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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环保用化工除臭设备，包

括吸风机、厌氧池、好氧池、第一净化机构、第二

净化机构和第三净化机构，所述吸风机固定安装

于厌氧池左侧的上端，且吸风机的出风端通过管

道与厌氧池左侧的底部连通，所述厌氧池右侧的

顶部通过管道与好氧池左侧的底部连通，且好氧

池右侧的顶部通过管道与第一净化机构左侧的

中端连通，所述第一净化机构左侧顶部的前端通

过管道与第二净化机构左侧底部的前端连通。本

发明设置了厌氧池和好氧池，可对化工废气进行

厌氧以及好氧处理，设置了第一净化机构、第二

净化机构和第三净化机构，可对化工废气进行三

级净化处理，通过以上结构的配合，有效提高了

本装置的除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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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环保用化工除臭设备，包括吸风机（1）、厌氧池（2）、好氧池（3）、第一净化机构

（4）、第二净化机构（5）和第三净化机构（6），其特征在于：所述吸风机（1）固定安装于厌氧池

（2）左侧的上端，且吸风机（1）的出风端通过管道与厌氧池（2）左侧的底部连通，所述厌氧池

（2）右侧的顶部通过管道与好氧池（3）左侧的底部连通，且好氧池（3）右侧的顶部通过管道

与第一净化机构（4）左侧的中端连通，所述第一净化机构（4）左侧顶部的前端通过管道与第

二净化机构（5）左侧底部的前端连通，且第二净化机构（5）右侧底部的后端通过管道与第三

净化机构（6）内腔右侧的下端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用化工除臭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净化机构

（4）包括第一净化箱（41），第一净化箱（41）内腔的中端固定连接有隔板（43），且隔板（43）的

内表面开设有回流孔（44），第一净化箱（41）内腔的下端从上到下依次固定连接有第一过滤

网（47）和第二过滤网（48），第一净化箱（41）底部的右端固定安装有泵机（46），且泵机（46）

的出水端通过管道连通有喷头（42），第一净化箱（41）的右侧且位于隔板（43）顶部的对应位

置开设有第一注液口（45），第一净化箱（41）左侧的底部开设有第一出液口（49），且第一出

液口（49）和第一注液口（45）远离第一净化箱（41）的一端均螺纹连接有密封盖。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用化工除臭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净化机构

（5）包括第二净化箱（51），且第二净化箱（51）内腔顶部的左端和第二净化箱（51）内腔底部

的左端均涂设有光触媒层（53），光触媒层（53）的厚度为200～500um，第二净化箱（51）内腔

的上端固定安装有紫外线灯管（52），且第二净化箱（51）内腔的右端固定连接有第三过滤网

（54）。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用化工除臭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净化机构

（6）包括第三净化箱（61），第三净化箱（61）的内腔注入有除臭剂（66），第三净化箱（61）顶部

的左端开设有第二注液口（62），且第二注液口（62）的内表面活动安装有阀门，第三净化箱

（61）左侧的下端固定安装有电机（63），电机（63）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有搅拌轴（64），且搅拌

轴（64）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搅拌叶（65），第三净化箱（61）右侧的底部开设有第二出液口

（67），且第二出液口（67）远离第三净化箱（61）的一端螺纹连接有密封盖。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环保用化工除臭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除臭剂（66）由原

料经粉碎和搅拌得到，且原料由水杨酸、土槿皮酊、羧甲基纤维素、四氧化三铁、碳酸镁、硝

酸银、高岭土、一缩二丙二醇、甘油、三氯异氰尿酸、活性炭和水组成，其重量份数的组分为：

水杨酸25～40份；土槿皮酊10～15份；羧甲基纤维素10～20份；四氧化三铁8～12份；碳酸镁

12～18份；硝酸银7～15份；高岭土6～15份；一缩二丙二醇25～40份；甘油10～20份；三氯异

氰尿酸18～22份；活性炭8～15份；水50～80份。

6.根据权利要求2或4所述的一种环保用化工除臭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净化箱

（61）正表面的右下端以及第一净化箱（41）正表面的左下端均设置有观察窗。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876646 A

2



一种环保用化工除臭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化工除臭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环保用化工除臭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如今我们生存的地球环境越发恶化，因此人们的环保意识也越来越强烈，化工厂

会排放大量的废气，这些废气不断腐蚀我们的生存环境，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生存的家园，如

何保护生态环境，就需要我们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以及对污染进行治理与利用，但现有的除

臭装置其除臭效果不理想，从而无法有效保障环境的卫生性，为此，我们提出一种环保用化

工除臭设备。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环保用化工除臭设备，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

