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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体化组合式净化器，包括UV

光解催化器、臭氧催化装置、生物滴滤塔、风机、

排气筒，所述UV光解催化器上设置有第一进气口

与第一出气口，所述臭氧催化装置上设置有第二

进气口与第二出气口，所述生物滴滤塔上设置有

第三进气口与第三出气口，所述第一出气口通过

管路连接于所述第二进气口，所述第二出气口通

过管路连接于所述第三进气口，所述第三出气口

通过管路连接于所述风机的进风口，所述风机的

出风口通过管路连接于所述排气筒，本发明充分

利用废气处理过程中产生的臭氧，达到废物资源

化的目的，实现无二次污染，提高废气处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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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体化组合式净化器，其特征在于：包括UV光解催化器(100)、臭氧催化装置(200)、

生物滴滤塔(300)、风机(400)、排气筒(500)，所述UV光解催化器(100)上设置有第一进气口

与第一出气口，所述臭氧催化装置(200)上设置有第二进气口与第二出气口，所述生物滴滤

塔(300)上设置有第三进气口与第三出气口，所述第一出气口通过管路连接于所述第二进

气口，所述第二出气口通过管路连接于所述第三进气口，所述第三出气口通过管路连接于

所述风机(400)的进风口，所述风机(400)的出风口通过管路连接于所述排气筒(50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化组合式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UV光解催化器(100)

包括光解箱体(110)，所述第一进气口与所述第一出气口设置于所述光解箱体(110)上，所

述第一进气口内设置有过滤网，所述光解箱体(110)内设置有灯管支架(120)，所述灯管支

架(120)上沿竖直方向均匀设置有若干个UV灯管(13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化组合式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臭氧催化装置(200)

包括催化箱体(210)，所述第二进气口与所述第二出气口设置于所述催化箱体(210)上，所

述催化箱体(210)内沿所述第二进气口至所述第二出气口的方向均匀排列设置有若干个网

板(220)。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体化组合式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催化箱体(210)上设

置有若干个抽屉，每个所述抽屉内均设置有所述网板(22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化组合式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滴滤塔(300)包

括塔体，所述第三进气口与所述第三出气口设置于所述塔体上，所述塔体内设置有填料支

架(310)、水箱(320)、水泵(330)、循环水管(340)，所述水箱(320)通过水泵(330)连接于所

述循环水管(340)，所述循环水管(340)上设置有若干个喷嘴，所述填料支架(310)沿竖直方

向设置有若干个。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体化组合式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塔体上设置有若干个

观察孔。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体化组合式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进气口内设置有

挡风板，所述挡风板上均匀设置有若干个通风孔。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化组合式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出气口内设置有

除雾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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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组合式净化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体化组合式净化器。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工业源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涉及行业多，通常废气中含有甲苯、烯烃、酯类、醇

类等多种挥发性有机物，且排放种类复杂，废气水分含量高，浓度低，企业分散，治理难度

大。因此，以低浓度、多组分为主要特征的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是当前污染控制领域的重点和

难点，亟需对新型处理设备及工艺开展进一步研究，为开发和应用高效、节能和安全的挥发

性有机物处理技术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基础。

[0003] 针对挥发性有机物的治理，目前国内外的主流技术主要包括吸附回收技术、光催

化技术、燃烧技术、生物净化技术、将吸附技术和冷凝、燃烧技术集成技术等，然而这些技术

都存在各自的缺陷，如吸附法吸附饱和会产生危险废物，光催化技术效率低、燃烧技术费用

高等。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体化组合式净化器，以解决现有技术中所存在的一个或多

个技术问题，至少提供一种有益的选择或创造条件。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是：

[0006] 一体化组合式净化器，包括UV光解催化器、臭氧催化装置、生物滴滤塔、风机、排气

筒，所述UV光解催化器上设置有第一进气口与第一出气口，所述臭氧催化装置上设置有第

二进气口与第二出气口，所述生物滴滤塔上设置有第三进气口与第三出气口，所述第一出

气口通过管路连接于所述第二进气口，所述第二出气口通过管路连接于所述第三进气口，

所述第三出气口通过管路连接于所述风机的进风口，所述风机的出风口通过管路连接于所

述排气筒。

[0007] 该技术方案至少具有如下的有益效果：启动风机后，工业有机废气从第一进气口

进入到UV光解催化器，在UV光解催化器中，有机废气在UV光解催化器内与光催化剂充分接

触，在紫外灯的照射下，废气中的大分子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降解转变为小分子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光解后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与光解产生的臭氧一起从第一出气口排出并从第二进

