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1050503.X

(22)申请日 2018.06.30

(73)专利权人 张凤琴

地址 510445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龙归龙

恩花园B5幢靠东边独立铺位

(72)发明人 张凤琴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市越秀区哲力专利商标

事务所(普通合伙) 44288

代理人 何国锦　廖军才

(51)Int.Cl.

B01D 53/00(2006.01)

B01D 46/00(2006.01)

B01D 46/30(2006.01)

B01D 53/04(2006.01)

A61L 9/2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光解除味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光解除味装置，属于

环保气体净化装置领域。本实用新型的光解除味

装置包括箱体和依次设于箱体内部的第一过滤

层、UV光解腔、第二过滤层、和第三过滤层；箱体

两端还分别开设有进风口和出风口，第一过滤层

接近进风口设置；进风口覆盖设有纤维活性炭过

滤网，第一过滤层内设有第一活性炭过滤棉，光

解腔内设有若干UV紫外灯管，第二过滤层设有第

二活性炭过滤棉，第三过滤层内设有若干蜂窝活

性炭。本实用新型的光解除味装置具有结构简

单，成本较低，净化效率高。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208990489 U

2019.06.18

CN
 2
08
99
04
89
 U



1.一种光解除味装置，其特征在于：

包括箱体和依次设于所述箱体内部的第一过滤层、UV光解腔、第二过滤层、和第三过滤

层；所述箱体两端还分别开设有进风口和出风口，所述第一过滤层接近所述进风口设置；

所述进风口覆盖设有纤维活性炭过滤网，所述第一过滤层内设有第一活性炭过滤棉，

所述光解腔内设有若干UV紫外灯管，所述第二过滤层设有第二活性炭过滤棉，所述第三过

滤层内设有若干蜂窝活性炭。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解除味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活性炭过滤棉的孔径大于所述第一活性炭过滤棉的孔径。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解除味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箱体内还设有一拖二镇流器，所述UV紫外灯管与所述一拖二镇流器连接。

4.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光解除味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过滤层还包括第一插装板，所述第一活性炭过滤棉设于所述第一插装板内，

所述第一插装板可拆式插设于所述箱体内。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光解除味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活性炭过滤棉可拆式安装于所述第一插装板内。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光解除味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箱体上设有第一开口，所述箱体内壁设有第一导轨，所述第一插装板适于由所述

第一开口插装于所述第一导轨。

7.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光解除味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过滤层还包括第二插装板，所述第二活性炭过滤棉设于所述第二插装板内，

所述第二插装板可拆式插设于所述箱体内。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光解除味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活性炭过滤棉可拆式安装于所述第二插装板内。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光解除味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箱体上设有第二开口，所述箱体内壁设有第二导轨，所述第二插装板适于由所述

第二开口插入所述第二导轨。

10.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光解除味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三过滤层为抽屉，所述抽屉滑动安装于所述箱体内，所述抽屉接近所述进风口

侧的表面具有若干通风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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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光解除味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环保气体净化装置，尤其涉及一种光解除味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如在激光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排放具有刺激性气味的废

气。常见的废气处理装置常通过UV光束照射废气，改变恶臭气体(如：氨、三甲胺、硫化氢等)

的分子链结构，使无机或有机高分子恶臭化合物分子链，在UV光束照射下，降解转变成低分

子化合物或生成二氧化碳和水。

[0003] 但是，目前市面上的光解除味设备，结构复杂，且成本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结构简单且除味净化

效率高的光解除味装置。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采用如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6] 一种光解除味装置，包括箱体和依次设于所述箱体内部的第一过滤层、UV光解腔、

第二过滤层、和第三过滤层；所述箱体两端还分别开设有进风口和出风口，所述第一过滤层

接近所述进风口设置；所述进风口覆盖设有纤维活性炭过滤网，所述第一过滤层内设有第

一活性炭过滤棉，所述光解腔内设有若干UV紫外灯管，所述第二过滤层设有第二活性炭过

滤棉，所述第三过滤层内设有若干蜂窝活性炭。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活性炭过滤棉的孔径大于所述第一活性炭过滤棉的孔径。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箱体内还设有一拖二镇流器，所述UV紫外灯管与所述一拖二镇流

器连接。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过滤层还包括第一插装板，所述第一活性炭过滤棉设于所述

第一插装板内，所述第一插装板可拆式插设于所述箱体内。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活性炭过滤棉可拆式安装于所述第一插装板内。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箱体上设有第一开口，所述箱体内壁设有第一导轨，所述第一插装

