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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油泥裂解碳化用污水处理尾气净化装

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油泥裂解碳化用无污水处

理尾气净化装置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油泥裂解

碳化用污水处理尾气净化装置，其技术方案要点

是包括支架，通过设置的进气管能够保证排气管

中的尾气进入到第一箱体中，通过设置的第一连

通管能够保证尾气从第一箱体中进入到第二箱

体中，通过设置的的第二连通管能够保证尾气从

第二箱体中进入到第三箱体中，通过第一箱体内

设置的过滤组件能够过滤尾气中的大颗粒，通过

第二箱体内设置的喷去组件能够将尾气中蕴含

的油烟粒子与水雾混合，以实现去除尾气中的油

烟粒子，通过第三箱体内设置的活性炭组件能够

清除尾气中的异味，通过设置的出气管能够保证

经过净化过后的尾气从第三箱体中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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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油泥裂解碳化用污水处理尾气净化装置，包括支架(1)，所述支架(1)顶面上固

定连接有第一箱体(2)、第二箱体(3)和第三箱体(4)，且所述第二箱体(3)位于所述第一箱

体(2)与所述第三箱体(4)之间，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箱体(2)侧面上固定连接有进气管

(5)，所述进气管(5)远离所述第一箱体(2)的第一端与排气管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箱体(2)

与所述第二箱体(3)之间固定连接有第一连通管(6)，所述第二箱体(3)与所述第三箱体(4)

之间固定连接有第二连通管(7)，所述第一箱体(2)内设置有过滤组件(8)，所述过滤组件

(8)用以过滤尾气中的大颗粒，所述第二箱体(3)内设置有喷雾组件(9)，所述喷雾组件(9)

用以喷出水雾与尾气中的油烟粒子混合，所述第三箱体(4)内设置有活性炭(103)组件

(10)，所述活性炭(103)组件(10)用以去除尾气中的异味，所述第三箱体(4)上固定连接有

出气管(1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油泥裂解碳化用污水处理尾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过滤组件(8)包括过滤网(81)，所述过滤网(81)固定连接在所述第一箱体(2)内，所述过

滤网(81)竖直设置，且所述过滤网(81)位于进气管(5)与第一连通管(6)之间，且所述过滤

网(81)正对所述进气管(5)，所述过滤网(81)上设置有清洁组件，所述清洁组件用以清洁所

述过滤网(8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油泥裂解碳化用污水处理尾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清洁组件包括毛刷(82)，所述第一箱体(2)侧面上开设有通槽(83)，所述通槽(83)内滑动

连接有水盒(84)，且所述水盒(84)位于所述过滤网(81)正下方，所述第一箱体(2)顶面上固

定连接有伸缩气缸(85)，所述伸缩气缸(85)输出端伸入所述第一箱体(2)内，所述毛刷(82)

固定连接在所述伸缩气缸(85)输出端上，且所述毛刷(82)与所述过滤网(81)靠近所述进气

管(5)的一侧面相互贴合。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油泥裂解碳化用污水处理尾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水盒(84)上固定连接有第一把手(86)。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油泥裂解碳化用污水处理尾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喷雾组件(9)包括若干个雾化喷嘴(91)和高压水泵(92)，每个所述雾化喷嘴(91)均固定

连接在所述第二箱体(3)顶壁面上，每个所述雾化碰嘴均竖直设置，所述第二箱体(3)顶面

上固定连接有水箱(93)，每个所述雾化碰嘴均与所述水箱(93)相互连通，所述高压水泵

(92)固定连接在所述第二箱体(3)侧面上，所述高压水泵(92)输出端上固定连接有进水管

(94)，所述进水管(94)远离所述高压水泵(92)的一端伸入所述水箱(93)内，所述第二箱体

(3)底面上固定连接有出水管(9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油泥裂解碳化用污水处理尾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活性炭(103)组件(10)包括网箱(101)，所述第三箱体(4)顶面上开设有放置槽(102)，所

述网箱(101)卡接在所述放置槽(102)内，且所述网箱(101)位于所述第二连通管(7)与所述

出气管(11)之间，所述网箱(101)内放置有活性炭(103)，所述第三箱体(4)顶面上铰接有盖

板(104)，所述盖板(104)与所述放置槽(102)一一对应，所述盖板(104)底面上固定连接有

第一磁铁(105)，所述第三放置箱顶面上开设有容纳槽(106)，所述容纳槽(106)内固定连接

有与第一磁铁(105)磁性相反的第二磁铁(107)，所述第一磁铁(105)与所述第二磁铁(107)

