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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复合废气净化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复合废气净化设备，

包括壳体，以及安装于壳体内依次连通的的喷淋

塔、微波UV光解反应室、低温等离子室，所述壳体

设有进风口和出风口，所述壳体的进风口与喷淋

塔的底部连通，所述壳体的出风口设有抽风机，

所述微波UV光解反应室设有多组紫外线灯组，所

述紫外线灯组平行布置，所述微波UV光解反应室

与低温等离子室之间设有隔离室，所述隔离室内

设有至少两个隔离板，所述相邻隔离板上设有多

个通气孔。本实用新型的复合废气净化设备，能

够提高各反应室的废气处理质量，并能够高效地

处理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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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复合废气净化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壳体(5)，以及安装于壳体(5)内依次连通

的喷淋塔(1)、微波UV光解反应室(2)、低温等离子室(4)，所述壳体(5)设有进风口和出风

口，所述壳体(5)的进风口与喷淋塔(1)的底部连通，所述壳体(5)的出风口设有抽风机(6)，

所述微波UV光解反应室(2)设有多组紫外线灯组(7)，所述紫外线灯组(7)平行布置，所述微

波UV光解反应室(2)与低温等离子室(4)之间设有隔离室(8)，所述隔离室(8)内设有至少两

个隔离板(9)，所述相邻隔离板(9)上设有多个通气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废气净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隔离板(9)间隔平行布

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复合废气净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沿气体流动方向所述通气孔

的横截面积减小。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复合废气净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通气孔为之间圆锥形。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复合废气净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相邻隔离板(9)之间的

底部设有可打开或闭合的液体通道。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废气净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微波UV光解反应室(2)

设有吹风机(3)，所述吹风机(3)的出风口对着紫外线灯组(7)设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废气净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5)的出风口与一

出风管(10)连接，所述出风管(10)内设有过滤层。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复合废气净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层为活性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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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合废气净化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过废气处理结构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复合废气净化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大气污染是我国目前最突出的环境问题之一。其中工业废气是大气污染物的重要

来源。工业废气中最难处理的就是有机废气，主要包括各种烃类、醇类、醛类、酸类、酮类和

胺类等。它们主要来源于石油和化工行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气,特点是数量较大,有机物

含量波动性大、可燃、有一定毒性,有的还有恶臭,而氯氟烃的排放还会引起臭氧层的破坏。

国内印染行业热熔胶涂布器、PVC压延机塑胶、整形机整形和开炼机在生产遇热过程中产生

大量的有机废气。有机废气通过呼吸道和皮肤进入人体后，能对人体呼吸、血液、肝脏等系

统和器官造成暂时性和永久性损害，尤其是多环芳烃类有机物能使人体直接致癌。这些有

机废气除了造成直接的大气污染外，还会在日照的作用下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反应生成二次

污染物，成为PM2.5的主要来源之一。所以有机废气的处理与净化势在必行。目前，对于上述

有机废气净化处理手段主要包括：1)直接高温燃烧法；2)催化氧化法；3)臭氧除臭法；4)活

性炭吸附法；5)酸碱药液喷淋法；6)生物除臭法等。这些方法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设备投资

高、运行成本高、处理气量小、工作不稳定、占用空间大、脱臭净化效率不高等缺陷，且存在

二次污染以及安全隐患的问题。

[0003] 光氧净化技术(UV光解)光氧净化设备是一种能高效去除挥发性有机物(VOC)、无

机物、硫化氢、氨气、硫醇类等主要污染物，以及各种恶臭味的臭气处理装置，脱臭效率可达

95％以上。主要技术原理：

[0004] ①利用特制的高能高臭氧UV紫外线光束照射恶臭气体，裂解恶臭气体如：硫化氢、

氨、三甲胺、甲硫氢、甲硫醇、甲硫醚、二甲二硫、二硫化碳和苯乙烯，硫化物H2S、VOC类，苯、

甲苯、二甲苯的分子链结构，使有机或无机高分子恶臭化合物分子链，在高能紫外线光束照

射下，降解转变成低分子化合物，如CO2、H2O等。

[0005] ②利用高能高臭氧UV紫外线光束分解空气中的氧分子产生游离氧，即活性氧，因

游离氧所携正负电子不平衡所以需与氧分子结合，进而产生臭氧。UV+O2→O-+O＊(活性氧)

