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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家禽饲料加工废气除臭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家禽饲料加工废气

除臭装置，包括壳体、微生物降解装置、异味控制

器和抽风机，壳体具有内腔，内腔一端开设有进

气口，另一端开设有第一出气口；内腔内设置有

从进气口向第一出气口方向依次排列的喷淋洗

涤段、等离子段和复合光催化段；微生物降解装

置使气体与微生物接触，以对气体中的恶臭分子

进行降解，微生物降解装置的进气端和第一出气

口连通；异味控制器的进气端和微生物降解装置

的出气端连通；抽风机使气体从进气口进入内

腔，并依次经过喷淋洗涤段、等离子段、复合光催

化段、微生物降解装置和异味控制器。本实用新

型能够将废气中的粉尘、以及多种恶臭分子进行

清除，从而避免对周围环境、厂区环境造成较大

的污染。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212594906 U

2021.02.26

CN
 2
12
59
49
06
 U



1.一种家禽饲料加工废气除臭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壳体、微生物降解装置、异味控

制器和抽风机，其中，

所述壳体具有内腔，所述内腔一端开设有进气口，另一端开设有第一出气口；所述内腔

内设置有从所述进气口向所述第一出气口方向依次排列的喷淋洗涤段、等离子段和复合光

催化段；所述喷淋洗涤段用于对气体喷淋洗涤液，以除去气体中的恶臭分子；所述等离子段

用于使气体中的恶臭分子发生电离，以使恶臭分子的基团化学键断裂并将其除去；所述复

合光催化段设有紫外灯，用于分解或氧化气体中的恶臭分子；

所述微生物降解装置用于使气体与微生物接触，以对气体中的恶臭分子进行降解，所

述微生物降解装置的进气端和所述第一出气口连通；

所述异味控制器的进气端和所述微生物降解装置的出气端连通；

所述抽风机用于使气体从所述进气口进入所述内腔，并依次经过所述喷淋洗涤段、等

离子段、复合光催化段、微生物降解装置和所述异味控制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禽饲料加工废气除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淋洗涤段

和等离子段之间设有脱水除雾段，所述脱水除雾段用于脱去气体中的水汽，以将气体中的

絮状物拦截。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家禽饲料加工废气除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等离子

段中设有低温等离子激发区，所述低温等离子激发区用于产生高能电子，该高能电子能够

与恶臭分子中的基团化学键发生碰撞使其断裂。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禽饲料加工废气除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生物降解

装置包括预洗塔和生物过滤塔，所述预洗塔的输入端与碱液洗涤段的输出端连通，所述预

洗塔用于对气体进行除尘加湿，以便所述生物过滤塔对除尘及加湿后的气体中的恶臭分子

进行降解。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家禽饲料加工废气除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过滤塔

包括生物滤床，所述生物滤床上设有生物填料，所述生物填料表面上形成有用于与气体接

触的微生物膜。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家禽饲料加工废气除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过滤塔

还包括营养液循环箱、循环泵和营养液收集槽，所述营养液循环箱用于容置营养液，所述营

养液循环箱的输出端与循环泵的第一输入端连通，进而所述循环泵能够将营养液循环箱中

的营养液输送至生物滤床上，所述营养液收集槽的开口与生物滤床连通，用于收集从所述

生物滤床流出的营养液，所述循环泵的第二输入端与营养液收集槽连通，从而所述循环泵

能够将营养液收集槽中的营养液输送至营养液循环箱。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家禽饲料加工废气除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过滤塔

还包括喷头，所述喷头设于生物滤床上方，所述喷头与所述循环泵的输出端连通。

8.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家禽饲料加工废气除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淋洗

涤段包括多级交叉流洗池、循环水槽、输送泵和喷淋头，每一所述交叉流洗池包括填料床，

所述循环水槽用于容置喷淋液，其设于填料床下方，所述输送泵的输入端与循环水槽连通，

用于将循环水槽中的喷淋液输送至所述喷淋头，所述喷淋头设于填料床上方，所述喷淋头

用于朝填料床喷淋洗涤液。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家禽饲料加工废气除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洗涤液为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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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禽饲料加工废气除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家禽饲料

