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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机械加工领域的一种环保高

效的化工废气净化处理装置，包括：静电除尘部、

粉尘收集部、废气进气口、集成净化塔、水箱、雾

化喷头、第二输气管和尾气净化塔，汞灯固定支

架下方固定安装有汞灯，所述净化板支架下端设

置有若干气体通道，集成净化塔内部上部设置有

水汽附着层，集成净化塔上端设置有吸附过滤

层，集成净化塔定都那设置有加压舱，尾气净化

塔上部顶端设置有废气分化装置。集成净化塔通

过汞灯、净化板、送水水管和蜂窝结构块内填充

的物质对废气进行有序的针对性的净化，可以同

时净化多种杂质，提升净化的效率，并且提升净

化质量，避免众多净化设备的投入使用，环保高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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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环保高效的化工废气净化处理装置，包括：静电除尘部（1）、粉尘收集部（5）、废

气进气口（6）、集成净化塔（2）、水箱（3）、雾化喷头（13）、第二输气管（14）和尾气净化塔（4），

所述静电除尘部（1）左侧连通有废气进气口（6），所述静电除尘部（1）下方固定安装有粉尘

收集部（5），所述静电除尘部（1）有侧固定安装有第一输气管（8），通过第一输气管（8）连通

有集成净化塔（2），所述集成净化塔（2）右侧水汽附着层（26）内部设置有雾化喷头（13），所

述集成净化塔（2）上方的加压舱（29）的右侧固定安装有第二输气管（14），其特征在于，所述

集成净化塔（2）底部中部设置有中间支撑块（20），所述中间支撑块（20）两侧固定安装有沉

降收集槽（19），所述集成净化塔（2）上方中部设置有汞灯固定支架（21），所述汞灯固定支架

（21）下方固定安装有汞灯（22），所述集成净化塔（2）中部内侧设置有净化板支架（23），所述

净化板支架（23）下端设置有若干气体通道（24），所述净化板支架（23）下方固定安装有净化

板（25），所述集成净化塔（2）内部上部设置有水汽附着层（26），送水水管（12）下方连接已输

水管道（11），输水管道（11）固定连接有水箱（3），所述集成净化塔（2）上端设置有吸附过滤

层（27），所述集成净化塔（2）定都那设置有加压舱（29），所述尾气净化塔（4）上部顶端设置

有废气分化装置（1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高效的化工废气净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静

电除尘部（1）采用静电除尘的技术，所述静电除尘部（1）上部设置有静电发生器（7），所述汞

灯固定支架（21）中部设置有若干分布均匀地气孔槽，雾化喷头（13）右端固定安装在送水水

管（12）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环保高效的化工废气净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输气管（8）右侧末端设置有过滤网（9）。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环保高效的化工废气净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雾

化喷头（13）呈喇叭状。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环保高效的化工废气净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

附过滤层（27）内部固定设置有蜂窝结构块（28），所述蜂窝结构块（28）内部填充有活性炭。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环保高效的化工废气净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二输气管（14）右端联通在尾气净化塔（4）下端，所述尾气净化塔（4）中部设置安装有沉降层

（15）。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环保高效的化工废气净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沉

降层（15）内部设置有石灰石碎渣。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环保高效的化工废气净化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废

气分化装置（16）为圆形结构，其中尾气净化塔（4）中部设置有若干分布均匀的出气通道

（18），所述出气通道（18）为排气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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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保高效的化工废气净化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械加工领域，具体是一种环保高效的化工废气净化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废气净化（Flue  gas  purification）主要是指针对工业场所产生的工业废气诸如

粉尘颗粒物、烟气烟尘、异味气体、有毒有害气体进行治理的工作。常见的废气净化有工厂

烟尘废气净化、车间粉尘废气净化、有机废气净化、废气异味净化、酸碱废气净化、化工废气

净化等。尤其是工业生产中对于废气净化的处理要求越来越高，但是工厂的废气处理装置，

功能结构往往比较单一，无法满足复合型废气的净化需求。

[0003] 中国专利（公告号：CN  207016627  U，公告日：2018.02.16）公开的一种化工污水净

化处理装置，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上述文件提供的一种化工污水净化处理装置的优势

在于过控制面板的控制键控制过滤箱、净化箱、冷却箱之间连接管道工作状态，可以实现装

置的自动运行，省时省力，处理效果好，使用成本，其问题在于该装置净化结构单一，无法同

时对多种混合气体进行处理，效率低下，所以发明一种环保高效的化工废气净化处理装置

很有必要。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环保高效的化工废气净化处理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

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环保高效的化工废气净化处理装置，包括：静电除尘部、粉尘收集部、废气进气口、

