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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效气体净化设备，包括喷

淋室、加碱室、水体过滤室、气体吸附室、生态气

室。通过设置逆向旋转的喷淋盘，使得喷淋过程

中没有形成单向的气体漩涡，从而强化了喷淋效

果，通过对喷淋过程的用水进行循环利用，实现

了水体的重复利用。通过设置生态气室，使得不

仅是对气体进行净化，同时还对气体进行了富氧

等操作，使得气体净化更加符合健康气体的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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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气体净化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喷淋室、加碱室、水体过滤室、气体吸附

室、生态气室；

所述喷淋室包括进气管、进气风机、喷淋室进气口、喷淋室出液口、喷淋室进液口、喷淋

室出气口、以及双向旋转喷淋部件；所述喷淋室进气口设置在喷淋室的侧壁下部，所述进气

管一端与所述喷淋室进气口连通，另一端设置在喷淋室外部且高于喷淋室的顶壁处，在进

气管上设置有进气风机，所述喷淋室出气口设置在喷淋室的顶壁上，所述喷淋室出液口设

置在喷淋室的底壁上；所述双向旋转喷淋部件设置在喷淋室内的上部，包括上旋转喷淋盘、

下旋转喷淋盘、横转轴、竖转管、主动锥齿轮、上被动锥齿轮、下被动锥齿轮和驱动电机；所

述横转轴左右两端通过轴承转动连接于喷淋室的侧壁上，其中一端与所述驱动电机的输出

轴固接，所述竖转管竖直设置于横转轴中部，且在竖转管顶端连通有上旋转喷淋盘，在竖转

管底端连通有下旋转喷淋盘，在上旋转喷淋盘下部的竖转管上固接有上被动锥齿轮，在下

旋转喷淋盘上部的竖转管上固接有下被动锥齿轮，在所述横转轴上固接有主动锥齿轮，所

述上被动锥齿轮和下被动锥齿轮均与所述主动锥齿轮啮合，通过所述驱动电机对所述横转

轴的驱动而使得所述上旋转喷淋盘和所述下旋转喷淋盘逆向转动；所述喷淋室进液口设置

在上旋转喷淋盘的顶部中央并与上旋转喷淋盘连通；

所述加碱室设置在所述喷淋室下部，包括加碱盒、加碱室搅拌轴、加碱室进液口和加碱

室出液口；所述加碱室进液口设置在喷淋室的顶壁上与所述喷淋室出液口相连通，所述加

碱室搅拌轴设置在加碱室的内顶壁上，所述加碱盒设置在加碱室的侧壁上并用于向加碱室

中添加稀碱溶液，所述加碱室出液口设置在加碱室的底壁上；

所述水体过滤室设置在加碱室的下部，包括过滤室搅拌轴、上过滤板、活性炭过滤板、

下过滤板、pH检测器、加酸盒、过滤室进液口、过滤室出液口、回液管和回液水泵；所述过滤

室进液口设置在水体过滤室的顶壁上并与所述加碱室出液口连通，所述过滤室搅拌轴设置

在水体过滤室的内顶壁上，在水体过滤室中从上到下依次倾斜设置有上过滤板、活性炭过

滤板和下过滤板，所述上过滤板和下过滤板为密布通孔板，所述活性炭过滤板为两侧密布

通孔板中间夹持活性炭颗粒；在上过滤板和活性炭过滤板之间的水体过滤室的内侧壁上设

置有pH检测器和加酸盒，  在下过滤板下部的水体过滤室的侧壁上设置有过滤室出液口，所

述回液管一端与所述过滤室出液口连通，另一端与所述喷淋室进液口连通，在回液管上设

置有回液水泵；

所述气体吸附室设置在喷淋室的上部，包括吸附室入口管、吸附室风机、氧化钙吸附

板、活性炭吸附板和吸附室出口横道；所述吸附室入口管设置在气体吸附室的下部并在底

端与所述喷淋室出气口连通，在吸附室入口管上设置有吸附室风机，所述氧化钙吸附板和

活性炭吸附板从左到右依次倾斜设置在气体吸附室内，所述吸附室出口横道设置在气体吸

附室右侧壁的底部，所述吸附室出口横道左侧与气体吸附室内部连通且顶部开设有密布的

通孔；

所述生态气室设置在所述吸附室出口横道的上部并通过在吸附室出口横道顶部开设

的密布的通孔与气体吸附室连通，所述生态气室包括主水管、生态气室入液口、生态气室水

泵、清洁气体出口、植物、植物置物架和灌溉管；所述清洁气体出口设置在生态气室的顶壁

上，在生态气室内部中央竖直设置有主水管，在主水管侧部通过多根灌溉管连通有多个植

物置物架，在植物置物架上容置有植物，所述主水管底部封闭且顶部开通而形成生态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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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液口，所述生态气室入液口通过管道与水体过滤室的所述回液管连通，并且在回液管与