加工废气除臭装置还包括竖向设置的导气管，所述抽风机的出气端与所述导气管的底端连

通，所述导气管的顶端形成有第二出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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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家禽饲料加工废气除臭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除臭装置，尤其涉及一种家禽饲料加工废气除臭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家禽饲料加工行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包含的成分较多，尤其是恶臭分子的

成分也比较复杂多变，一般含有硫化氢、氨及酸性分子、苯系物、VOCs等等多种，导致其单一

采用除臭液等一种方式处理时，并不能很好的对家禽饲料加工行业生产废气进行除臭，而

对周围环境、厂区环境造成较大的污染。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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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禽饲料加工废气除

臭装置，能够将废气中的粉尘、以及多种恶臭分子进行清除，从而避免对周围环境、厂区环

境造成较大的污染。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采用如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一种家禽饲料加工废气除臭装置，包括壳体、微生物降解装置、异味控制器和抽风

机，其中，

[0006] 所述壳体具有内腔，所述内腔一端开设有进气口，另一端开设有第一出气口；所述

内腔内设置有从所述进气口向所述第一出气口方向依次排列的喷淋洗涤段、等离子段和复

合光催化段；所述喷淋洗涤段用于对气体喷淋洗涤液，以除去气体中的恶臭分子；所述等离

子段用于使气体中的恶臭分子发生电离，以使恶臭分子的基团化学键断裂并将其除去；所

述复合光催化段设有紫外灯，用于分解或氧化气体中的恶臭分子；

[0007] 所述微生物降解装置用于使气体与微生物接触，以对气体中的恶臭分子进行降

解，所述微生物降解装置的进气端和所述第一出气口连通；

[0008] 所述异味控制器的进气端和所述微生物降解装置的出气端连通；

[0009] 所述抽风机用于使气体从所述进气口进入所述内腔，并依次经过所述喷淋洗涤

段、等离子段、复合光催化段、微生物降解装置和所述异味控制器。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喷淋洗涤段和等离子段之间设有脱水除雾段，所述脱水除雾段用

于脱去气体中的水汽，以将气体中的絮状物拦截。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等离子段中设有低温等离子激发区，所述低温等离子激发区用于

产生高能电子，该高能电子能够与恶臭分子中的基团化学键发生碰撞使其断裂。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微生物降解装置包括预洗塔和生物过滤塔，所述预洗塔的输入端

与碱液洗涤段的输出端连通，所述预洗塔用于对气体进行除尘加湿，以便所述生物过滤塔

对除尘及加湿后的气体中的恶臭分子进行降解。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生物过滤塔包括生物滤床，所述生物滤床上设有生物填料，所述生

物填料表面上形成有用于与气体接触的微生物膜。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生物过滤塔还包括营养液循环箱、循环泵和营养液收集槽，所述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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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液循环箱用于容置营养液，所述营养液循环箱的输出端与循环泵的第一输入端连通，进

而所述循环泵能够将营养液循环箱中的营养液输送至生物滤床上，所述营养液收集槽的开

口与生物滤床连通，用于收集从所述生物滤床流出的营养液，所述循环泵的第二输入端与

营养液收集槽连通，从而所述循环泵能够将营养液收集槽中的营养液输送至营养液循环

箱。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生物过滤塔还包括喷头，所述喷头设于生物滤床上方，所述喷头与

所述循环泵的输出端连通。

[0016] 进一步地，所述喷淋洗涤段包括多级交叉流洗池、循环水槽、输送泵和喷淋头，每

一所述交叉流洗池包括填料床，所述循环水槽用于容置喷淋液，其设于填料床下方，所述输

送泵的输入端与循环水槽连通，用于将循环水槽中的喷淋液输送至所述喷淋头，所述喷淋

头设于填料床上方，所述喷淋头用于朝填料床喷淋洗涤液。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洗涤液为碱液。

[0018] 进一步地，所述家禽饲料加工废气除臭装置还包括竖向设置的导气管，所述抽风

机的出气端与所述导气管的底端连通，所述导气管的顶端形成有第二出气口。

[0019] 相比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0] 本实用新型设置喷淋洗涤段、等离子段、复合光催化段、微生物降解装置和异味控