一一对应，当所述第一磁铁(105)与所述第二磁铁(107)相互吸合时，所述盖板(104)底面与

所述第三箱体(4)顶面相互接触密封所述放置槽(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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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油泥裂解碳化用污水处理尾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网箱(101)顶部上固定连接有两个第二把手(108)，且两个所述第二把手(108)正对设置，

所述盖板(104)顶面上固定连接有第三把手(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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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油泥裂解碳化用污水处理尾气净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油泥裂解碳化用无污水处理尾气净化装置技术领域，更具体的说

是涉及一种油泥裂解碳化用污水处理尾气净化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器石油炼制过程产生的含油污泥，主要来源于罐底泥，隔油池底泥、浮渣和水处理

剩余活性污泥，通常简称为“炼化三泥”，其中热解碳化(TPCS)处理工艺，其核心采用:间接

加热无氧热裂解(也称热解、热解吸、热角析等)技术，在油泥裂解碳化时会产生尾气，尾气

通过排气管排出，尾气中蕴含大颗粒和油烟粒子，且尾气中通常会伴随着异味，若不进行处

理会对空气造成污染。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油泥裂解碳化用污水

处理尾气净化装置，用于过滤尾气中的大颗粒、去除尾气中的油烟粒子和去除尾气中的异

味。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油泥裂解碳化用污水处理尾气净化装置，包括支架，所述支架顶面上固定连

接有第一箱体、第二箱体和第三箱体，且所述第二箱体位于所述第一箱体与所述第三箱体

之间，所述第一箱体侧面上固定连接有进气管，所述进气管远离所述第一箱体的第一端与

排气管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箱体与所述第二箱体之间固定连接有第一连通管，所述第二箱

体与所述第三箱体之间固定连接有第二连通管，所述第一箱体内设置有过滤组件，所述过

滤组件用以过滤尾气中的大颗粒，所述第二箱体内设置有喷雾组件，所述喷雾组件用以喷

出水雾与尾气中的油烟粒子混合，所述第三箱体内设置有活性炭组件，所述活性炭组件用

以去除尾气中的异味，所述第三箱体上固定连接有出气管。

[0006] 在本实用新型中，优选的，所述过滤组件包括过滤网，所述过滤网固定连接在所述

第一箱体内，所述过滤网竖直设置，且所述过滤网位于进气管与第一连通管之间，且所述过

滤网正对所述进气管，所述过滤网上设置有清洁组件，所述清洁组件用以清洁所述过滤网。

[0007] 在本实用新型中，优选的，所述清洁组件包括毛刷，所述第一箱体侧面上开设有通

槽，所述通槽内滑动连接有水盒，且所述水盒位于所述过滤网正下方，所述第一箱体顶面上

固定连接有伸缩气缸，所述伸缩气缸输出端伸入所述第一箱体内，所述毛刷固定连接在所

述伸缩气缸输出端上，且所述毛刷与所述过滤网靠近所述进气管的一侧面相互贴合。

[0008] 在本实用新型中，优选的，所述水盒上固定连接有第一把手。

[0009] 在本实用新型中，优选的，所述喷雾组件包括若干个雾化喷嘴和高压水泵，每个所

述雾化喷嘴均固定连接在所述第二箱体顶壁面上，每个所述雾化碰嘴均竖直设置，所述第

二箱体顶面上固定连接有水箱，每个所述雾化碰嘴均与所述水箱相互连通，所述高压水泵

固定连接在所述第二箱体侧面上，所述高压水泵输出端上固定连接有进水管，所述进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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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所述高压水泵的一端伸入所述水箱内，所述第二箱体底面上固定连接有出水管。