集成净化塔、水箱、输水管道、雾化喷头、第二输气管和尾气净化塔，所述静电除尘部采用静

电除尘的技术对废气进行第一步的除尘，所述静电除尘部有侧固定安装有第一输气管，通

过第一输气管连通有集成净化塔，所述第一输气管右侧末端设置有过滤网，所述过滤网可

以将静电除尘部内的少量杂质进行过滤，所述集成净化塔底部中部设置有中间支撑块，所

述中间支撑块两侧固定安装有沉降收集槽，所述集成净化塔上方中部设置有汞灯固定支

架，所述汞灯固定支架中部设置有若干分布均匀地气孔槽，用于将气体排入到集成净化塔

上方，所述集成净化塔中部内侧设置有净化板支架，所述净化板支架下端设置有若干气体

通道，所述净化板支架下方固定安装有净化板，所述气体通道通过加长设计，可以提升气体

经过沉降层的时间，从而提升净化的效率和质量，所述集成净化塔内部上部设置有水汽附

着层，另外净化板支架将水汽雾化呈气体，提升反应净化的效率，雾化喷头右端固定安装在

送水水管上，送水水管下方连接已输水管道，所述集成净化塔上端设置有吸附过滤层，所述

吸附过滤层内部固定设置有蜂窝结构块，所述蜂窝结构块内部填充有活性炭，通过蜂窝结

构可以更加高效的将气体和活性炭相结合，提升活性炭的净化效率，所述集成净化塔通过

汞灯、净化板、送水水管和蜂窝结构块内填充的物质对废气进行有序的针对性的净化，可以

同时净化多种杂质，提升净化的效率，并且提升净化质量，避免众多净化设备的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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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高效；所述集成净化塔上方的加压舱的右侧固定安装有第二输气管，第二输气管末端

设置有滤纯管头，避免杂质倒灌进入到第二输气管内，造成堵塞，所述第二输气管右端联通

在尾气净化塔下端，所述尾气净化塔上部顶端设置有废气分化装置，所述废气分化装置为

圆形结构，其中尾气净化塔中部设置有若干分布均匀的出气通道，所述出气通道为排气孔，

通过出气通道将废气分流排放，避免集中排放时浓度过高，大气分解较慢，集中吸入中毒。

[0006]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静电除尘部左侧连通有废气进气口，废气进气口连通

外界废气排出装置。

[0007]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静电除尘部上部设置有静电发生器，通过通高压电

将空气电离，通过负离子将空气中的颗粒粉尘附着击落下，所述静电除尘部下方固定安装

有粉尘收集部，用于盛放和收集粉尘。

[0008]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汞灯固定支架下方固定安装有汞灯，汞灯通过汞灯

产生紫外线对废气进行消毒和杀菌处理。

[0009]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集成净化塔右侧水汽附着层内部设置有雾化喷头，

所述雾化喷头呈喇叭状，可以提升喷射的面积。

[0010]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输水管道固定连接有水箱，水箱上端设置有水泵，为

集成净化塔内喷水提供水压，水汽附着层内通过将废气经过雾化喷头可以将废气中可溶性

杂质进行融入到水蒸汽中排出。

[0011]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集成净化塔定都那设置有加压舱，所述加压舱为加

压装置，将气体从底部由底部吸入，提升净化的效率和质量。

[0012]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尾气净化塔中部设置安装有沉降层，所述沉降层内

部设置有石灰石碎渣，可以将气体中的部分水分进行吸收，进行沉降。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静电除尘部上部设置有静电发生器，通过

通高压电将空气电离，通过负离子将空气中的颗粒粉尘附着击落下，用于盛放和收集粉尘；

汞灯固定支架中部设置有若干分布均匀地气孔槽，用于将气体排入到集成净化塔上方，汞

灯通过汞灯产生紫外线对废气进行消毒和杀菌处理；气体通道通过加长设计，可以提升气

体经过净化板的时间，从而提升净化的效率和质量；蜂窝结构块内部填充有活性炭，通过蜂

窝结构可以更加高效的将气体和活性炭相结合，提升活性炭的净化效率；集成净化塔通过

汞灯、净化板、送水水管和蜂窝结构块内填充的物质对废气进行有序的针对性的净化，可以

同时净化多种杂质，提升净化的效率，并且提升净化质量，避免众多净化设备的投入使用，

环保高效。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一种环保高效的化工废气净化处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一种环保高效的化工废气净化处理装置中集成净化塔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一种环保高效的化工废气净化处理装置中废气分化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中：1-静电除尘部，2-集成净化塔，3-水箱，4-尾气净化塔，5-粉尘收集部，6-废