生态气室入液口之间的管道上设置有生态气室水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气体净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稀碱溶液为氢氧化钠、

氢氧化钾和/或氢氧化钙的稀溶液。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气体净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活性炭过滤板的两侧密

布通孔板的孔径大于所述上过滤板和下过滤板的密布通孔板的孔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气体净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加酸盒根据所述pH检测

器监测的结果而进行加酸和不加酸操作，当所述pH检测器检测到pH值大于等于9.1后，则进

行加酸操作，如果检测到pH值小于9.1，则不进行加酸操作。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气体净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氧化钙吸附板和活性炭

吸附板从左到右依次倾斜设置在气体吸附室内，其中所述的左和右具体为：靠近吸附室入

口管一侧称为左，靠近吸附室出口横道一侧称为右。

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高效气体净化设备，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灌溉管上设置有电

磁阀，用于控制进入到植物置物架中的水量。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气体净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加酸盒中储存有稀酸溶

液，所述稀酸溶液为稀碳酸、稀盐酸和/或稀硝酸。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气体净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植物为金心也门铁和/

或狼尾蕨、条纹十二卷等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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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气体净化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气体净化环保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效气体净化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喷淋室气体净化的一种方式，目前常规的喷淋方式为从上向下的喷水嘴进行喷

淋，但是由于气体是从下向上移动，这样的喷淋并不能实现气体与喷淋水的充分接触，从而

喷淋效果大打折扣，在后续还需要对气体进行复杂的进一步处理。目前还有一种旋转喷淋

的方式，但是旋转喷淋容易使得气体单向旋转形成漩涡，虽然比静态喷气嘴喷淋效果会好

一些，但是由于气体旋转方向与喷淋器旋转方向相同，因此效果也不是很理想。同时，现在

的气体处理装置仅仅是对气体中有害物质进行剔除的一个过程，但是由于气体的成分在处

理过程中是有变化的，而且由于人类的残余，气体成分也会产生一定的变化，例如其中氧气

成分会比正常大气中的氧气含量低，而植物的介入则会对这种处理起到补充促进作用。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提出一种高效气体净化设备。

[0004] 通过如下技术手段实现：

一种高效气体净化设备，包括喷淋室、加碱室、水体过滤室、气体吸附室、生态气室。

[0005] 所述喷淋室包括进气管、进气风机、喷淋室进气口、喷淋室出液口、喷淋室进液口、

喷淋室出气口、以及双向旋转喷淋部件；所述喷淋室进气口设置在喷淋室的侧壁下部，所述

进气管一端与所述喷淋室进气口连通，另一端设置在喷淋室外部且高于喷淋室的顶壁处，

在进气管上设置有进气风机，所述喷淋室出气口设置在喷淋室的顶壁上，所述喷淋室出液

口设置在喷淋室的底壁上；所述双向旋转喷淋部件设置在喷淋室内的上部，包括上旋转喷

淋盘、下旋转喷淋盘、横转轴、竖转管、主动锥齿轮、上被动锥齿轮、下被动锥齿轮和驱动电

机；所述横转轴左右两端通过轴承转动连接于喷淋室的侧壁上，其中一端与所述驱动电机

的输出轴固接，所述竖转管竖直设置于横转轴中部，且在竖转管顶端连通有上旋转喷淋盘，

在竖转管底端连通有下旋转喷淋盘，在上旋转喷淋盘下部的竖转管上固接有上被动锥齿

轮，在下旋转喷淋盘上部的竖转管上固接有下被动锥齿轮，在所述横转轴上固接有主动锥

齿轮，所述上被动锥齿轮和下被动锥齿轮均与所述主动锥齿轮啮合，通过所述驱动电机对

所述横转轴的驱动而使得所述上旋转喷淋盘和所述下旋转喷淋盘逆向转动；所述喷淋室进

液口设置在上旋转喷淋盘的顶部中央并与上旋转喷淋盘连通。

[0006] 所述加碱室设置在所述喷淋室下部，包括加碱盒、加碱室搅拌轴、加碱室进液口和

加碱室出液口；所述加碱室进液口设置在喷淋室的顶壁上与所述喷淋室出液口相连通，所

述加碱室搅拌轴设置在加碱室的内顶壁上，所述加碱盒设置在加碱室的侧壁上并用于向加

碱室中添加稀碱溶液，所述加碱室出液口设置在加碱室的底壁上。

[0007] 所述水体过滤室设置在加碱室的下部，包括过滤室搅拌轴、上过滤板、活性炭过滤

板、下过滤板、pH检测器、加酸盒、过滤室进液口、过滤室出液口、回液管和回液水泵；所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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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室进液口设置在水体过滤室的顶壁上并与所述加碱室出液口连通，所述过滤室搅拌轴设

