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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市政污水处理厂产生的

恶臭气体的处理工艺，包括：收集恶臭气体，进行

过滤预处理；通入光钛催化装置内进行光催化处

理；将光钛催化处理后的气体通入催化净化塔中

催化淋洗，再进行排放。本发明采用光催化和淋

洗结合的方式，并在光钛催化装置内将光触媒网

罩于紫外灯管外周形成一个光钛催化模块，使进

入罩体内部的恶臭气体与光触媒网内壁充分接

触，延长光催化时间和路径；并通过交替设置光

钛催化模块使装置内部形成特定的气流通道，同

样延长了光催化的时间以及气体流动的路程，增

强了装置的除臭和杀菌能力强，提高了恶臭气体

中的硫化氢、氨气、挥发性有机物和臭气浓度的

去除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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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市政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恶臭气体的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收集恶臭气体，将恶臭气体通入过滤装置中进行过滤预处理；

（2）过滤预处理后的恶臭气体通入光钛催化装置内进行光钛催化处理；所述光钛催化

装置包括箱体，所述箱体的一端设有进气口，另一端设有出气口，内腔中设有光钛催化模

块，所述光钛催化模块交错布置在箱体的两个相对内壁上，光钛催化模块包括紫外灯组件

和包围在紫外灯组件外周的罩体，所述罩体由若干表面附着纳米二氧化钛的光触媒网组装

而成；所述箱体的内腔中还设有交错布置在箱体两个相对内壁上的气流导向板；每个光钛

催化模块的两侧均设置有气流导向板，且沿气流的行进方向，位于所述光钛催化模块上流

的气流导向板均与光钛催化模块异侧固定；

所述紫外灯组件包括若干根纵向平行排列的紫外灯管以及固定紫外灯管的面板；所述

罩体固定于面板上，面板与箱体可拆卸连接；

所述箱体内壁上与所述面板相对的位置处设有一对连接板，连接板的一端固定在箱体

内壁上，另一端向两连接板之间翻折，形成与面板固定的固定面；

所述罩体包括若干块光触媒网以及用于放置和固定光触媒网的固定框架；固定框架固

定于所述面板上；

恶臭气体通过光钛催化装置进气口时的流速为8~10  m/s，光钛催化装置内气体的反应

时间为5~7  s；

（3）将光钛催化处理后的气体通入催化净化塔中催化淋洗，再进行排放；所述光钛催化

装置和催化净化装置之间设有风机。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沿气流行进方向，所述过滤

装置内依次设有颗粒活性碳滤网和脱臭透析膜片。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的内壁上还设有开拉门，开拉

门位于连接板之间。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催化净化塔的底部设有进气口，顶

部设有出气口；所述催化净化塔的内腔中由下至上依次设有多级催化填料层、喷淋层、除雾

层和尾气催化填料层。

5.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控制光钛催化装置的总风

量为4000~4800  m
3/h，总功率为10~12  KW。

6.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催化净化塔的喷淋密

度为18~22  m
3/m2·h，恶臭气体的停留时间为5~8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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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市政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恶臭气体的处理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恶臭气体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市政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恶臭气

体的处理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恶臭气体是指一切刺激嗅觉器官并引起人们不愉快嗅觉及损害生活环境的气体

物质；按其组成可分成5类：①含硫化合物，如H2S、二氧化硫SO2、硫醇、硫醚等；②含氮化合

物，如氨气、胺类、酰胺、吲哚等；③卤素及衍生物，如氯气、卤代烃等；④烃类及芳香烃；⑤含

氧有机物；如醇、酚、醛、酮、有机酸等。

[0003] 目前，国内外治理恶臭气体的方法主要有：1、直接燃烧法；2、催化氧化法；3、臭氧

氧化法；4、活性碳吸附法；5、药液喷淋法；6、生物除臭法；7、光氧化法；8、低温等离子法等。

[0004] 公开号为CN102861507A的发明专利申请公开了一种含氨硫恶臭气体除臭净化方

法及设备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①脱氨；②油气分离；③除硫。该设备包括脱氨系统、油气分

离系统和除硫系统；脱氨系统包括引气管、除氨水罐、第一循环泵、第二循环泵、第一射流泵

和第二射流泵；油气分离系统包括油气分离罐；除硫系统包括第一级旋流吸收塔、第二级旋

流吸收塔、吸收剂储罐、第三循环泵、第四循环泵、第三射流泵和第四射流泵。

[0005] 公开号为CN106512692A的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光氧联合双液双喷淋洗涤除臭反