气进气口，7-静电发生器，8-第一输气管，9-过滤网，10-水箱支撑架，11-输水管道，12-送水

水管，13-雾化喷头，14-第二输气管，15-沉降层，16-废气分化装置，18-出气通道，19-沉降

收集槽，20-中间支撑块，21-汞灯固定支架，22-汞灯，23-净化板支架，24-气体通道，25-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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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板，26-水汽附着层，27-吸附过滤层，28-蜂窝结构块，29-加压舱。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专利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地说明。

[0019] 实施例1

请参阅图1，一种环保高效的化工废气净化处理装置，包括：静电除尘部1、粉尘收集部

5、废气进气口6、集成净化塔2、水箱3、输水管道11、雾化喷头13、第二输气管14和尾气净化

塔4，所述静电除尘部1采用静电除尘的技术对废气进行第一步的除尘，所述静电除尘部1左

侧连通有废气进气口6，废气进气口6连通外界废气排出装置，所述静电除尘部1上部设置有

静电发生器7，通过通高压电将空气电离，通过负离子将空气中的颗粒粉尘附着击落下，所

述静电除尘部1下方固定安装有粉尘收集部5，用于盛放和收集粉尘，所述静电除尘部1有侧

固定安装有第一输气管8，通过第一输气管8连通有集成净化塔2，所述第一输气管8右侧末

端设置有过滤网9，所述过滤网9可以将静电除尘部1内的少量杂质进行过滤，如图2所示，所

述集成净化塔2底部中部设置有中间支撑块20，所述中间支撑块20两侧固定安装有沉降收

集槽19，所述集成净化塔2上方中部设置有汞灯固定支架21，所述汞灯固定支架21中部设置

有若干分布均匀地气孔槽，用于将气体排入到集成净化塔2上方，所述汞灯固定支架21下方

固定安装有汞灯22，汞灯22通过汞灯产生紫外线对废气进行消毒和杀菌处理，所述集成净

化塔2中部内侧设置有净化板支架23，所述净化板支架23下端设置有若干气体通道24，所述

净化板支架23下方固定安装有净化板25，所述气体通道24通过加长设计，可以提升气体经

过沉降层15的时间，从而提升净化的效率和质量，所述集成净化塔2内部上部设置有水汽附

着层26，所述集成净化塔2右侧水汽附着层26内部设置有雾化喷头13，所述雾化喷头13呈喇

叭状，可以提升喷射的面积，另外净化板支架23将水汽雾化呈气体，提升反应净化的效率，

雾化喷头13右端固定安装在送水水管12上，送水水管12下方连接已输水管道11，输水管道

11固定连接有水箱3，水箱3上端设置有水泵，为集成净化塔2内喷水提供水压，水汽附着层

26内通过将废气经过雾化喷头可以将废气中可溶性杂质进行融入到水蒸汽中排出，所述集

成净化塔2上端设置有吸附过滤层27，所述吸附过滤层27内部固定设置有蜂窝结构块28，所

述蜂窝结构块28内部填充有活性炭，通过蜂窝结构可以更加高效的将气体和活性炭相结

合，提升活性炭的净化效率，所述集成净化塔2定都那设置有加压舱29，所述加压舱29为加

压装置，将气体从底部由底部吸入，提升净化的效率和质量，所述集成净化塔2通过汞灯22、

净化板25、送水水管12和蜂窝结构块28内填充的物质对废气进行有序的针对性的净化，可

以同时净化多种杂质，提升净化的效率，并且提升净化质量，避免众多净化设备的投入使

用，环保高效；

所述集成净化塔2上方的加压舱29的右侧固定安装有第二输气管14，第二输气管14末

端设置有滤纯管头，避免杂质倒灌进入到第二输气管14内，造成堵塞，所述第二输气管14右

端联通在尾气净化塔4下端，所述尾气净化塔4中部设置安装有沉降层15，所述沉降层15内

部设置有石灰石碎渣，可以将气体中的部分水分进行吸收，进行沉降，如图3所示，所述尾气

净化塔4上部顶端设置有废气分化装置16，所述废气分化装置16为圆形结构，其中尾气净化

塔4中部设置有若干分布均匀的出气通道18，所述出气通道18为排气孔，通过出气通道18将

废气分流排放，避免集中排放时浓度过高，大气分解较慢，集中吸入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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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实施例2

进一步的，所述净化板25内部填充有化学净化剂，根据需要净化的气体类型不同合理

选择不同的净化剂，净化板25外侧两端设置有若干进气孔，废气由进气孔进入后发生反应，

净化后由气体通道24排出到净化板支架23上方。

[0021] 上面对本专利的较佳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专利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

式，在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专利宗旨的前提下

做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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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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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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