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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UV高效光解联合活性炭除臭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UV高效光解联合活性

炭除臭设备，涉及气体净化技术领域。它包括连

接在进气管和出气管之间、由位于两端的变径段

和中间通径段组合成的壳体，感应端插嵌在进气

管内腔中的温湿度检测仪，沿气体流向依次布置

在所述中间通径段内腔中的过滤网、清洗喷头、

若干组低压汞灯、超声加湿雾化喷头、前挡板、后

挡板、以间隔方式上下分层嵌装在前挡板和后挡

板之间且内装蜂窝活性炭的若干个抽屉。本实用

新型通过集成化设计、并利用UV光解氧化和活性

炭吸附的联合作用，能够对恶臭气体进行高效除

臭和自动化除臭，具有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成本

低、体积小、占地少、便于维护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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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UV高效光解联合活性炭除臭设备，其特征在于：它包括连接在进气管（10）和出

气管（11）之间、由位于两端的变径段（1-1）和中间通径段（1-2）组合成的壳体（1），感应端插

嵌在进气管（10）内腔中的温湿度检测仪（2），沿气体流向依次布置在所述中间通径段（1-2）

内腔中的过滤网（3）、清洗喷头（4）、若干组低压汞灯（5）、超声加湿雾化喷头（6）、前挡板

（7）、后挡板（8）、以间隔方式上下分层嵌装在前挡板和后挡板之间且内装蜂窝活性炭（12）

的若干个抽屉（9）；所述前挡板（7）和后挡板（8）均是由若干条上下间隔、水平固定在中间通

径段内腔壁上的条状密封板构成，且前挡板（7）和后挡板（8）以上下交错方式封堵和连接在

相邻抽屉的两侧；所述抽屉（9）的底板为布满透气孔的网状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UV高效光解联合活性炭除臭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

喷头（4）的喷嘴正对过滤网（3）、背对低压汞灯（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UV高效光解联合活性炭除臭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低压

汞灯（5）是与外部电源相连通的双波段低压紫外灯，均布在清洗喷头（4）与前挡板（7）之间

的中间通径段（1-2）内腔段，超声加湿雾化喷头（6）布置在低压汞灯（5）上方的中间通径段

内腔顶壁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UV高效光解联合活性炭除臭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

喷头（4）和超声加湿雾化喷头（6）与外部水管相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UV高效光解联合活性炭除臭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温湿度检测仪（2）、清洗喷头（4）、低压汞灯（5）、超声加湿雾化喷头（6）均通过电连

接方式与外部控制系统相连。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UV高效光解联合活性炭除臭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

（1）的内径大于进气管（10）的内径和出气管（11）的内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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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UV高效光解联合活性炭除臭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气体净化技术领域，更具体讲是一种UV高效光解联合活性炭除臭

设备，主要用于对气体输送管道中的恶臭气体进行净化处理。

背景技术

[0002] 在垃圾处理站、污泥干化车间、污水处理厂、日化品厂等场所经常产生恶臭气体，

这些恶臭气体含有特有基团的有机物或无机物，不仅味道刺鼻使人产生不舒服的感觉，更

重要的是会污染周围环境和影响附近居民的身体健康。因此关于恶臭气体的处理近些年一

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目前，常见的除臭技术有吸附法、光催化法、化学吸收法、生物除臭

法、热力氧化法、催化氧化法等，对应的除臭设备基本上都存在着结构复杂、体积大、占地

多、成本高、维护麻烦等缺点。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正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中所存在的不足之处而提供的一种UV

高效光解联合活性炭除臭设备。本实用新型通过集成化设计、并利用UV光解氧化和活性炭

吸附的联合作用，能够对恶臭气体进行高效除臭和自动化除臭，具有结构简单、使用方便、

除臭效率高、除臭效果好、成本低、体积小、占地少、便于维护的优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可通过下述技术措施来实现：

[0005]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UV高效光解联合活性炭除臭设备包括连接在进气管和出气管