置在水体过滤室的内顶壁上，在水体过滤室中从上到下依次倾斜设置有上过滤板、活性炭

过滤板和下过滤板，所述上过滤板和下过滤板为密布通孔板，所述活性炭过滤板为两侧密

布通孔板中间夹持活性炭颗粒；在上过滤板和活性炭过滤板之间的水体过滤室的内侧壁上

设置有pH检测器和加酸盒，  在下过滤板下部的水体过滤室的侧壁上设置有过滤室出液口，

所述回液管一端与所述过滤室出液口连通，另一端与所述喷淋室进液口连通，在回液管上

设置有回液水泵。

[0008] 所述气体吸附室设置在喷淋室的上部，包括吸附室入口管、吸附室风机、氧化钙吸

附板、活性炭吸附板和吸附室出口横道；所述吸附室入口管设置在气体吸附室的下部并在

底端与所述喷淋室出气口连通，在吸附室入口管上设置有吸附室风机，所述氧化钙吸附板

和活性炭吸附板从左到右依次倾斜设置在气体吸附室内，所述吸附室出口横道设置在气体

吸附室右侧壁的底部，所述吸附室出口横道左侧与气体吸附室内部连通且顶部开设有密布

的通孔。

[0009] 所述生态气室设置在所述吸附室出口横道的上部并通过在吸附室出口横道顶部

开设的密布的通孔与气体吸附室连通，所述生态气室包括主水管、生态气室入液口、生态气

室水泵、清洁气体出口、植物、植物置物架和灌溉管；所述清洁气体出口设置在生态气室的

顶壁上，在生态气室内部中央竖直设置有主水管，在主水管侧部通过多根灌溉管连通有多

个植物置物架，在植物置物架上容置有植物，所述主水管底部封闭且顶部开通而形成生态

气室入液口，所述生态气室入液口通过管道与水体过滤室的所述回液管连通，并且在回液

管与生态气室入液口之间的管道上设置有生态气室水泵。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稀碱溶液为氢氧化钠、氢氧化钾和/或氢氧化钙的稀溶液。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活性炭过滤板的两侧密布通孔板的孔径大于所述上过滤板和下过

滤板的密布通孔板的孔径。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加酸盒根据所述pH检测器监测的结果而进行加酸和不加酸操作，

当所述pH检测器检测到pH值大于等于9.1后，则进行加酸操作，如果检测到pH值小于9.1，则

不进行加酸操作。

[0013] 进一步的，所述氧化钙吸附板和活性炭吸附板从左到右依次倾斜设置在气体吸附

室内，其中所述的左和右具体为：靠近吸附室入口管一侧称为左，靠近吸附室出口横道一侧

称为右。

[0014] 进一步的，在所述灌溉管上设置有电磁阀，用于控制进入到植物置物架中的水量。

[0015] 进一步的，所述加酸盒中储存有稀酸溶液，所述稀酸溶液为稀碳酸、稀盐酸和/或

稀硝酸。

[0016] 进一步的，所述植物为金心也门铁（吸附甲醛和苯）和/或台湾罗汉松（吸附硫氧化

物和氮氧化物）、狼尾蕨（制氧和吸附苯）、条纹十二卷（在夜间吸收二氧化碳）、黄金葛（吸附

甲醛、苯和三氯乙烯）、绿萝（吸附甲醛、苯和三氯乙烯）、鸟巢蕨（吸附甲醛、苯和三氯乙烯）。

[0017] 本发明的技术效果在于：

1，通过设置相互逆向旋转的旋转喷淋盘，使得进入到喷淋室的气体不会被喷淋盘的转

动而形成单向涡流（一般是紊流），从而增加了气体的混乱度从而也增加了喷淋液体与气体

的接触程度，从而强化了喷淋效果。通过设置一个主动锥齿轮而在其上下分别设置被动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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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从而实现了主动锥齿轮是一个转动方向，而上下的被动锥齿轮是逆向的转动方向，从