板适于由所述第一开口插装于所述第一导轨。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过滤层还包括第二插装板，所述第二活性炭过滤棉设于所述

第二插装板内，所述第二插装板可拆式插设于所述箱体内。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活性炭过滤棉可拆式安装于所述第二插装板内。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箱体上设有第二开口，所述箱体内壁设有第二导轨，所述第二插装

板适于由所述第二开口插入所述第二导轨。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第三过滤层为抽屉，所述抽屉滑动安装于所述箱体内，所述抽屉接

近所述进风口侧的表面具有若干通风孔。

[0016] 相比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7] 通过在该光解除味装置的出风口端连接抽风装置，可以将化学烟气、废气、有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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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等高分子有机污染物吸入本装置，并通过在进风口设置过滤网、还在箱体内依次设置了

第一过滤层、UV光解腔、第二过滤层和第三过滤层，使得待处理气体先通过进风口的过滤网

(阻隔了粗粒灰尘)后，再进入除味装置，在除味装置箱体内先通过第一活性炭过滤棉以完

成初步除尘和阻隔较粗微粒，同时可以避免待处理气体中混带的烟尘微粒附着于UV紫外灯

管上，提高光解效率，而通过第三过滤层的设置，可以进一步提高净化除臭效率(特别是能

更高效地处理激光机在切割亚克力、PU皮革、布料时产生的令人产生窒息感的异味和浓

烟)；且本光解除味装置结构简单，成本较低，体积适中，净化效果好。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光解除味装置的结构简图；

[0019] 图中：10、箱体；11、进风口；12、出风口；21、第一活性炭过滤棉；22、UV紫外灯管；

23、第二活性炭过滤棉；24、蜂窝活性炭。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以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描述，需要说明的是，

在不相冲突的前提下，以下描述的各实施例之间或各技术特征之间可以任意组合形成新的

实施例。

[0021]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光解除味装置，包括箱体10和依次设于箱体10

内部的第一过滤层、UV光解腔、第二过滤层、和第三过滤层；箱体10两端还分别开设有进风

口11和出风口12，第一过滤层接近进风口11设置；进风口11处覆盖设有纤维活性炭过滤网，

第一过滤层内设有第一活性炭过滤棉21，光解腔内设有若干UV紫外灯管22，第二过滤层设

有第二活性炭过滤棉23，第三过滤层内设有若干蜂窝活性炭24。

[0022] 具体地，本实用新型的光解除味装置在使用时，在出风口12出连接抽气装置(如抽

风机)，以将废气吸入光解除味装置，废气从先经过纤维活性炭过滤网以使得将废气中携带

的较难阻隔的粗粒灰尘微粒阻隔于箱体10外部，然后废气由进风口11进入光解除味装置箱

体10内后，先经过第一活性炭过滤棉21，此时第一活性炭过滤棉21先将废气中的烟尘分子

微粒吸附；经过初步除尘和净化的废气进入光解腔中，废气在UV紫外灯管22即在高能紫外

线的照射下，使得废气中的无机或有机高分子恶臭化合物分子链降解转变成低分子无害化

合物或生成无害的二氧化碳和水，以净化废气中的刺激性异味，且在UV紫外灯管22的照射

下可对废气消毒杀菌；经过光解腔的废气再经过第二活性炭过滤棉23以进行终效过滤；此

时废气再经过满布蜂窝活性炭24的第三过滤层的再次过滤，再进一步对烟尘分子微粒进行

过滤，过滤后的空气通过出风口12排出该光解除味装置。其中，在光解腔前设置第一过滤

层，是由于废气内常含有一定漂浮粉尘，若UV紫外灯管22上落满灰尘，则会降低UV光解除味

的效果，故第一过滤层的设置，即具微粒过滤的作用，也起到阻隔灰尘保护UV紫外灯管22，

提高光解除味效果，延长装置使用寿命的作用。

[0023] 具体地，本实施例的除味装置再用于激光机排气除味时，将激光机的排气管与本

除味装置的进风口11连接，而在除味装置的出风口12端连接抽风机，再在抽风机的出风口

接驳3-15米长的排气管，以进一步净化空气。

[0024] 优选地，纤维活性炭过滤网可拆式覆盖设于进风口11，本实施例的进风口11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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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为14cm，进风口11包裹设有一张厚10mm的纤维活性炭过滤网。