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环保用化工除臭设备，包括吸风

机、厌氧池、好氧池、第一净化机构、第二净化机构和第三净化机构，所述吸风机固定安装于

厌氧池左侧的上端，且吸风机的出风端通过管道与厌氧池左侧的底部连通，所述厌氧池右

侧的顶部通过管道与好氧池左侧的底部连通，且好氧池右侧的顶部通过管道与第一净化机

构左侧的中端连通，所述第一净化机构左侧顶部的前端通过管道与第二净化机构左侧底部

的前端连通，且第二净化机构右侧底部的后端通过管道与第三净化机构内腔右侧的下端连

通。

[0005] 优选的，所述第一净化机构包括第一净化箱，第一净化箱内腔的中端固定连接有

隔板，且隔板的内表面开设有回流孔，第一净化箱内腔的下端从上到下依次固定连接有第

一过滤网和第二过滤网，第一净化箱底部的右端固定安装有泵机，且泵机的出水端通过管

道连通有喷头，第一净化箱的右侧且位于隔板顶部的对应位置开设有第一注液口，第一净

化箱左侧的底部开设有第一出液口，且第一出液口和第一注液口远离第一净化箱的一端均

螺纹连接有密封盖。

[0006] 优选的，所述第二净化机构包括第二净化箱，且第二净化箱内腔顶部的左端和第

二净化箱内腔底部的左端均涂设有光触媒层，光触媒层的厚度为200～500um，第二净化箱

内腔的上端固定安装有紫外线灯管，且第二净化箱内腔的右端固定连接有第三过滤网。

[0007] 优选的，所述第三净化机构包括第三净化箱，第三净化箱的内腔注入有除臭剂，第

三净化箱顶部的左端开设有第二注液口，且第二注液口的内表面活动安装有阀门，第三净

化箱左侧的下端固定安装有电机，电机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有搅拌轴，且搅拌轴的外表面固

定连接有搅拌叶，第三净化箱右侧的底部开设有第二出液口，且第二出液口远离第三净化

箱的一端螺纹连接有密封盖。

[0008] 优选的，所述除臭剂由原料经粉碎和搅拌得到，且原料由水杨酸、土槿皮酊、羧甲

基纤维素、四氧化三铁、碳酸镁、硝酸银、高岭土、一缩二丙二醇、甘油、三氯异氰尿酸、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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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和水组成，其重量份数的组分为：水杨酸25～40份；土槿皮酊10～15份；羧甲基纤维素10

～20份；四氧化三铁8～12份；碳酸镁12～18份；硝酸银7～15份；高岭土6～15份；一缩二丙

二醇25～40份；甘油10～20份；三氯异氰尿酸18～22份；活性炭8～15份；水50～80份。

[0009] 优选的，所述第三净化箱正表面的右下端以及第一净化箱正表面的左下端均设置

有观察窗。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本发明设置了厌氧池和好氧池，可对化工废气进行厌氧以及好氧处理，设置了第一净

化机构、第二净化机构和第三净化机构，可对化工废气进行三级净化处理，通过以上结构的

配合，有效提高了本装置的除臭效果。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主视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第一净化机构剖视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第二净化机构剖视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第三净化机构剖视结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除臭剂配料表格示意图。

[0012] 图中：1吸风机、2厌氧池、3好氧池、4第一净化机构、41第一净化箱、42喷头、43隔

板、44回流孔、45第一注液口、46泵机、47第一过滤网、48第二过滤网、49第一出液口、5第二

净化机构、51第二净化箱、52紫外线灯管、53光触媒层、54第三过滤网、6第三净化机构、61第

三净化箱、62第二注液口、63电机、64搅拌轴、65搅拌叶、66除臭剂、67第二出液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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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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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4] 本发明的吸风机1、厌氧池2、好氧池3、第一净化机构4、第一净化箱41、喷头42、隔

板43、回流孔44、第一注液口45、泵机46、第一过滤网47、第二过滤网48、第一出液口49、第二

净化机构5、第二净化箱51、紫外线灯管52、光触媒层53、第三过滤网54、第三净化机构6、第

三净化箱61、第二注液口62、电机63、搅拌轴64、搅拌叶65、除臭剂66和第二出液口67部件均

为通用标准件或本领域技术人员知晓的部件，其结构和原理都为本技术人员均可通过技术

手册得知或通过常规实验方法获知。

[0015] 实施例一：

请参阅图1-5，一种环保用化工除臭设备，包括吸风机1、厌氧池2、好氧池3、第一净化机

构4、第二净化机构5和第三净化机构6，吸风机1固定安装于厌氧池2左侧的上端，且吸风机1

的出风端通过管道与厌氧池2左侧的底部连通，厌氧池2右侧的顶部通过管道与好氧池3左

侧的底部连通，可对化工废气进行厌氧以及好氧处理，且好氧池3右侧的顶部通过管道与第

一净化机构4左侧的中端连通，人们先将水体从第一注液口45注入到第一净化箱41内，然后

通过外置控制器打开泵机46，泵机46将第一净化箱41内的水体通过管道从喷头42内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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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对化工废气的喷淋净化需求，同时，喷淋后的水体从回流孔44流入到第一净化箱41内