制器，如此，在抽风机的抽送作用下，废气依次经过喷淋洗涤段、等离子段、复合光催化段、

微生物降解装置和异味控制器，而实现清除废气中的粉尘、颗粒物、絮状物和水溶性物质，

以及硫化氢、氨及酸性分子、苯系物、VOCs等多种恶臭成分，从而实现家禽饲料生产废气的

除臭处理。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1、壳体；2、微生物降解装置；3、异味控制器；4、抽风机；5、导气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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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4] 如图1所示的一种家禽饲料加工废气除臭装置，包括壳体1、微生物降解装置2、异

味控制器3和抽风机4，其中，

[0025] 壳体1具有内腔，内腔一端开设有进气口，另一端开设有第一出气口；内腔内设置

有从进气口向第一出气口方向依次排列的喷淋洗涤段、等离子段和复合光催化段；喷淋洗

涤段用于对气体喷淋洗涤液，以除去气体中的恶臭分子；等离子段用于使气体中的恶臭分

子发生电离，以使恶臭分子的基团化学键断裂并将其除去；复合光催化段设有紫外灯，用于

分解或氧化气体中的恶臭分子；

[0026] 微生物降解装置2用于使气体与微生物接触，以对气体中的恶臭分子进行降解，微

生物降解装置2的进气端和第一出气口连通；

[0027] 异味控制器3的进气端和微生物降解装置2的出气端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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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抽风机4用于使气体从进气口进入内腔，并依次经过喷淋洗涤段、等离子段、复合

光催化段、微生物降解装置2和异味控制器3。

[0029] 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抽风机4为离心风机。

[0030] 在上述结构的基础上，家禽饲料生产车间各岗位产生的废气，被集气罩和收集风

管控制在固定的区域，在离心风机的作用下被送到喷淋洗涤段、等离子段、复合光催化段、

微生物降解装置2和异味控制器3进行除臭处理，以达到环保排放的目标。

[0031] 作为本实施例中一种较佳的实施方式，喷淋洗涤段和等离子段之间设有脱水除雾

段，脱水除雾段用于脱去气体中的水汽，以将气体中的絮状物拦截。具体地，脱水除雾段中

设有高效脱水除湿层，该层结构中填充有脱水除湿剂。

[0032] 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等离子段中设有低温等离子激发区，低温等离子激发区用

于产生高能电子，该高能电子能够与恶臭分子中的基团化学键发生碰撞使其断裂。

[0033] 需要说明的是，微生物降解装置2包括预洗塔和生物过滤塔，预洗塔的输入端与碱

液洗涤段的输出端连通，预洗塔用于对气体进行除尘加湿，以便生物过滤塔对除尘及加湿

后的气体中的恶臭分子进行降解。

[0034] 需要强调的是，生物过滤塔包括生物滤床，生物滤床上设有生物填料，生物填料表

面上形成有用于与气体接触的微生物膜。

[0035] 更佳的实施方式是，生物过滤塔还包括营养液循环箱、循环泵和营养液收集槽，营

养液循环箱用于容置营养液，营养液循环箱的输出端与循环泵的第一输入端连通，进而循

环泵能够将营养液循环箱中的营养液输送至生物滤床上，营养液收集槽的开口与生物滤床

连通，用于收集从生物滤床流出的营养液，循环泵的第二输入端与营养液收集槽连通，从而

循环泵能够将营养液收集槽中的营养液输送至营养液循环箱。

[0036] 值得一提的是，生物过滤塔还包括喷头，喷头设于生物滤床上方，喷头与循环泵的

输出端连通。优选地，该喷头可以是雾化头，有利于提高喷淋效率。

[0037] 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喷淋洗涤段包括多级交叉流洗池、循环水槽、输送泵和喷淋

头，每一交叉流洗池包括填料床，循环水槽用于容置喷淋液，其设于填料床下方，输送泵的

输入端与循环水槽连通，用于将循环水槽中的喷淋液输送至喷淋头，喷淋头设于填料床上

方，喷淋头用于朝填料床喷淋洗涤液，该喷淋头可以是雾化头。

[0038] 具体地，洗涤液为碱液。

[0039] 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异味控制器3的出气端与抽风机4的进气端连通。优选地，异

