第二连接段，第二

连接段的一端与第三吸附段相连接，另一端与第四吸附段相连接。可以增加恶臭气体在第

二吸附塔中的停留时间，使恶臭气体可以充分与第二吸附塔的喷淋液体接触，使恶臭气体

实现高密度汽化改性，便于后续处理。

[001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二吸附塔包括第二循环液体箱，所述第二循环液体箱安装

在第三吸附段和第四吸附段的下方。第二循环液体箱中放置有除臭剂，第二循环液体箱与

第二喷头通过管道相连接，除臭解剂在第二循环液体箱与第二喷头之间循环利用。

[001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本发明还包括第一联通管，第一吸附塔与第二吸附塔之间通

过第一联通管相连接。保证恶臭气体可以顺利进入第二吸附塔的第二循环液体箱内。

[0012]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本发明还包括第二联通管和第三联通管，第二吸附塔与等离

子处理装置之间通过第二联通管相连接，等离子处理装置与UV光解装置之间通过第三联通

管相连接，第二联通管设有第二检查孔，第三联通管上设有第三检查孔。设置第二检查孔可

以对第二联通管进行维修及清理，保证等离子处理装置可以正常运行。设置第三检查孔可

以对第三联通管进行维修及清理，保证UV光解装置可以正常运行。

[001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本发明还包括平台和变压器，变压器安装在平台上，平台安装

在等离子处理装置上，变压器与等离子处理装置相连并电连接。变压器为等离子处理装置

提供高压电源，平台为变压器提供支撑和固定的场所，保证变压器在使用过程中安全，同时

避免变压器因外界因素发生故障或对工作人员造成伤害。

[001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本发明还包括排气装置，排气装置与UV光解装置相连接。设置

排气装置可以使净化后的气体快速排出，保证整个系统设备的正常运行。

[001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排气装置包括引风机、烟囱、第四联通管和第五联通管，第四

联通管的一端与UV光解装置相连接，另一端与引风机相连接，第五联通管的一端与引风机

相连接，另一端与烟囱相连接。引风机可以调节净化后气体的排出速度，净化后的气体通过

烟囱排出，进入环境中。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的恶臭多级净化系统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的恶臭多级净化系统的第一吸附塔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的恶臭多级净化系统的第二吸附塔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的恶臭多级净化系统的第二联通管和第三联通管的

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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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参考图1-4，本发明的恶臭多级净化系统，设置在地面上，由进气管1、第一吸附塔