之间、由位于两端的变径段和中间通径段组合成的壳体（除臭的场所），感应端插嵌在进气

管内腔中的温湿度检测仪（在线检测气体的相对湿度），沿气体流向依次布置在所述中间通

径段内腔中的过滤网（过滤恶臭气体中携带的颗粒杂质）、清洗喷头（自动清洗过滤网，省去

了传统人工清洗和更换滤网的操作）、若干组低压汞灯（进行光解除臭）、超声加湿雾化喷头

（自动调节和维持恶臭气体在光解区域的气体湿度在50%-85%之间，进而提高光解除臭效

率）、前挡板、后挡板（改变气流方向）、以间隔方式上下分层嵌装在前挡板和后挡板之间且

内装蜂窝活性炭的若干个抽屉（蜂窝活性炭放置在可以灵活抽拉的抽屉里，便于蜂窝活性

炭的快速更换和填装；未被UV光解氧化的恶臭气体经过蜂窝活性炭的吸附而被净化，提高

除臭效率、保证除臭效果）；所述前挡板和后挡板均是由若干条上下间隔、水平固定在中间

通径段内腔壁上的条状密封板构成，且前挡板和后挡板以上下交错方式封堵和连接在相邻

抽屉的两侧（恶臭气流遇到前挡板或后挡板改变了气流方向，减小了气流速度，便于被蜂窝

活性炭充分吸附）；所述抽屉的底板为布满透气孔的网状板（恶臭气体改变为竖直流向后，

向上或向下流动经布满透气孔的抽屉底板接触到放置在抽屉中的蜂窝活性炭，恶臭气体中

的有机物或无机物就被蜂窝活性炭所吸附，这样就高效地消除了气体中的臭味）。

[0006]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清洗喷头的喷嘴正对过滤网、背对低压汞灯（清洗喷头能够根

据需要对过滤网及时进行自动清洗，省去了传统人工清洗和更换滤网的操作，使用方便、减

少人工成本、自动化程度高。喷嘴正对过滤网、背对低压汞灯，既可以避免杂质进入壳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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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腔中，又避免清洗喷头喷出的水分影响低压汞灯光解区的相对湿度）。

[0007]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低压汞灯是与外部电源相连通的双波段低压汞灯，均布在清洗

喷头与前挡板之间的中间通径段内腔段（恶臭气体经过低压汞灯布置区域时进行UV光解氧

化，可以降解一部分恶臭气体，即恶臭气体中的部分有机物或无机物分解为无害的无机小

分子）；超声加湿雾化喷头布置在低压汞灯上方的中间通径段内腔顶壁上（超声加湿雾化喷

头根据接受到的由外部控制系统发出的控制信号进行开启或关闭，自动调节并维持恶臭气

体在光解区域的气体湿度在50%-85%之间，进而提高光解除臭效率）。

[0008]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清洗喷头和超声加湿雾化喷头与外部水管相连通（供给水源）。

[0009]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温湿度检测仪、清洗喷头、低压汞灯、超声加湿雾化喷头均通过

电连接方式与外部控制系统相连（实现除臭各环节的自动调控）。

[0010]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壳体的内径大于进气管的内径和出气管的内径（大内径的壳体