O+O2→O3(臭氧) ,众所周知臭氧对有机物具有极强的氧化作用，对恶臭气体及其它刺激性

异味有立竿见影的清除效果。

[0006] ③异味气体在引风机的作用下输入到净化设备后，净化设备运用高能UV紫外线光

束及臭氧对异味气体进行协同分解氧化反应，使异味气体物质其降解转化成低分子化合

物、水和二氧化碳，再通过排风管道排出室外。

[0007] ④利用高能UV光束裂解恶臭气体中细菌的分子键，破坏细菌的核酸(DNA)，再通过

臭氧进行氧化反应，彻底达到脱臭及杀灭细菌的目的。

[0008] 废气分子颗粒被送入到光解净化装置内，而光解照射净化具有对苯类物质极强的

消减、分解功能；通过UV紫外线灯对废气进行照射、分解、裂解如硫化氢、氨，醇类、醚类及苯

类等废气异味气体，使有机或无机高分子化合物分子链，在高能紫外线光束照射下，降解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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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低分子化合物，如CO2、H2O等，从而实现废气净化。

[0009] UV光解技术的核心是高能紫外线灯，紫外线灯的质量决定了光解的效果，需要定

期的维护和保养，并且UV光解技术对范围大，气体流量大的废气处理效果较差。

[0010] 低温等离子技术

[0011] 等离子体被称作除固态、液态和气态之外的第四种物质存在形式。等离子体是由

电子、离子、自由基和中性离子组成的导电性流体，整体保持电中性。按离子的温度，等离子

体可分为热平衡等离子体(热等离子体)和非平衡等离子体(低温等离子体)。在热平衡等离

子体中，电子与其他离子的温度相等，一般在5000K以上；在非平衡等离子体中，电子温度一

般要高达数万度，而其他离子的温度只有300—500K。

[0012] 采用低温等离子体分解气体污染物时，等离子体中的高能电子起决定性作用。数

万度的高能电子与气体分子(原子)发生非弹性碰撞，将能量转化成基态分子(原子)的内

能，发生激发、离解、电离等一些列过程，使气体处于活化状态。电子的能量较低时，产生活

性自由基，活化后的污染物分子经过等离子体定向链化学反应后被脱除。当电子平均能量

超过污染物分子化学键结合能时，分子键断裂，污染物分解。

实用新型内容

[001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就在于：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

型提供一种复合废气净化设备，能有效处理异味废气。

[001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出的技术方案为：

[0015] 一种复合废气净化设备，包括壳体，以及安装于壳体内依次连通的的喷淋塔、微波

UV光解反应室、低温等离子室，所述壳体设有进风口和出风口，所述壳体的进风口与喷淋塔

的底部连通，所述壳体的出风口设有抽风机，所述微波UV光解反应室设有多组紫外线灯组，

所述紫外线灯组平行布置，所述微波UV光解反应室与低温等离子室之间设有隔离室，所述

隔离室内设有至少两个隔离板，所述相邻隔离板上设有多个通气孔。

[0016]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为：

[0017] 所述隔离板间隔平行布置。

[0018] 沿气体流动方向所述通气孔的横截面积减小。

[0019] 所述通气孔为之间圆锥形。

[0020] 所述相邻隔离板之间的底部设有可打开或闭合的液体通道。

[0021] 所述微波UV光解反应室设有吹风机，所述吹风机的出风口对着紫外线灯组设置。

[0022] 所述壳体的出风口与一出风管连接，所述出风管内设有过滤层。

[0023] 所述过滤层为活性炭层。

[0024]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复合废气净化设备，在微波UV光解反应室与低温等离子室

之间设有隔离室，使微波UV光解反应室排除的气体温度降低后再进入低温等离子室，提高

微波UV光解反应室反应时间，并且不会影响低温等离子室的处理效率，能够高效地处理废

气。本实用新型的复合废气净化设备，设有清理紫外线灯组的吹风机，在紫外线灯组需要清

理时，关闭客体的进气口，开启吹风机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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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中标号说明：