2、第二吸附塔3、等离子处理装置5、UV光解装置6和排气装置7依次连接组成。

[0022] 第一吸附塔2由第一吸附段21、第一连接段23和第二吸附段22依次连接组成，第二

吸附塔3由第三吸附段31、第二连接段33和第四吸附段32依次连接组成。第一吸附段21、第

一连接段23及第二吸附段22共同形成倒置的U型。第三吸附段31、第二连接段33和第四吸附

段32也共同形成倒置的U型。

[0023] 第一吸附塔内左右对称设置四个第一喷头24，第一吸附段内设有两个第一喷头

24，第二吸附段内设有两个第一喷头24。第一吸附段和第二吸附段下方安装有第一循环液

体箱25，第一循环液体箱25通过管道与第一喷头24相连接，第一吸附段21和第二吸附段2设

有四个第一喷头检查孔26，四个第一喷头检查孔26与四个第一喷头24一一对应。

[0024] 第二吸附塔3内左右对称设置四个第二喷头34，第三吸附段内设有两个第二喷头

34，第四吸附段内设有两个第二喷头34。第三吸附段31和第四吸附段32下方安装有第二循

环液体箱35，第二循环液体箱35通过管道与第二喷头34相连接，第三吸附段31和第四吸附

段32设有四个第二喷头检查孔36，四个第二喷头检查孔36与四个第二喷头34一一对应。

[0025] 第一循环液体箱25内放置有生物分解剂，生物分解剂采用购买于东莞市天清环保

有限公司的微生物除臭剂，内含有硝化细菌、硫酸菌及真菌等微生物，可以将恶臭气体中的

氨气、硫化氢充分洗涤到第一循环液体箱25，并在第一循环液体箱25中对氨气、硫化氢分子

进行生物分解。对生物分解剂进行定期更换以保证分解率。

[0026] 第二循环液体箱35中放置有除臭剂，除臭剂含有活性炭粉，可将恶臭气体中的有

害物质充分洗涤吸附到第二循环液体箱35中，对除臭剂定期更换以保证吸附率。

[0027] 两个循环泵分别安装在第一循环液体箱25和第二循环液体箱35外，一个循环泵与

第一喷头24和第一循环液体箱25连接，另一个循环泵与第二喷头34和第二循环液体箱35连

接。可以实现生物分解剂和除臭剂的循环利用。

[0028] 平台4安装在等离子处理装置5上，变压器41安装在平台4上并与等离子处理装置5

电连接。变压器41为等离子发生器5提供高压电源。等离子处理装置5还设有梯子51和检查

口，方便工人进行检修和维护。

[0029] 等离子处理装置5与第二循环液体箱35通过第二联通管9进行连接，UV光解装置6

通过第三联通管10与等离子处理装置5连接，UV光解装置6为UV光解空气净化器。第二联通

管9中设有第二检查孔91，可以及时对第二联通管9进行清理、维修。第三联通管10中设有第

三检查孔101，可以对第三联通管10进行清理、维修。

[0030] 排气装置7由引风机71、烟囱72、第四联通管70和第五联通管73组成，第四联通管

70的一端与UV光解装置6相连接，另一端与引风机71相连接，第五联通管73的一端与引风机

71相连接，另一端与烟囱相连接。

[0031] 本发明的具体工作方式：恶臭气体经过进气管1进入第一循环液体箱25中，恶臭气

体中的部分VOCs被第一循环液体箱25中的生物分解剂吸附并分解，恶臭气体继续进入，第

一喷头24向下喷水，使恶臭气体流动方向与生物分解剂流动方向相反。恶臭气体与生物分

解剂充分混合，从而使恶臭气体中的部分有机物溶解于液体中并随液体流回到第一循环液

体箱25。循环泵与第一循环液体箱25和喷头24连接，将第一循环液体箱25内净化后的生物

分解剂输送到喷头24中以重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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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恶臭气体通过第一连接段23继而进入第二吸附段22，此时恶臭气体流动方向与生

物分解剂流动方向一致。废气与生物分解剂充分混合，从而使生物分解剂将恶臭气体中的

部分有机污染物溶解于生物分解剂中，并随液体流入第一循环液体箱25。

[0033] 恶臭气体在第一吸附塔2中经过一级高密度喷淋变成水汽状态，使水分子将气体

中的有害物质进行包裹。

[0034] 恶臭气体由第二吸附段22依次进入第三吸附段31、第二连接段33和第四吸附段

32，第二循环水箱35中放置有除臭剂。第三吸附段31中气体流动方向与除臭剂流动方向相

反，第四吸附段32中气体流动方向与除臭剂流动方向相同，除臭剂与恶臭气体中的部分有

机污染物充分混合，并将其吸附带入第二循环液体箱35中。恶臭气体中的有害物质在第二

吸附塔3中经过二级高密度喷淋继续被水分子包裹，保持水汽状态，为后续电离子分解做准

备。

[0035] 恶臭气体进入等离子处理装置5中，变压器41为等离子处理装置5提供高压电源，

等离子处理装置5中排布若干个阴极管形成高密度电场，释放出高密度负电离子，将恶臭气

体中的VOCs进行吸附分解。

[0036] 恶臭气体经过等离子处理装置5的净化后，进入UV光解装置6。UV光解装置6中的UV

发生器释放出的紫外光谱具有强氧化性，可以分解去除残存在恶臭气体中的低浓度VOCs等

有害物质，对恶臭气体进行再次净化。

[0037] 净化后的气体进入第四联通管70在引风机71的作用下由第五联通管73和烟囱72

排出。

[0038] 本发明通过一级高密度喷淋分解、二级高密度喷淋吸附、等离子吸附分解和UV光

氧化分解的四级净化处理，将恶臭气体中的有害物质吸附分解，使排出的气体达到国家废

气环保排放标准。

[0039]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

脱离本发明创造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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