内腔提供了较大的除臭场所）。

[0011] 本实用新型的设计原理如下：

[0012] 本实用新型通过集成化设计、并利用UV光解氧化和活性炭吸附的联合作用，能够

对恶臭气体进行高效除臭和自动化除臭，具有结构简单、使用方便、除臭效率高、除臭效果

好、成本低、体积小、占地少、便于维护的优点。

[0013] 更具体讲，从进气管进入到壳体内腔的恶臭气体，先经过滤网过滤掉气体中携带

的颗粒杂质；然后恶臭气体经过低压汞灯布置区域进行UV光解氧化，可以降解一部分恶臭

气体，即恶臭气体中的部分有机物或无机物分解为无害的无机小分子；光解氧化后的气体

继续后移，从上下间隔布置的两块相邻前挡板间隙中进入抽屉排布区，水平气流被后挡板

阻断后改变为竖直上下流动，这样气流竖直经布满透气孔的抽屉底板接触到放置在抽屉中

的蜂窝活性炭，未被UV光解氧化的恶臭气体经过蜂窝活性炭的吸附而被净化，大大提高了

除臭效率，同时也保证了除臭效果。因此与传统结构复杂、体积大的除臭设备相比，本实用

新型具有结构简单、使用方便、除臭效率高、除臭效果好、成本低、体积小、占地少的优点。

[0014] 同时，经研究发现：利用UV光解除臭的效率与气体湿度有直接关系，合适的气体相

对湿度是光解除臭效率的保证，因此本实用新型在进气管段插嵌有温湿度检测仪来在线检

测气体的相对湿度，温湿度检测仪将相对湿度值传给外部控制系统，外部控制系统根据需

要发出控制信号给设置在低压汞灯光解区域的超声加湿雾化喷头，这样可以自动调节恶臭

气体在光解区域的气体湿度维持在50%-85%之间，进而提高光解除臭效率。而且超声加湿雾

化喷头喷出的水是雾状小液滴，既保证加湿效果的同时，又减少用水量。同时与外部控制系

统电连接的还有喷嘴正对过滤网的洗喷头，能够根据需要对过滤网及时进行自动清洗，省

去了传统人工清洗和更换滤网的操作，使用方便、减少人工成本、自动化程度高。此外，蜂窝

活性炭放置在可以灵活抽拉的抽屉里，便于蜂窝活性炭的快速更换和填装，操作简单方便。

而且恶臭气流在吸附区域经前挡板或后挡板改变气流方向，减小了气流速度，便于被蜂窝

活性炭充分吸收。因此与传统除臭设备相比，本实用新型还具有自动化程度高、使用方便、

便于维护的优点。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技术效果如下：

[0016] 本实用新型通过集成化设计、并利用UV光解氧化和活性炭吸附的联合作用，能够

对恶臭气体进行高效除臭和自动化除臭，具有结构简单、使用方便、除臭效率高、除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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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成本低、体积小、占地少、便于维护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序号说明：1、壳体，1-1、变径段，1-2、中间通径段，2、温湿度检测仪，3、过滤

网，4、清洗喷头，5、低压汞灯，6、超声加湿雾化喷头，7、前挡板，8、后挡板，9、抽屉；10、进气

管，11、出气管，12、蜂窝活性炭。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本实用新型以下将结合附图来作进一步描述：

[0020]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UV高效光解联合活性炭除臭设备包括连接在进气

管10和出气管11之间、由位于两端的变径段1-1和中间通径段1-2组合成的壳体1（除臭的场

所），感应端插嵌在进气管10内腔中的温湿度检测仪2（在线检测气体的相对湿度），沿气体

流向依次布置在所述中间通径段1-2内腔中的过滤网3（过滤恶臭气体中携带的颗粒杂质）、

清洗喷头4（自动清洗过滤网3，省去了传统人工清洗和更换滤网的操作）、若干组低压汞灯5

（进行光解除臭）、超声加湿雾化喷头6（自动调节和维持恶臭气体在光解区域的气体湿度在

50%-85%之间，进而提高光解除臭效率）、前挡板7、后挡板8（改变气流方向）、以间隔方式上

下分层嵌装在前挡板和后挡板之间且内装蜂窝活性炭12的若干个抽屉9（蜂窝活性炭12放

置在可以灵活抽拉的抽屉9里，便于蜂窝活性炭12的快速更换和填装；未被UV光解氧化的恶

臭气体经过蜂窝活性炭12的吸附而被净化，提高除臭效率、保证除臭效果）；所述前挡板7和

后挡板8均是由若干条上下间隔、水平固定在中间通径段内腔壁上的条状密封板构成，且前

挡板7和后挡板8以上下交错方式封堵和连接在相邻抽屉的两侧（恶臭气流遇到前挡板7或

后挡板8改变了气流方向，减小了气流速度，便于被蜂窝活性炭12充分吸附）；所述抽屉9的

底板为布满透气孔的网状板（恶臭气体改变为竖直流向后，向上或向下流动经布满透气孔

的抽屉底板接触到放置在抽屉9中的蜂窝活性炭12，恶臭气体中的有机物或无机物就被蜂

窝活性炭所吸附，这样就高效地消除了气体中的臭味）。

[0021]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清洗喷头4的喷嘴正对过滤网3、背对低压汞灯5（清洗喷头4能