应器及其应用方法，该发明通过设置光氧催化前处理器、喷淋装置、两个不同的填料段的方

式，在一号填料段的侧方设置45度导气弯头，在45度导气弯头的内部设置有光氧催化前处

理器，减少了化学除臭药剂的使用量和处理难度，节约运行成本，减小了化学洗涤塔的设计

停留时间，彻底解决臭氧二次污染问题，无需增加尾气处理装置，提高了处理效果的保障

率。

[0006] 公开号为CN206262364U的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废气光解除臭净化系统，该系统包

括智能监控装置、净化室、连接于净化室进气口的集气器、连接于净化室出气口的风机，其

中，所述净化室内设置有若干UV灯管，所述集气器上由外至内依次设置有HEPA高效过滤网

与进气均流网；所述智能监控装置包括PLC控制器、报警器、设置于净化室进气口处的第一

气体在线监测反馈模块、及设置于净化室出气口处的第二气体在线监测反馈模块，该报警

器、第一气体在线监测反馈模块与第二气体在线监测反馈模块分别电连接至PLC控制器。

[0007] 虽然，上述系统和方法可用于除臭、杀菌以及去除恶臭污染物；但是，上述系统和

方法仍存在除臭和杀菌能力有限，光催化降解效果有待提高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8] 一种市政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恶臭气体的处理工艺，该处理工艺可有效实现恶臭气

体的除臭和杀菌，对于恶臭气体中的硫化氢、氨气、挥发性有机物(VOCs)和臭气浓度均具有

较高的去除效率。

[0009] 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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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一种市政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恶臭气体的处理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11] (1)收集恶臭气体，将恶臭气体通入过滤装置中进行过滤预处理；