而实现了上下两个喷淋盘是逆向的转动方向。

[0018] 通过对进入到喷淋室中的水体进行加碱操作（加碱室）配合后续的pH检测器使得

喷淋水体呈弱碱性，从而强化了对气体中的氮氧化物和硫氧化物的吸附，气体中的氮氧化

物和硫氧化物与水结合形成对应的酸，通过水体中溶解弱碱溶液，实时的将水体中酸的溶

解度提高，从而强化了对气体中的氮氧化物和硫氧化物的吸附。

[0019] 2，通过在气体吸附室后部设置生态气室，在生态气室中设置有可以吸附甲醛、苯

等有害物质、且可以吸收二氧化碳而释放出氧气的植物，使得本装置不仅仅是一个气体净

化装置，还是一个可以调节健康气体组分比例的一个生态装置。由于人类呼吸的参与，气体

中二氧化碳的量会增加，而通过将气体净化后再与特定的植物接触可以使得气体中氧含量

得到适度增加，从而对气体的可用性和健康性得到提高。同时这些植物还可以吸附喷淋和

吸附后没有完全除去的部分甲醛、苯以及氮氧化物和硫氧化物等有害物质，对气体的健康

性进行进一步的强化。

[0020] 3，通过在气体吸附室中设置氧化钙吸附板，使得喷淋后带有水汽的气体通过颗粒

状的氧化钙后，水汽与氧化钙反应形成氢氧化钙，而氢氧化钙与水形成溶液附着在氧化钙

表面上又可以对通过气体中残留的粉尘和硫氧化物进行进一步的吸附，从而强化了气体处

理效果。

[0021] 通过设置水体处理装置，使得喷淋水可以重复循环利用。循环水还可以对植物进

行滴灌。通过设置加碱室，使得喷淋之后的喷淋液体（由于将气体中的氮氧化物和硫氧化物

进行吸附，因此水体的pH值必定下降），重新回到弱碱性，然后通过上过滤板的过滤将喷淋

后以及与碱液反应得到的沉淀物以及喷淋的气体中的微尘均得到滤除，然后通过活性炭过

滤板，将吸附到水体中的部分盐和其他有害元素得到吸附滤除，然后再通过下过滤板将过

程产生的颗粒物进行滤除。通过设置pH检测器和加酸盒，使得过度的碱液得到中和。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高效气体净化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其中：11-进气管，111-进气风机，12-喷淋室进气口，13-喷淋室出液口，14-喷淋室

进液口，15-旋转喷淋盘，151-横转轴，152-主动锥齿轮，153-上被动锥齿轮，154-下被动锥

齿轮，155-驱动电机，21-吸附室入口管，22-吸附室风机，23-氧化钙吸附板，24-活性炭吸附

板，25-吸附室出口横道，3-生态气室，31-生态气室入液口，311-生态气室水泵，32-清洁气

体出口，331-植物，332-植物置物架，333-灌溉管，41-加碱盒，42-加碱室搅拌轴，43-加碱室

出液口，51-过滤室搅拌轴，52-上过滤板，53-活性炭过滤板，54-下过滤板，55-pH检测器，

56-加酸盒，57-过滤室出液口，58-回液管，581-回液水泵。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实施例1

如图1所示。

[0025] 一种高效气体净化设备，包括喷淋室、加碱室、水体过滤室、气体吸附室、生态气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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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所述喷淋室包括进气管、进气风机、喷淋室进气口、喷淋室出液口、喷淋室进液口、