气口通入臭氧催化装置，在臭氧催化装置内与臭氧催化剂充分接触，将未处理完全的挥发

性有机化合物继续氧化，最终，剩余的小分子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从第二出气口排出并从第

三进气口通入生物滴滤塔，气体中的有害成分在微生物作用下被分解，气体得到净化，从第

三进气口进入排气筒并排出，如此可充分利用UV光解催化器中产生的有毒的臭氧，配合臭

氧催化剂，能继续氧化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既提高了催化效率，而且无二次污染，增加了生

物滴滤塔后，前两个装置未处理完全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继续被微生物氧化，最后排出气

体达到排放标准，更加高效环保。

[0008]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UV光解催化器包括光解箱体，所述第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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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口与所述第一出气口设置于所述光解箱体上，所述第一进气口内设置有过滤网，所述光

解箱体内设置有灯管支架，所述灯管支架上沿竖直方向均匀设置有若干个UV灯管。废气从

第一进气口进入到光解箱体内，首先经过过滤网过滤掉颗粒物，在光解箱体中，UV灯管安装

在灯管支架上，发出的紫外线照射到喷涂的TiO2催化剂上，激发它们产生的电子和空穴来

将大分子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氧化成为小分子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同时高能紫外线光束会分

解空气中的氧分子产生游离氧，游离氧所携正负电子不平衡需与氧分子结合，进而产生臭

氧，为臭氧催化装置提供臭氧。

[0009]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臭氧催化装置包括催化箱体，所述第二进

气口与所述第二出气口设置于所述催化箱体上，所述催化箱体内沿所述第二进气口至所述

第二出气口的方向均匀排列设置有若干个网板。气体从第一出气口进入到第二进气口，在

催化箱体中，将蜂窝状陶瓷为基底制成的臭氧催化剂放置在网板上，未处理完全的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以及光解产生的臭氧接触到臭氧催化剂，将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进一步的氧化，

臭氧催化装置可以把光解产生的臭氧利用起来，同时，可以防止臭氧对后续生物处理造成

影响。

[0010]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催化箱体上设置有若干个抽屉，每个所述

抽屉内均设置有所述网板。将网板设置于抽屉内，可方便将网板从催化箱体上拉出，拆装方

便。

[0011]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生物滴滤塔包括塔体，所述第三进气口与

所述第三出气口设置于所述塔体上，所述塔体内设置有填料支架、水箱、水泵、循环水管，所

述水箱通过水泵连接于所述循环水管，所述循环水管上设置有若干个喷嘴，所述填料支架

沿竖直方向设置有若干个。气体从第二出气口进入到第三进气口，在塔体内的填料支架上

布置生物填料树，在水箱中装营养液，借助水泵和循环水管送到喷嘴喷出，为微生物提供生

长需要的营养，当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与填料接触，填料表面形成的生物膜的微生物氧化气

体分子，将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从而使废气得到充分净化，可以达标排

放。

[0012]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塔体上设置有若干个观察孔。可以随时观

察到里面微生物的情况。

[0013]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第三进气口内设置有挡风板，所述挡风板

上均匀设置有若干个通风孔。可以实现均匀进风。

[0014]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第三出气口内设置有除雾装置。利用除雾

装置避免将过多的水汽带出塔体。

附图说明

[0015]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使

用的附图作简单说明。显然，所描述的附图只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实施

例，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设计

方案和附图。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的UV光解催化器内部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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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图3是本发明的臭氧催化装置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9] 附图中：100-UV光解催化器、110-光解箱体、120-灯管支架、130-UV灯管、200-臭氧

催化装置、210-催化箱体、220-网板、300-生物滴滤塔、310-填料支架、320-水箱、330-水泵、

340-循环水管、400-风机、500-排气筒。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将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的构思、具体结构及产生的技术效果进行清

楚、完整地描述，以充分地理解本发明的目的、特征和效果。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只是本发

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实施例，基于本发明的实施例，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付出

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其他实施例，均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另外，文中所提到的

所有连接关系，并非单指构件直接相接，而是指可根据具体实施情况，通过添加或减少连接

辅件，来组成更优的连接结构。本发明创造中的各个技术特征，在不互相矛盾冲突的前提下

可以交互组合。

[0021] 参照图1，一体化组合式净化器，包括UV光解催化器100、臭氧催化装置200、生物滴

滤塔300、风机400、排气筒500，所述UV光解催化器100上设置有第一进气口与第一出气口，

所述臭氧催化装置200上设置有第二进气口与第二出气口，所述生物滴滤塔300上设置有第

三进气口与第三出气口，所述第一出气口通过管路连接于所述第二进气口，所述第二出气

口通过管路连接于所述第三进气口，所述第三出气口通过管路连接于所述风机400的进风

口，所述风机400的出风口通过管路连接于所述排气筒500。

[0022] 由上述可知，启动风机400后，工业有机废气从第一进气口进入到UV光解催化器

100，在UV光解催化器100中，有机废气在UV光解催化器100内与光催化剂充分接触，在紫外

灯的照射下，废气中的大分子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降解转变为小分子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光