[0012] (2)过滤预处理后的恶臭气体通入光钛催化装置内进行光钛催化处理；所述光钛

催化装置包括箱体，所述箱体的一端设有进气口，另一端设有出气口，内腔中设有光钛催化

模块，所述光钛催化模块交错布置在箱体的两个相对内壁上，光钛催化模块包括紫外灯组

件和包围在紫外灯组件外周的罩体，所述罩体由若干表面附着纳米二氧化钛的光触媒网组

装而成；所述箱体的内腔中还设有交错布置在箱体两个相对内壁上的气流导向板；每个光

钛催化模块的两侧均设置有气流导向板，且沿气流的行进方向，位于所述光钛催化模块上

流的气流导向板均与光钛催化模块异侧固定；

[0013] 恶臭气体通过光钛催化装置进气口时的流速为8～10m/s，光钛催化装置内气体的

反应时间为5～7s；

[0014] (3)将光催化处理后的气体通入催化净化塔中催化淋洗，再进行排放。

[0015] 所述的内壁是指箱体中与进气口和出气口相异的其他侧壁。

[0016] 步骤(2)中采用的光钛催化装置将光触媒网组装成罩体形式包围在紫外灯外周可

有效提高紫外线的辐射有效区；与此同时，进入到罩体内部的恶臭气体能够在罩体内与光

触媒网内壁充分接触，延长恶臭气体在每个光钛催化模块内部的流动时间和流动路径。将

光钛催化模块交错布置同样也能够降低气体移动速度，延长光催化处理时间，进一步提高

光催化降解效果，进而提高硫化氢、氨气、挥发性有机物(VOCs)和臭气浓度的去除效率。

[0017] 与此同时，交错布置的气流导向板以及光钛催化模块能够使箱体内腔中形成特定

的气流通道；气流从进气口进入后受到气流导向板的阻碍会集中向该气流导向板下游的光

钛催化模块流动，使大量的气体向光钛催化模块中光触媒网的网孔聚集，当气体穿过网孔

时，流道收缩，有利于气体中大分子恶臭物质之间的碰撞，而在通过网孔后，流道扩大，促进

了气体的紊动，有利于恶臭气体与罩体内壁上形成的自由基更充分地接触，从而提高光催

化降解效果。

[0018] 作为优选，所述紫外灯组件包括若干根纵向平行排列的紫外灯管以及固定紫外灯

管的面板；所述罩体固定于面板上，面板与箱体可拆卸连接。将罩体固定于面板上可形成一

体式的光钛催化模块，并能够从箱体中取出，便于模块的统一更换。当然，罩体与面板之间

也可设置成可拆卸式，便于模块内各部件的更换和维修。

[0019] 作为优选，箱体内壁上与所述面板相对的位置处，设有一对连接板，连接板的一端

固定在箱体内壁上，另一端向两连接板之间翻折，形成与面板固定的固定面。

[0020] 所述固定面与面板通过螺栓连接。通过连接板的设置可将光钛催化模块固定于箱

体内壁上，当需要取出光钛催化模块时，只需松开螺栓即可取出。

[0021] 作为优选，所述箱体的内壁上还设有开拉门，开拉门位于连接板之间；便于光钛催

化模块的放置和取出。

[0022] 与所述光钛催化模块相对应的箱体壁上均开有拉门，通过开拉门以及光钛催化模

块的合理结构设计，使得箱体内的光钛催化模块更方便的拆卸和安装。

[0023] 作为优选，所述面板上还设有用于控制紫外灯管的控制器。所述紫外灯管可以分

为185nm特征波长的紫外线灯管和254nm特征波长的紫外线灯管，且两者交替放置。254nm特

征波长的紫外线本身就可以直接杀灭恶臭气体中的细菌和病毒；而185nm特征波长的紫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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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可使氧气分子分解，产生臭氧，进而杀死病毒和细菌；再配合光催化机制，能够有效降解

恶臭气体中的有害物质以及杀灭细菌和病毒。

[0024] 作为优选，所述罩体包括若干块光触媒网以及用于放置和固定光触媒网的固定框

架；固定框架固定于所述面板上。

[0025] 作为优选，所述光触媒网为铝基蜂窝光触媒网。

[0026] 作为优选，所述催化净化装置的底部设有进风口，顶部设有出风口；所述催化净化

装置的内腔中由下至上依次设有多级催化填料层、喷淋层、除雾层和尾气催化填料层。

[0027] 进一步地，所述催化填料层至少为两级；可有效提高恶臭气体的均布、催化、净化

效果，减缓气体流动速度，增加气液接触面积，增加催化反应时间，显著提高催化净化降解

效果。

[0028] 作为优选，所述光钛催化装置和催化净化装置之间设有风机；使集气装置、光钛催

化装置处于负压状态，保证恶臭气体不外泄挥发；当经过光钛催化净化装置时，恶臭气体不

外泄避免造成恶臭腐蚀性气体对光钛催化装置电气等设备的侵害；显著提高装置使用寿命

和使用安全性；经光钛催化装置处理后的恶臭气体经静音防腐风机增压后，进入催化净化

装置，以正压方式使恶臭气体由催化净化装置底部进入逆流而上经过催化净化装置内腔的

各层段，显著提高光钛催化净化除臭系统使用寿命和降解效果。

[0029] 作为优选，步骤(2)中，控制光钛催化装置的总风量为4000～4800m3/h，总功率为

10～12KW。

[0030] 作为优选，步骤(3)中，所述洗涤塔的喷淋密度为18～22m3/m2·h，恶臭气体的停留

时间为5～8s。

[003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2] (1)本发明采用光钛催化和催化淋洗结合的方式，并设计了光催化效果更佳的光

钛催化装置来与洗涤塔进行组合，有效提高了恶臭气体的处理效果，尤其是在提高硫化氢、

氨气、挥发性有机物(VOCs)和臭气浓度去除效率上的效果极为显著。

[0033] (2)本发明处理工艺中采用的光钛催化装置内将光触媒网罩于紫外灯管外周形成

一个光钛催化模块，使进入罩体内部的恶臭气体与光触媒网内壁充分接触，延长光催化时

间和路径；并通过交替设置光钛催化模块使装置内部形成特定的气流通道，同样延长了光

催化的时间以及气体流动的路程，增强了装置的除臭和杀菌能力强，显著提高了恶臭气体

的处理效果，尤其是提高了恶臭气体中的硫化氢、氨气、挥发性有机物(VOCs)和臭气浓度的

去除效率。

附图说明

[0034] 图1为本发明市政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恶臭气体处理工艺的工艺流程。

[0035] 图2为用于处理市政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恶臭气体的处理系统结构示意图。

[0036] 图3为图1所示系统中光钛催化装置俯视图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4为图1所示系统中光钛催化装置后视图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5为图1所示系统中光钛催化装置内光钛催化模块俯视图的结构示意图。