腔的底部，并在此过程中，第一过滤网47和第二过滤网48对水体进行两级物理过滤，达到了

水体循环利用的需求，第一净化机构4包括第一净化箱41，第一净化箱41内腔的中端固定连

接有隔板43，且隔板43的内表面开设有回流孔44，第一净化箱41内腔的下端从上到下依次

固定连接有第一过滤网47和第二过滤网48，第一过滤网47为海绵过滤层，第二过滤网48为

玻璃纤维聚结滤芯，第一净化箱41底部的右端固定安装有泵机46，且泵机46的出水端通过

管道连通有喷头42，喷头42的数量为六个，且每两个相邻喷头42之间的距离均相同，第一净

化箱41的右侧且位于隔板43顶部的对应位置开设有第一注液口45，第一净化箱41左侧的底

部开设有第一出液口49，且第一出液口49和第一注液口45远离第一净化箱41的一端均螺纹

连接有密封盖，第一净化机构4左侧顶部的前端通过管道与第二净化机构5左侧底部的前端

连通，人们通过外置控制器打开紫外线灯管52，并与光触媒层53配合，达到对第二净化箱51

内的化工废气进行光解净化的需求，第二净化机构5包括第二净化箱51，且第二净化箱51内

腔顶部的左端和第二净化箱51内腔底部的左端均涂设有光触媒层53，光触媒层53的厚度为

200um，第二净化箱51内腔的上端固定安装有紫外线灯管52，紫外线灯管52的数量为一个，

且一个紫外线灯管52固定安装于第二净化箱51内腔的中端，且第二净化箱51内腔的右端固

定连接有第三过滤网54，第三过滤网54为活性氧化铝过滤层，且第二净化机构5右侧底部的

后端通过管道与第三净化机构6内腔右侧的下端连通，人们先打开第二注液口62内表面的

阀门，然后将除臭剂66和水从第二注液口62注入到第三净化箱61内，并通过外置控制器打

开电机63，电机63在转动的同时会带动搅拌轴64转动，搅拌轴64在转动的同时会带动搅拌

叶65进行转动，从而达到对化工废气进行液体除臭的需求，除臭剂66和水的比例为1：30，第

三净化机构6包括第三净化箱61，第三净化箱61正表面的右下端以及第一净化箱41正表面

的左下端均设置有观察窗，观察窗的材质为丙烯酸酯塑料板，第三净化箱61的内腔注入有

除臭剂66，除臭剂66由原料经粉碎和搅拌得到，且原料由水杨酸、土槿皮酊、羧甲基纤维素、

四氧化三铁、碳酸镁、硝酸银、高岭土、一缩二丙二醇、甘油、三氯异氰尿酸、活性炭和水组

成，其重量份数的组分为：水杨酸25份；土槿皮酊10份；羧甲基纤维素10份；四氧化三铁8份；

碳酸镁12份；硝酸银7份；高岭土6份；一缩二丙二醇25份；甘油10份；三氯异氰尿酸18份；活

性炭8份；水50份，第三净化箱61顶部的左端开设有第二注液口62，且第二注液口62的内表

面活动安装有阀门，第三净化箱61左侧的下端固定安装有电机63，电机63的输出轴固定连

接有搅拌轴64，且搅拌轴64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搅拌叶65，第三净化箱61右侧的底部开设

有第二出液口67，且第二出液口67远离第三净化箱61的一端螺纹连接有密封盖。

[0016] 实施例二：

请参阅图1-5，一种环保用化工除臭设备，包括吸风机1、厌氧池2、好氧池3、第一净化机

构4、第二净化机构5和第三净化机构6，吸风机1固定安装于厌氧池2左侧的上端，且吸风机1

的出风端通过管道与厌氧池2左侧的底部连通，厌氧池2右侧的顶部通过管道与好氧池3左

侧的底部连通，可对化工废气进行厌氧以及好氧处理，且好氧池3右侧的顶部通过管道与第

一净化机构4左侧的中端连通，人们先将水体从第一注液口45注入到第一净化箱41内，然后

通过外置控制器打开泵机46，泵机46将第一净化箱41内的水体通过管道从喷头42内喷出，

达到对化工废气的喷淋净化需求，同时，喷淋后的水体从回流孔44流入到第一净化箱41内

腔的底部，并在此过程中，第一过滤网47和第二过滤网48对水体进行两级物理过滤，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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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循环利用的需求，第一净化机构4包括第一净化箱41，第一净化箱41内腔的中端固定连