[0010] 在本实用新型中，优选的，所述活性炭组件包括网箱，所述第三箱体顶面上开设有

放置槽，所述网箱卡接在所述放置槽内，且所述网箱位于所述第二连通管与所述出气管之

间，所述网箱内放置有活性炭，所述第三箱体顶面上铰接有盖板，所述盖板与所述放置槽一

一对应，所述盖板底面上固定连接有第一磁铁，所述第三放置箱顶面上开设有容纳槽，所述

容纳槽内固定连接有与第一磁铁磁性相反的第二磁铁，所述第一磁铁与所述第二磁铁一一

对应，当所述第一磁铁与所述第二磁铁相互吸合时，所述盖板底面与所述第三箱体顶面相

互接触密封所述放置槽。

[0011] 在本实用新型中，优选的，所述网箱顶部上固定连接有两个第二把手，且两个所述

第二把手正对设置，所述盖板顶面上固定连接有第三把手。

[001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的支架能够为第一箱体、第二箱体

和第三箱体提供固定场所，通过设置的进气管能够保证排气管中的尾气进入到第一箱体

中，通过设置的第一连通管能够保证尾气从第一箱体中进入到第二箱体中，通过设置的的

第二连通管能够保证尾气从第二箱体中进入到第三箱体中，通过第一箱体内设置的过滤组

件能够过滤尾气中的大颗粒，通过第二箱体内设置的喷去组件能够将尾气中蕴含的油烟粒

子与水雾混合，以实现去除尾气中的油烟粒子，通过第三箱体内设置的活性炭组件能够清

除尾气中的异味，通过设置的出气管能够保证经过净化过后的尾气从第三箱体中排出。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是本实用新型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5] 附图标记：1、支架；2、第一箱体；3、第二箱体；4、第三箱体；5、进气管；6、第一连通

管；7、第二连通管；8、过滤组件；81、过滤网；82、毛刷；83、通槽；84、水盒；85、伸缩气缸；86、

第一把手；9、喷雾组件；91、雾化喷嘴；92、高压水泵；93、水箱；94、进水管；95、出水管；10、活

性炭组件；101、网箱；102、放置槽；103、活性炭；104、盖板；105、第一磁铁；106、容纳槽；107、

第二磁铁；108、第二把手；109、第三把手；11、出气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17] 需要说明的是，当组件被称为“固定于”另一个组件，它可以直接在另一个组件上

或者也可以存在居中的组件。当一个组件被认为是“连接”另一个组件，它可以是直接连接

到另一个组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组件。当一个组件被认为是“设置于”另一个组件，它

可以是直接设置在另一个组件上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组件。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垂直

的”、“水平的”、“左”、“右”以及类似的表述只是为了说明的目的。

[0018]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实用新型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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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描述具体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及/或”包括

一个或多个相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0019] 请同时参见图1至图2，本实施例的一种油泥裂解碳化用污水处理尾气净化装置，