[0039] 图6为图1所示系统中光钛催化装置内光钛催化模块左视图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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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中所采用的

材料均为市售产品，可从市面上购买获得。

[0041] 本发明提供的市政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恶臭气体的处理工艺通过以下处理系统来

实现，具体结构如下：

[0042] 如图2所示，一种用于处理市政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恶臭气体的处理系统，该系统由

集气装置1、过滤装置2、光钛催化装置3、洗涤塔4和排放装置5组成。

[0043] 其中，集气装置1由集气管道11和集气罩12组成；集气管道的一端与集气罩连通，

另一端与光钛催化装置2连通。

[0044] 过滤装置2用于对进入集气管路的恶臭气体进行过滤预处理，去除大分子物质和

粉尘等。过滤装置2设置于集气装置1和光钛催化装置3连接的管道上。沿气流行进方向，所

述过滤装置内依次设有颗粒活性碳滤网和脱臭透析膜片。颗粒活性碳滤网的基材为聚氨酯

泡棉，活性碳为煤质颗粒活性碳，颗粒活性碳滤网的厚度为15mm，外周设置有不锈钢边框，

不锈钢边框可拆卸的固定在过滤装置的壳体内壁上；脱臭透析膜片内包裹有除臭味粒子，

可捕捉恶臭气体中的臭味气体分子，例如：小分子有机物(酯类、醇类、芳烃类等)等，降低臭

气浓度。

[0045] 如图3所示，光钛催化装置3，包括内部中空的长方体型不锈钢箱体，箱体31的一侧

设有进气口32，与进气口32相对的另一侧设有出气口33；箱体底部设有多个支撑脚。进气口

32通过法兰或其他连接装置与集气管道11连接。在进气口32和出气口33处，分别安装有气

体流速监测仪，用于控制进出气体的流速。

[0046] 如图3和4所示，箱体31的内腔中设有四组光钛催化模块34，分别交错布置在箱体

的与进出气口相异的两个相对内壁上；每个光钛催化模块都由紫外灯组件和罩于紫外灯管

外周的罩体35组成。

[0047] 其中，如图3～6所示，每个光钛催化模块内的紫外灯组件都由十根纵向平行排列

的紫外灯管36和一块与紫外灯管垂直且用于固定紫外灯管的面板37组成，面板37上开有供

紫外灯管底部插入和固定的固定孔，紫外灯管安装于面板正面，而面板的反面固定安装有

紫外灯管的控制器38，每个灯管由一个独立的控制器控制；控制器38垂直排列成两排。紫外

灯管的与面板相对的一侧还设有支撑每个紫外灯管的支架。十根紫外灯管分为两种，分别

是185nm特征波长的紫外线灯管和254nm特征波长的紫外线灯管；两种灯管交替放置。

[0048] 而每个光钛催化模块内的罩体35均为缺少一个侧面的长方体型网罩；其由表面附

着纳米二氧化钛的铝基蜂窝光触媒网39以及包裹光触媒网外边缘并将光触媒网固定到面

板上的固定框架310组成。其中，一个光钛催化模块内的光触媒网共十一块，与紫外灯管平

行的两个侧面分别固定有四块，固定框架的这两个侧面呈田字形，其余侧面均为一块完整

的铝基蜂窝光触媒网。

[0049] 罩体35的外边缘可直接焊接在面板正面，实现罩体与面板的固定，形成一体式的

光钛催化模块；当然，面板上也可设置插槽，供罩体插入。在箱体内壁与面板相对的位置处，

箱体内壁上设有一对与内壁和面板均垂直的连接板311；连接板311的一端固定在箱体内壁

上，另一端向两连接板之间翻折，形成与面板紧密贴合的固定面，固定面通过螺栓与面板固

定。此外，箱体的内壁上还设有开拉门312，开拉门312位于连接板311之间；而面板反面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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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下部均设有把手。与每个光钛催化模块相对应之处均设有开拉门和连接板311。