接有隔板43，且隔板43的内表面开设有回流孔44，第一净化箱41内腔的下端从上到下依次

固定连接有第一过滤网47和第二过滤网48，第一过滤网47为KDF过滤层，第二过滤网48为活

性炭过滤层，第一净化箱41底部的右端固定安装有泵机46，且泵机46的出水端通过管道连

通有喷头42，喷头42的数量为八个，且每两个相邻喷头42之间的距离均相同，第一净化箱41

的右侧且位于隔板43顶部的对应位置开设有第一注液口45，第一净化箱41左侧的底部开设

有第一出液口49，且第一出液口49和第一注液口45远离第一净化箱41的一端均螺纹连接有

密封盖，第一净化机构4左侧顶部的前端通过管道与第二净化机构5左侧底部的前端连通，

人们通过外置控制器打开紫外线灯管52，并与光触媒层53配合，达到对第二净化箱51内的

化工废气进行光解净化的需求，第二净化机构5包括第二净化箱51，且第二净化箱51内腔顶

部的左端和第二净化箱51内腔底部的左端均涂设有光触媒层53，光触媒层53的厚度为

350um，第二净化箱51内腔的上端固定安装有紫外线灯管52，紫外线灯管52的数量为两个，

且两个紫外线灯管52对称安装于第二净化箱51内腔的前后两端，且第二净化箱51内腔的右

端固定连接有第三过滤网54，第三过滤网54为聚氯乙烯滤网层，且第二净化机构5右侧底部

的后端通过管道与第三净化机构6内腔右侧的下端连通，人们先打开第二注液口62内表面

的阀门，然后将除臭剂66和水从第二注液口62注入到第三净化箱61内，并通过外置控制器

打开电机63，电机63在转动的同时会带动搅拌轴64转动，搅拌轴64在转动的同时会带动搅

拌叶65进行转动，从而达到对化工废气进行液体除臭的需求，除臭剂66和水的比例为1：40，

第三净化机构6包括第三净化箱61，第三净化箱61正表面的右下端以及第一净化箱41正表

面的左下端均设置有观察窗，观察窗的材质为聚碳酸酯塑料板，第三净化箱61的内腔注入

有除臭剂66，除臭剂66由原料经粉碎和搅拌得到，且原料由水杨酸、土槿皮酊、羧甲基纤维

素、四氧化三铁、碳酸镁、硝酸银、高岭土、一缩二丙二醇、甘油、三氯异氰尿酸、活性炭和水

组成，其重量份数的组分为：水杨酸30份；土槿皮酊12份；羧甲基纤维素15份；四氧化三铁10

份；碳酸镁15份；硝酸银12份；高岭土10份；一缩二丙二醇32份；甘油15份；三氯异氰尿酸20

份；活性炭12份；水65份，第三净化箱61顶部的左端开设有第二注液口62，且第二注液口62

的内表面活动安装有阀门，第三净化箱61左侧的下端固定安装有电机63，电机63的输出轴

固定连接有搅拌轴64，且搅拌轴64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搅拌叶65，第三净化箱61右侧的底

部开设有第二出液口67，且第二出液口67远离第三净化箱61的一端螺纹连接有密封盖。

[0017] 实施例三：

请参阅图1-5，一种环保用化工除臭设备，包括吸风机1、厌氧池2、好氧池3、第一净化机

构4、第二净化机构5和第三净化机构6，吸风机1固定安装于厌氧池2左侧的上端，且吸风机1

的出风端通过管道与厌氧池2左侧的底部连通，厌氧池2右侧的顶部通过管道与好氧池3左

侧的底部连通，可对化工废气进行厌氧以及好氧处理，且好氧池3右侧的顶部通过管道与第

一净化机构4左侧的中端连通，人们先将水体从第一注液口45注入到第一净化箱41内，然后

通过外置控制器打开泵机46，泵机46将第一净化箱41内的水体通过管道从喷头42内喷出，

达到对化工废气的喷淋净化需求，同时，喷淋后的水体从回流孔44流入到第一净化箱41内

腔的底部，并在此过程中，第一过滤网47和第二过滤网48对水体进行两级物理过滤，达到了

水体循环利用的需求，第一净化机构4包括第一净化箱41，第一净化箱41内腔的中端固定连

接有隔板43，且隔板43的内表面开设有回流孔44，第一净化箱41内腔的下端从上到下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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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连接有第一过滤网47和第二过滤网48，第一过滤网47为HEPA滤网，第二过滤网48为石