[0025] 优选地，为了方便将纤维活性炭过滤网从进风口11上卸下以更换过该过滤网或清

理其网面上的灰尘，在进风口11处的箱体10上焊接有2个与进风口11直径形状相同的网夹，

以将纤维活性炭过滤棉夹设于两个网夹之间，以方便将纤维活性炭过滤棉可抽取式地设固

定于进风口11处。

[0026] 优选地，为了便于废气在该光解除味装置中顺畅流通，第二活性炭过滤棉23的孔

径大于第一活性炭过滤棉21的孔径，这样可以加速风量的排放。

[0027] 具体地，第一活性炭过滤棉21为20mm厚的小孔活性炭过滤棉(孔径为35PPi)，而第

二活性炭过滤棉23为20mm厚的中孔活性炭过滤棉(孔径为30PPi)。另外，第三过滤层中的蜂

窝活性炭24可选用孔径为1.5mm的蜂窝活性炭24。当然，第一活性炭过滤棉21和第二活性炭

过滤棉23的孔径还可选择其他孔径。

[0028] 具体地，为了保证净化效果，纤维活性炭过滤网、第一活性炭过滤棉21和第二活性

炭过滤棉23的含碳量均在在50％以上。

[0029] 优选地，为了减小箱体10体积，为了节省安装空间，箱体10内还设有一拖二镇流

器，UV紫外灯管22与一拖二镇流器连接。选择一拖二镇流器，使得一只镇流器可以同时带动

两只UV紫外灯管22工作，即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镇流器对箱体10内空间的占用，起到节省

空间的作用。具体地，在箱体10内的过滤腔旁，通过螺丝固定或其他方式固设有固定板，固

定板用于固定灯管和镇流器。

[0030] 优选地，为了方便将第一活性炭过滤棉21稳定于箱体10内的第一过滤层，也为了

方便从箱体10中卸下第一活性炭过滤棉21，以清理过滤棉中的灰尘，或更换第一活性炭过

滤棉21，第一过滤层还包括第一插装板，第一活性炭过滤棉21设于第一插装板内，第一插装

板可拆式插设于箱体10内。其中第一插装板作为连接件，将第一活性炭过滤棉21固定于箱

体10的第一过滤层的位置上；本实施例中的第一插装板具有中空空间，且第一插装板接近

第一过滤层的表面以及接近进风口11的表面均为网孔面，第一活性炭过滤棉21夹设于第一

插装板的中空空间中，由于第一插装板在通风路径上的表面均为网孔面，故不会影响废气

在箱体10内的流通，也不会影响第一活性炭过滤棉21的吸附效率。

[0031] 优选地，为了方便第一活性炭过滤棉21的更换，第一活性炭过滤棉21可拆式安装

于第一插装板内。

[0032] 优选地，为了便于将第一插装板安装于箱体10内的第一过滤层，箱体10上设有第

一开口，箱体10内壁设有第一导轨，第一插装板适于由第一开口插装于第一导轨。即使用者

在需更换第一活性炭过滤棉21时，只需要从第一开口处将第一插装板取出即可。

[0033] 优选地，为了方便将第二活性炭过滤棉23稳定于箱体10内的第二过滤层，也为了

方便从箱体10中卸下第二活性炭过滤棉23，以清理过滤棉中的灰尘，或更换第二活性炭过

滤棉23，第二过滤层还包括第二插装板，第二活性炭过滤棉23设于第二插装板内，第二插装

板可拆式插设于箱体10内。

[0034] 优选地，为了方便第二活性炭过滤棉23的更换，第二活性炭过滤棉23可拆式安装

于第二插装板内。

[0035] 优选地，为了便于将第二插装板安装于箱体10内的第二过滤层，箱体10上设有第

二开口，箱体10内壁设有第二导轨，第二插装板适于由第二开口插入第二导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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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优选地，为了方便更换蜂窝活性炭24，第三过滤层为抽屉，使用时在抽屉中满布蜂

窝活性炭24，抽屉滑动安装于箱体10内，抽屉接近进风口11侧的表面具有若干通风孔以用

于通过废气。具体地，实验数据表明，在第三过滤层满布蜂窝活性炭24的光解除味装置对苯

的吸附率高达45％～55％，可以更好更快地处理废气，特别是能高效地处理激光机在切割

压克力、PU皮革、布料时发出的另人产生窒息感的异味和浓烟。

[0037] 具体地，通过检测数据表明，本实用新型的光解除味装置在出风口12检测到每小

时65.1％的去除率。

[0038] 上述实施方式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实用新型保护

的范围，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的基础上所做的任何非实质性的变化及替换均属

于本实用新型所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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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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