[0050] 如图2和3所示，箱体的内腔中还设有交错布置在箱体两个相对内壁上的气流导向

板313；沿气流的行进方向，相邻两块气流导向板之间均设有一个光钛催化模块34且该模块

与两块气流导向板313(如1图所示，分为上游气流导向板和下游气流导向板)中的下游气流

导向板同侧固定。该气流导向板为不锈钢板。

[0051] 洗涤塔4的底部设有与光钛催化装置出气口连通的进风口41，顶部设有出风口42，

出风口42与排放装置5连通。

[0052] 该洗涤塔为圆柱形塔体，由聚丙烯或碳钢制成，塔内由下至上依次设有一级催化

填料层43、二级催化填料层44、喷淋层45、除雾层46和尾气催化填料层47；其中，喷淋层45包

括脱硫喷嘴以及通过耐腐蚀管线和两台耐腐蚀循环泵与脱硫喷嘴的耐腐蚀水箱，耐腐蚀管

线上还设有过滤器、电动阀、手动阀组、逆止阀、流量计、压力表、水力空化器等，并通过自动

控制系统进行控制，可根据催化净化要求调节流量大小，根据pH值得变化自动换水调节酸

碱平衡，显著提高净化效果。

[0053] 在光钛催化装置3和催化净化装置4之间还设有静音防腐玻璃钢风机6；所述静音

防腐玻璃钢风机6采用侧吸式离心风机，以卧式安装，与电机置于同一机座，轴与壳体贯通

处，密封严密，不泄漏气体，风机设置防振垫，隔振效率≥80％；风机的进出口设有补偿器。

风管采用304不锈钢或玻璃钢制作，风管密封严密，连通整个光钛催化净化除臭系统，使恶

臭气有组织有次序经过每道处理工艺。

[0054] 排放装置5由排气管构成，排气管出风口处可设置出风锥帽。

[0055] 实施例1

[0056] 本实施例采用上述处理系统对某市城市污水泵站产生的恶臭气体进行处理，处理

前调查该污水泵站工作期间H2S浓度为0.235～0.254mg/m3，NH3浓度为0.413～0.753mg/m3，

臭气浓度为1456～3564OU/m3，挥发性有机物中甲硫醇的浓度为0.057～0.096mg/m3。本实施

例所提供的浓度是指污水泵站内的恶臭气体平均浓度范围，去除率也指平均去除效率。

[0057] 具体处理工艺如下：

[0058] (1)利用集气装置收集污水泵站产生的恶臭气体，控制集气装置内的集气管风速

为8m/s；恶臭气体通过管路进入过滤装置内，依次经颗粒活性碳滤网和脱臭透析膜片进行

过滤预处理；

[0059] (2)过滤预处理后的恶臭气体进入光钛催化装置内进行光催化处理，控制光钛催

化装置的总风量为4500m3/h，总功率为11.5KW，在恶臭气体通过光钛催化装置进气口时的

流速为8m/s，气体在光钛催化装置内的反应时间为6s；在恶臭气体未进入光钛催化装置前，

先开启光钛催化装置内254nm特征波长的紫外灯管杀菌10s，再在通入恶臭气体时，同时开

启254nm特征波长的紫外灯管和185nm特征波长的紫外灯管进行光催化反应；

[0060] 测定出气口处气体各指标的浓度并计算去除率，H2S的去除率为75.9％，NH3的去除

率为69.3％，臭气浓度的去除率为88.3％，甲硫醇的去除率为56.3％。

[0061] (3)光钛催化反应后的恶臭气体经静音防腐玻璃钢风机送至催化净化塔底部的进

风口处，由下至上依次经过一级催化填料层、二级催化填料层、喷淋层，除雾层和尾气催化

填料层后，从出风口排出，并通过排放装置排放至外界环境中；

[0062] 其中，洗涤塔采用水作为喷淋液，喷淋密度为20m3/m2·h，一级催化填料层和二级

说　明　书 5/6 页

7

CN 108554021 B

7



催化填料层均采用催化型活性炭颗粒，控制恶臭气体在洗涤塔内的停留时间为6s。

[0063] 处理后，测定排放装置出口处气体的各指标浓度并计算去除率，H2S的去除率为

95.1％，NH3的去除率为93.2％，臭气浓度的去除率为97.5％，甲硫醇的去除率为89.3％。

[0064] 对比例1

[0065] 本对比例除不进行步骤(2)外，其余工艺步骤与实施例1相同，处理的恶臭气体来

源也与实施例1相同。

[0066] 最终，处理后测定排放装置出口处气体的各指标浓度并计算去除率，H2S的去除率

为68.3％，NH3的去除率为71.2％，臭气浓度的去除率为35.5％，甲硫醇的去除率为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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