英砂过滤网，第一净化箱41底部的右端固定安装有泵机46，且泵机46的出水端通过管道连

通有喷头42，喷头42的数量为十个，且每两个相邻喷头42之间的距离均相同，第一净化箱41

的右侧且位于隔板43顶部的对应位置开设有第一注液口45，第一净化箱41左侧的底部开设

有第一出液口49，且第一出液口49和第一注液口45远离第一净化箱41的一端均螺纹连接有

密封盖，第一净化机构4左侧顶部的前端通过管道与第二净化机构5左侧底部的前端连通，

人们通过外置控制器打开紫外线灯管52，并与光触媒层53配合，达到对第二净化箱51内的

化工废气进行光解净化的需求，第二净化机构5包括第二净化箱51，且第二净化箱51内腔顶

部的左端和第二净化箱51内腔底部的左端均涂设有光触媒层53，光触媒层53的厚度为

500um，第二净化箱51内腔的上端固定安装有紫外线灯管52，紫外线灯管52的数量为三个，

且每两个相邻紫外线灯管52之间的距离均相同，且第二净化箱51内腔的右端固定连接有第

三过滤网54，第三过滤网54为玻璃纤维针刺毡层，且第二净化机构5右侧底部的后端通过管

道与第三净化机构6内腔右侧的下端连通，人们先打开第二注液口62内表面的阀门，然后将

除臭剂66和水从第二注液口62注入到第三净化箱61内，并通过外置控制器打开电机63，电

机63在转动的同时会带动搅拌轴64转动，搅拌轴64在转动的同时会带动搅拌叶65进行转

动，从而达到对化工废气进行液体除臭的需求，除臭剂66和水的比例为1：20，第三净化机构

6包括第三净化箱61，第三净化箱61正表面的右下端以及第一净化箱41正表面的左下端均

设置有观察窗，观察窗的材质为亚克力板，第三净化箱61的内腔注入有除臭剂66，除臭剂66

由原料经粉碎和搅拌得到，且原料由水杨酸、土槿皮酊、羧甲基纤维素、四氧化三铁、碳酸

镁、硝酸银、高岭土、一缩二丙二醇、甘油、三氯异氰尿酸、活性炭和水组成，其重量份数的组

分为：水杨酸40份；土槿皮酊15份；羧甲基纤维素20份；四氧化三铁12份；碳酸镁18份；硝酸

银15份；高岭土15份；一缩二丙二醇40份；甘油20份；三氯异氰尿酸22份；活性炭15份；水80

份，第三净化箱61顶部的左端开设有第二注液口62，且第二注液口62的内表面活动安装有

阀门，第三净化箱61左侧的下端固定安装有电机63，电机63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有搅拌轴64，

且搅拌轴64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搅拌叶65，第三净化箱61右侧的底部开设有第二出液口

67，且第二出液口67远离第三净化箱61的一端螺纹连接有密封盖。

[0018] 使用时，人们先将吸风机1进风端的管道连通在化工废气出口处，然后通过外置控

制器打开吸风机1，设置了厌氧池2和好氧池3，可对化工废气进行厌氧以及好氧处理，设置

了第一净化机构4，人们先将水体从第一注液口45注入到第一净化箱41内，然后通过外置控

制器打开泵机46，泵机46将第一净化箱41内的水体通过管道从喷头42内喷出，达到对化工

废气的喷淋净化需求，同时，喷淋后的水体从回流孔44流入到第一净化箱41内腔的底部，并

在此过程中，第一过滤网47和第二过滤网48对水体进行两级物理过滤，达到了水体循环利

用的需求，设置了第二净化机构5，人们通过外置控制器打开紫外线灯管52，并与光触媒层

53配合，达到对第二净化箱51内的化工废气进行光解净化的需求，设置了第三净化机构6，

人们先打开第二注液口62内表面的阀门，然后将除臭剂66和水从第二注液口62注入到第三

净化箱61内，并通过外置控制器打开电机63，电机63在转动的同时会带动搅拌轴64转动，搅

拌轴64在转动的同时会带动搅拌叶65进行转动，从而达到对化工废气进行液体除臭的需

求，通过以上结构的配合，有效提高了本装置的除臭效果。

[0019]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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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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