[0027] 1、喷淋塔；2、微波UV光解反应室；3、吹风机；4、低温等离子室；5、壳体；6、抽风机；

7、紫外线灯组；8、隔离室；9、隔离板；10、出风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应当理解的是，此处

所描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

[0029] 图1示出了本实用新型的复合废气净化设备的一种实施方式，净化设备包括壳体

5，以及安装于壳体5内依次连通的的喷淋塔1、微波UV光解反应室2、低温等离子室4，喷淋塔

1内设有多个喷淋管和喷嘴，对进入喷淋塔1的气体进行预处理，除去大颗粒的粉尘。壳体5

设有进风口和出风口，壳体5的进风口与喷淋塔1的底部连通，壳体5的出风口设有抽风机6，

微波UV光解反应室2设有多组紫外线灯组7，紫外线灯组7平行布置。

[0030] 由于低温等离子室4的工作温度低于微波UV光解反应室2，为了保证气体处理效

率，早微波UV光解反应室2与低温等离子室4之间设有隔离室8，隔离室8内设有至少两个隔

离板9，相邻隔离板9上设有多个通气孔。经过隔离室8三个上隔离板9，能够延缓气体进入低

温等离子室4的速度，能够降低进入低温等离子室4气体的温度，降低微波UV光解反应室2的

高温气体，能够提高低温等离子室4的气体处理率。

[0031] 本实施例中，隔离板9间隔平行布置。沿气体流动方向通气孔的横截面积减小，优

选地，通气孔为之间圆锥形。第一层隔离板9的通气孔能够减缓气体的流动速度，延长气体

在微波UV光解反应室2中的反应时间，第二层、第三层隔离板9的通气孔减缓气体速度的同

时使气体温度降低。

[0032] 本实施例中，相邻隔离板9之间的底部设有可打开或闭合的液体通道9，由于经过

微波UV光解反应室2处理后的气体中含有水蒸气，在隔离室内冷却成为液态水，液态水附着

于隔离板9的通气孔和侧壁上，顺着流至隔离室8的底部，可定期打开液体通道，将水放出。

[0033] 本实施例中，微波UV光解反应室2设有吹风机3，吹风机3的出风口对着紫外线灯组

7设置。定期清理紫外线灯组7，防止灯管被粉尘黏住的情况。清理时，需要先关闭壳体5上的

废气进气口，等15-30分钟后，打开吹风机3，30-60分钟过后关闭吹风机3即可。如果所处理

的废气中含有较多的顽固性粘性粉尘，则需要去除灯管采用稀释后的表面活性剂轻轻擦

拭。

[0034] 本实施例中，壳体5的出风口与一出风管10连接，出风管10内设有过滤层，过滤层

为活性炭层，用于过滤分解后气体内的臭氧。

[0035] 本实用新型的复合废气净化设备，紫外线灯组7余等离子双重作用下，更有效地分

解废气中的恶臭物质并灭菌除臭。此外，本实用新型的复合废气净化设备还包括设于各处

理设备之间的废气管路以及对各处理设备实时监测和自动化控制的PLC控制系统。

[0036] 本实用新型如上的复合废气净化设备，其对废气的净化过程包括：废气经设于喷

淋塔1底部的壳体进气口进入到喷淋塔1中，经喷淋水洗去除掉废气中的固体污染物以及易

溶于水的无机气体后，经喷淋吸收塔1顶部的废气出口以及微波UV光解反应室3的进风口进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08599422 U

5



入到微波UV光解反应室3中；壳体5内的微波发生器所产生的大量微波在壳体5内部形成微

波场，而该微波场激发紫外线灯组7，紫外线灯组7发出紫外光束裂解恶臭气体中细菌的分

子键，同时，紫外线灯组7产生的紫外光束还分解空气中氧分子产生游离氧，而游离氧与氧

分子进一步结合产生对有机物具有极强的氧化作用的臭氧，经过微波UV光解反应室3处理

后的废气，经过隔离室8的冷却后进入低温等离子室4进行反应，然后经过出风管10过滤臭

氧后，排出，从而实现对进入壳体5内的废气的高效处理。

[0037] 上述只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实用新型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虽

然本实用新型已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实用新型。因此，凡是未脱离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本实用新型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做的任何简单修

改、等同变化及修饰，均应落在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保护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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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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