够根据需要对过滤网3及时进行自动清洗，省去了传统人工清洗和更换滤网的操作，使用方

便、减少人工成本、自动化程度高。喷嘴正对过滤网3、背对低压汞灯5，既可以避免杂质进入

壳体1的内腔中，又避免清洗喷头4喷出的水分影响低压汞灯5光解区的相对湿度）。

[0022]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低压汞灯5是与外部电源相连通的双波段低压汞灯，均布在清

洗喷头4与前挡板7之间的中间通径段1-2内腔段（恶臭气体经过低压汞灯5布置区域时进行

UV光解氧化，可以降解一部分恶臭气体，即恶臭气体中的部分有机物或无机物分解为无害

的无机小分子）；超声加湿雾化喷头6布置在低压汞灯5上方的中间通径段内腔顶壁上（超声

加湿雾化喷头6根据接受到的由外部控制系统发出的控制信号进行开启或关闭，自动调节

并维持恶臭气体在光解区域的气体湿度在50%-85%之间，进而提高光解除臭效率）。

[0023]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清洗喷头4和超声加湿雾化喷头6与外部水管相连通（供给水

源）。

[0024]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温湿度检测仪2、清洗喷头4、低压汞灯5、超声加湿雾化喷头6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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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连接方式与外部控制系统相连（实现除臭各环节的自动调控）。

[0025]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壳体1的内径大于进气管10的内径和出气管11的内径（大内径

的壳体内腔提供了较大的除臭场所）。

[0026] 本实用新型的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0027] 首先，将本实用新型内部的零部件按照上述结构描述组装到位。然后，将本实用新

型两端的变径段1-1分别与进气管10和出气管11的对接端口相连接，保证过滤网3所在端与

进气管10相连接。接着，将温湿度检测仪2的感应端插嵌在进气管10内腔中，并将温湿度检

测仪2、清洗喷头4、低压汞灯5、超声加湿雾化喷头6均与外部控制系统电连接；同时，将低压

汞灯5与外部电源相连通，将清洗喷头4和超声加湿雾化喷头6与外部水管相连通。随后，开

启进气管10中的阀门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即恶臭气体从进气管10进入壳体1，先经过滤网3

过滤掉气体中携带的颗粒杂质；然后恶臭气体经过低压汞灯5布置区域进行UV光解氧化，可

以降解一部分恶臭气体，即恶臭气体中的部分有机物或无机物分解为无害的无机小分子；

接着光解氧化后的气体继续后移，从上下间隔布置的两块相邻前挡板7间隙中进入抽屉排

布区，水平气流被后挡板8阻断后改变为竖直上下流动，这样气流竖直经布满透气孔的抽屉

底板接触到放置在抽屉9中的蜂窝活性炭12，未被UV光解氧化的恶臭气体经过蜂窝活性炭

的吸附而被净化，大大提高了除臭效率，同时也保证了除臭效果。同时，插嵌有温湿度检测

仪2实时在线检测气体的相对湿度，温湿度检测仪2将相对湿度值传给外部控制系统，外部

控制系统根据需要发出控制信号给位于低压汞灯5光解区域的超声加湿雾化喷头6，这样可

以自动调节恶臭气体在光解区域的气体湿度维持在50%-85%之间，进而提高光解除臭效率。

工作一段时间后，外部控制系统控制洗喷头4工作，正对过滤网3的喷嘴喷出的高速水柱冲

击清洗过滤网3，将滤网上的颗粒杂质冲击到进气管中汇入杂质通道排出。当除臭一段时间

后，拉开抽屉9重新更换上新的蜂窝活性炭12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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