喷淋室出气口、以及双向旋转喷淋部件；所述喷淋室进气口设置在喷淋室的侧壁下部，所述

进气管一端与所述喷淋室进气口连通，另一端设置在喷淋室外部且高于喷淋室的顶壁处，

在进气管上设置有进气风机，所述喷淋室出气口设置在喷淋室的顶壁上，所述喷淋室出液

口设置在喷淋室的底壁上；所述双向旋转喷淋部件设置在喷淋室内的上部，包括上旋转喷

淋盘、下旋转喷淋盘、横转轴、竖转管、主动锥齿轮、上被动锥齿轮、下被动锥齿轮和驱动电

机；所述横转轴左右两端通过轴承转动连接于喷淋室的侧壁上，其中一端与所述驱动电机

的输出轴固接，所述竖转管竖直设置于横转轴中部，且在竖转管顶端连通有上旋转喷淋盘，

在竖转管底端连通有下旋转喷淋盘，在上旋转喷淋盘下部的竖转管上固接有上被动锥齿

轮，在下旋转喷淋盘上部的竖转管上固接有下被动锥齿轮，在所述横转轴上固接有主动锥

齿轮，所述上被动锥齿轮和下被动锥齿轮均与所述主动锥齿轮啮合，通过所述驱动电机对

所述横转轴的驱动而使得所述上旋转喷淋盘和所述下旋转喷淋盘逆向转动；所述喷淋室进

液口设置在上旋转喷淋盘的顶部中央并与上旋转喷淋盘连通。

[0027] 所述加碱室设置在所述喷淋室下部，包括加碱盒、加碱室搅拌轴、加碱室进液口和

加碱室出液口；所述加碱室进液口设置在喷淋室的顶壁上与所述喷淋室出液口相连通，所

述加碱室搅拌轴设置在加碱室的内顶壁上，所述加碱盒设置在加碱室的侧壁上并用于向加

碱室中添加稀碱溶液，所述加碱室出液口设置在加碱室的底壁上。

[0028] 所述水体过滤室设置在加碱室的下部，包括过滤室搅拌轴、上过滤板、活性炭过滤

板、下过滤板、pH检测器、加酸盒、过滤室进液口、过滤室出液口、回液管和回液水泵；所述过

滤室进液口设置在水体过滤室的顶壁上并与所述加碱室出液口连通，所述过滤室搅拌轴设

置在水体过滤室的内顶壁上的左端，在水体过滤室中从上到下依次倾斜设置有上过滤板、

活性炭过滤板和下过滤板，且倾斜方式均为左高右低，所述上过滤板和下过滤板为密布通

孔板，所述活性炭过滤板为两侧密布通孔板中间夹持活性炭颗粒；在上过滤板和活性炭过

滤板之间的水体过滤室的内侧壁上设置有pH检测器和加酸盒，  在下过滤板下部的水体过

滤室的侧壁上的右端设置有过滤室出液口，所述回液管一端与所述过滤室出液口连通，另

一端与所述喷淋室进液口连通，在回液管上设置有回液水泵。

[0029] 所述气体吸附室设置在喷淋室的上部，包括吸附室入口管、吸附室风机、氧化钙吸

附板、活性炭吸附板和吸附室出口横道；所述吸附室入口管设置在气体吸附室的下部并在

底端与所述喷淋室出气口连通，在吸附室入口管上设置有吸附室风机，所述氧化钙吸附板

和活性炭吸附板从左到右依次倾斜设置在气体吸附室内，所述吸附室出口横道设置在气体

吸附室右侧壁的底部，所述吸附室出口横道左侧与气体吸附室内部连通且顶部开设有密布

的通孔。

[0030] 所述生态气室设置在所述吸附室出口横道的上部并通过在吸附室出口横道顶部

开设的密布的通孔与气体吸附室连通，所述生态气室包括主水管、生态气室入液口、生态气

室水泵、清洁气体出口、植物、植物置物架和灌溉管；所述清洁气体出口设置在生态气室的

顶壁上，在生态气室内部中央竖直设置有主水管，在主水管侧部通过9根灌溉管连通有9个

植物置物架，植物置物架为3排，每排3个，在植物置物架上容置有植物，所述主水管底部封

闭且顶部开通而形成生态气室入液口，所述生态气室入液口通过管道与水体过滤室的所述

回液管连通，并且在回液管与生态气室入液口之间的管道上设置有生态气室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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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所述稀碱溶液为氢氧化钠和氢氧化钙的混合稀溶液。

[0032] 所述活性炭过滤板的两侧密布通孔板的孔径大于所述上过滤板和下过滤板的密

布通孔板的孔径。

[0033] 所述加酸盒根据所述pH检测器监测的结果而进行加酸和不加酸操作，当所述pH检

测器检测到pH值大于等于9.1后，则进行加酸操作，如果检测到pH值小于9.1，则不进行加酸

操作。

[0034] 在所述灌溉管上设置有电磁阀，用于控制进入到植物置物架中的水量。电磁阀的

开量大小根据具体植物的用水量提前设置。

[0035] 所述加酸盒中储存有稀酸溶液，所述稀酸溶液为稀碳酸。

[0036] 所述植物为金心也门铁、台湾罗汉松和狼尾蕨。

[0037] 对比例1

本对比例没有设置下旋转喷淋盘和下被动锥齿轮，其它设置方式与实施例1相同，经过

20小时相同条件下的对比性试验得到：通过在吸附室入口管设置气体检测器得到气体中硫

氧化物和氮氧化物以及固体悬浮颗粒的量是实施例1的1.38倍，并且活性炭吸附板中活性

炭颗粒的满载量也是实施例1的1.2倍。

[0038] 对比例2

本对比例没有设置氧化钙吸附板，其它设置方式与实施例1相同，经过20小时相同条件

下的对比性试验得到：在清洁气体出口处设置气体检测装置，得到气体中硫氧化物和重金

属的残余量平均是实施例1的1.12倍，并且活性炭颗粒的满载量也是实施例1的1.0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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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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