解后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与光解产生的臭氧一起从第一出气口排出并从第二进气口通入

臭氧催化装置200，在臭氧催化装置200内与臭氧催化剂充分接触，将未处理完全的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继续氧化，最终，剩余的小分子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从第二出气口排出并从第三

进气口通入生物滴滤塔300，气体中的有害成分在微生物作用下被分解，气体得到净化，从

第三进气口进入排气筒500并排出，如此可充分利用UV光解催化器100中产生的有毒的臭

氧，配合臭氧催化剂，能继续氧化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既提高了催化效率，而且无二次污染，

增加了生物滴滤塔300后，前两个装置未处理完全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继续被微生物氧化，

最后排出气体达到排放标准，更加高效环保。

[0023] 如图2所示，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UV光解催化器100包括光解箱体110，所述第一

进气口与所述第一出气口设置于所述光解箱体110上，所述第一进气口内设置有过滤网，所

述光解箱体110内设置有灯管支架120，所述灯管支架120上沿竖直方向均匀设置有若干个

UV灯管130。废气从第一进气口进入到光解箱体110内，首先经过过滤网过滤掉颗粒物，在光

解箱体110中，UV灯管130安装在灯管支架120上，发出的紫外线照射到喷涂的TiO2催化剂

上，激发它们产生的电子和空穴来将大分子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氧化成为小分子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同时高能紫外线光束会分解空气中的氧分子产生游离氧，游离氧所携正负电子不

平衡需与氧分子结合，进而产生臭氧，为臭氧催化装置200提供臭氧。

[0024] 如图3所示，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臭氧催化装置200包括催化箱体210，所述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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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气口与所述第二出气口设置于所述催化箱体210上，所述催化箱体210内沿所述第二进气

口至所述第二出气口的方向均匀排列设置有若干个网板220。气体从第一出气口进入到第

二进气口，在催化箱体210中，将蜂窝状陶瓷为基底制成的臭氧催化剂放置在网板220上，未

处理完全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以及光解产生的臭氧接触到臭氧催化剂，将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进一步的氧化，臭氧催化装置200可以把光解产生的臭氧利用起来，同时，可以防止臭氧

对后续生物处理造成影响。

[0025]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催化箱体210上设置有若干个抽屉，每个所述抽屉内均设置

有所述网板220。将网板220设置于抽屉内，可方便将网板220从催化箱体210上拉出，拆装方

便。

[0026]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生物滴滤塔300包括塔体，所述第三进气口与所述第三出气

口设置于所述塔体上，所述塔体内设置有填料支架310、水箱320、水泵330、循环水管340，所

述水箱320通过水泵330连接于所述循环水管340，所述循环水管340上设置有若干个喷嘴，

所述填料支架310沿竖直方向设置有若干个。气体从第二出气口进入到第三进气口，在塔体

内的填料支架310上布置生物填料树，在水箱320中装营养液，借助水泵330和循环水管340

送到喷嘴喷出，为微生物提供生长需要的营养，当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与填料接触，填料表面

形成的生物膜的微生物氧化气体分子，将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从而使

废气得到充分净化，可以达标排放。

[0027]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塔体上设置有若干个观察孔。可以随时观察到里面微生物

的情况。

[0028]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第三进气口内设置有挡风板，所述挡风板上均匀设置有若

干个通风孔。可以实现均匀进风。

[0029]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第三出气口内设置有除雾装置。利用除雾装置避免将过多

的水汽带出塔体，除雾装置的结构形式有多种，此处可选用折流板除雾器，折流板除雾器是

利用雾粒在运动气流中具有惯性，通过突然改变含雾气流的流动方向，雾粒在惯性作用下

偏离气流的流向，撞击在折流板上而被分离，含雾气流是在折流板作用下而改变流动方向

的，足利用雾粒惯性分离雾粒，类似于惯性除尘器。

[0030] 以上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进行了具体说明，但本发明创造并不限于所述实施

例，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违背本发明精神的前提下还可作出种种的等同变型或替

换，这些等同的变型或替换均包含在本申请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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