味控制器3可以为Vaportek异味控制器，其Vaportek脱臭膜片为主要除臭单元。

[0040] 另外，家禽饲料加工废气除臭装置还包括竖向设置的导气管5，抽风机4的出气端

与导气管5的底端连通，导气管5的顶端形成有第二出气口，实现废气的高处排放。如导气管

5可以为烟囱，经处理达标的废气通过烟囱引高15米以上排放。

[0041] 由此，在使用本家禽饲料加工废气除臭装置对废气进行除臭处理时，其步骤及原

理如下：

[0042] 第一步：合并后的废气在抽吸口、输送风管和抽风机4作用下被送至喷淋洗涤段进

行初级处理；喷淋洗涤段选用碱液洗涤，碱液通过雾化头，均匀喷淋在填料床的填料里，气

体从填料床的填料间隙穿过，进而使碱液与气体中的臭气分子发生气、液接触，使气相中之

恶臭成分转移至液相，并藉碱液与臭味成分之中和、氧化或其它化学反应去除恶臭分子，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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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够将废气中的硫化氢、甲硫醇、硫化甲基、二硫化甲基、低级脂肪酸等溶于碱液的废气

成分除去；

[0043] 第二步：经洗涤后的废气，属于气液混合状态，为避免影响下一个处理工段，须经

过高效脱水除湿层处理脱去气体中大部分的水汽；由于废气上升的惯性作用，水汽与脱水

层相碰撞而被附着在表面上，使得液滴越来越大，达到重力沉降，从而将气体中的絮状物拦

截，脱去气体中的大部分水汽；

[0044] 第三步：脱水后的废气，被抽风机4抽引至等离子段，废气先经过低温等离子激发

区，在电场的加速作用下，产生高能电子，当电子平均能量超过目标治理物分子化学键能

时，分子键断裂，达到消除气态污染物的目的，从而能够去除一部分废气中的苯、甲苯、二甲

苯、非甲烷总烃、VOCs等有机物；

[0045] 第四步：进入复合光催化段，在高能紫外灯光束的照射下，形成TiO2光催化氧化是

活性羟基(·OH)和其他活性氧化类物质(·O2-，·OOH，H2O2)共同作用的结果。在TiO2表面生

成的·OH基团反应活性很高，具有高于有机物中各类化学键能的反应能，加上·O2-，·OOH，

H2O2活性氧化类物质的协同作用，能迅速有效地分解有机物，从而去除一部分废气中容易被

分解和氧化的废气成份(苯、甲苯、二甲苯、非甲烷总烃和VOCs等)，并具有较好的消毒和除

臭效果；

[0046] 第五步：经复合光催化段后的废气，被抽风机4抽引至微生物降解装置2，气体先导

入预洗塔洗涤加湿，预洗后的废气均匀分布到生物过滤塔，经除尘及增湿后，进入生物滤

床，其中的恶臭分子扩散到生物填料表面形成的微生物膜上，恶臭分子被微生物捕获降解、

氧化，使其分解为无害的CO2和H2O以及硫酸、硝酸等无机物，硫酸、硝酸等被硫杆菌、硝酸菌

分解、氧化成无害物质；

[0047] 另外，在废气浓度很低时，营养液循环箱中的营养液由循环泵送到生物填料床顶

部喷头处，均匀的喷淋在生物填料上，供微生物吸取营养物质，生长繁殖，能够实现定期加

营养液，有利于提高净化效率；故而，该步骤可降解部分废气；

[0048] 第六步：经前级预处理的异味气体，可能依然会留下一定的臭味污染问题。此时，

把Vaportek异味控制器安装在末端本装置出风口和烟囱之间的管路中，依靠系统所产生的

负压，将其异味控制箱里的除臭微粒子带走，并迅速主动捕捉空气中的臭味气体分子，并将

臭味粒子包裹住。Vaportek粒子为天然油性脱臭分子，该粒子通过分子间非极性相互作用

与臭气分子发生非共价结合，从而大大稳定该类分子，降低其活性与刺激性，从而达到更好

更彻底去除臭味的目的；

[0049] 第七步：经处理达标的废气，通过烟囱引高15米以上排放。

[0050] 综上，此家禽饲料加工废气除臭装置对小/中/大风量中高浓度的废气净化效果都

比较好，经过本装置的除臭处理后，第二出气口的硫化氢、氨、三甲胺和臭气监测浓度，远远

低于环保排放标准。

[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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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