包括支架1，通过设置的支架1能够为第一箱体2、第二箱体3和第三箱体4提供固定场所，支

架1顶面上固定连接有第一箱体2、第二箱体3和第三箱体4，且第二箱体3位于第一箱体2与

第三箱体4之间，第一箱体2侧面上固定连接有进气管5，进气管5远离第一箱体2的第一端与

排气管固定连接，通过设置的进气管5能够保证排气管中的尾气进入到第一箱体2中，第一

箱体2与第二箱体3之间固定连接有第一连通管6，第二箱体3与第三箱体4之间固定连接有

第二连通管7，通过设置的第一连通管6能够保证尾气从第一箱体2中进入到第二箱体3中，

通过设置的的第二连通管7能够保证尾气从第二箱体3中进入到第三箱体4中，第一箱体2内

设置有过滤组件8，过滤组件8用以过滤尾气中的大颗粒，过滤组件8包括过滤网81，过滤网

81固定连接在第一箱体2内，过滤网81竖直设置，且过滤网81位于进气管5与第一连通管6之

间，且过滤网81正对进气管5，过滤网81上设置有清洁组件，清洁组件用以清洁过滤网81，通

过设置的过滤网81能够阻隔尾气中的大颗粒，清洁组件包括毛刷82，第一箱体2侧面上开设

有通槽83，通槽83内滑动连接有水盒84，且水盒84位于过滤网81正下方，第一箱体2顶面上

固定连接有伸缩气缸85，伸缩气缸85输出端伸入第一箱体2内，毛刷82固定连接在伸缩气缸

85输出端上，且毛刷82与过滤网81靠近进气管5的一侧面相互贴合，通过设置的伸缩气缸85

能够带动毛刷82上下移动将过滤网81上的大颗粒扫落至水盒84中的水中，当大颗粒落入到

水盒84的水中时，能够避免操作人员在倾倒水盒84内的大颗粒时，大颗粒扬起混合在空气

中，水盒84上固定连接有第一把手86，通过设置的第一把手86能够便于操作人员将水盒84

从通槽83中抽出；

[0020] 第二箱体3内设置有喷雾组件9，喷雾组件9用以喷出水雾与尾气中的油烟粒子混

合，喷雾组件9包括若干个雾化喷嘴91和高压水泵92，每个雾化喷嘴91均固定连接在第二箱

体3顶壁面上，每个雾化碰嘴均竖直设置，第二箱体3顶面上固定连接有水箱93，每个雾化碰

嘴均与水箱93相互连通，高压水泵92固定连接在第二箱体3侧面上，高压水泵92输出端上固

定连接有进水管94，进水管94远离高压水泵92的一端伸入水箱93内，第二箱体3底面上固定

连接有出水管95，通过设置的高压水泵92能够将水通过进水管94输入到水箱93中，通过设

置的雾化喷嘴91能够保证水箱93中的水通过雾化喷嘴91喷出水雾，通过喷出的水雾与尾气

中的油烟粒子混合，再通过水雾落至第二箱体3底壁面上汇聚成水，通过设置的出水管95能

够保证第二箱体3内的混合油烟粒子的水排出第二箱体3；

[0021] 第三箱体4内设置有活性炭103组件10，活性炭103组件10用以去除尾气中的异味，

第三箱体4上固定连接有出气管11，通过设置的出气管11能够保证去除异味后的尾气从第

三箱体4中流出，活性炭103组件10包括网箱101，第三箱体4顶面上开设有放置槽102，网箱

101卡接在放置槽102内，且网箱101位于第二连通管7与出气管11之间，网箱101内放置有活

性炭103，通过设置的活性炭103能够吸附尾气中蕴含的异味分子，第三箱体4顶面上铰接有

盖板104，盖板104与放置槽102一一对应，盖板104底面上固定连接有第一磁铁105，第三放

置箱顶面上开设有容纳槽106，容纳槽106内固定连接有与第一磁铁105磁性相反的第二磁

铁107，第一磁铁105与第二磁铁107一一对应，当第一磁铁105与第二磁铁107相互吸合时，

盖板104底面与第三箱体4顶面相互接触密封放置槽102，通过设置的放置槽102能够为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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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提供放置场所，通过设置的容纳槽106能够为第二磁铁107提供固定场所，且能够容纳第

一磁铁105和第二磁铁107，当盖板104底面与第三箱体4顶面相互接触时，第一磁铁105吸附

在第二磁铁107上且第一磁铁105位于容纳槽106内，通过第一磁铁105与第二磁铁107相互

吸合能够使得盖板104密封放置槽102，避免尾气通过放置槽102中流出，网箱101顶部上固

定连接有两个第二把手108，且两个第二把手108正对设置，盖板104顶面上固定连接有第三

把手109，通过设置的第二把手108能够便于操作者将网箱101从放置槽102中抽出，通过设

置的第三把手109能够便于操作人员打开盖板104。

[0022] 工作原理：当操作人员需要对尾气进行净化时，尾气先通过排气管进入到进气管5

中，再通过进气管5进入到第一箱体2中，尾气中的大颗粒通过设置的过滤网81进行初步阻

隔，然后经过初步过滤后的尾气通过第一连通管6进入到第二箱体3中，当初步过滤后的尾

气进入到第二箱体3中后，高压水泵92开始工作，水泵讲水输入到水箱93中，再通过雾化碰

嘴喷出水雾碰撞尾气，以使尾气中的油烟粒子与水雾结合，然后油烟粒子随着水雾落至第

二箱体3底壁面上，然后混合油烟粒子的水通过出水管95排出，尾气经过第二箱体3去除尾

气中的油烟粒子后完成对尾气的二次净化，完成二次净化后尾气通过第二连通管7进入到

第三箱体4中，通过网箱101中的活性炭103将尾气中的异味分子吸附在活性炭103上完成对

尾气中异味的清除，然后尾气通过出气管11排出第三箱体4；

[0023] 当操作人员需要对过滤网81进行清洁时，操作人员先将水盒84中放入水，然后将

水盒84通过通槽83滑入到第一箱体2中，然后伸缩气缸85开始伸缩，伸缩气缸85带动毛刷82

上下移动将过滤网81上的大颗粒从过滤网81中扫落至水中；

[0024] 当操作人员需要更换网箱101中的活性炭103时，操作人员先握住第三把手109旋

转打开盖板104，以使第一磁铁105与第二磁铁107相互分离，然后操作人员再握住第二把手

108将网箱101从放置槽102中抽出，即可更换网箱101中的活性炭103。

[0025] 以上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上述

实施例，凡属于本实用新型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当指出，对

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润饰，

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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