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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工业废气处理的环

保加工池，包括箱体，所述箱体内自下而上设有

进气装置、扩气装置、润湿装置及过滤装置，所述

过滤装置包括过滤件安装座、设于所述箱体内壁

右侧的限位套及设于所述箱体前后两侧内壁上

的滚轮，所述过滤件安装座与所述箱体可拆卸配

合，所述过滤件安装座一端设有拉杆组件；本发

明废气处理效果好，能对废气做到较好的净化处

理；在更换过滤件时方便拆装，易于更换过滤件，

操作简单，不易造成设备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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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工业废气处理的环保加工池，包括箱体（1），所述箱体（1）内自下而上设有

进气装置、扩气装置、润湿装置及过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装置包括过滤件安装座

（21）、设于所述箱体（1）内壁右侧的限位套（22）及设于所述箱体（1）前后两侧内壁上的滚轮

（23），所述过滤件安装座（21）与所述箱体（1）可拆卸配合，所述过滤件安装座（21）一端设有

拉杆组件；所述过滤件安装座（21）上设有凸块组件（211），所述凸块组件（211）分两组对称

设置于所述过滤件安装座（21）左端；所述凸块组件（211）包括设于所述过滤件安装座（21）

内的空腔座（2111）、设于所述空腔座（2111）内的弹簧（2112）及设于所述弹簧（2112）上端的

凸块（2113），所述凸块（2113）为弹性材料制成，所述空腔座（2111）底部设有一通孔，所述空

腔座（2111）下方还设有空腔室（219）；所述过滤件安装座（21）内分别设有纤维PP棉滤芯

（213）、颗粒活性炭滤芯（214）、压缩活性炭滤芯（215）、中空纤维超滤膜（216）及抑菌活性炭

滤芯（217）；纤维PP棉滤芯（213）、颗粒活性炭滤芯（214）、压缩活性炭滤芯（215）、中空纤维

超滤膜（216）及抑菌活性炭滤芯（217）自下而上排列；所述润湿装置包括设于所述箱体（1）

底部的循环水池（31）、设于所述循环水池（31）内的水管（34）、设于所述水管（34）上的水泵

（32）和上升泵（33）及设于所述水管（34）一端的螺纹喷淋管（3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工业废气处理的环保加工池，其特征在于：所述拉杆

组件包括穿设于所述过滤件安装座（21）上的拉杆（212）、套设于所述拉杆（212）上的复位弹

簧（2121）及设于所述复位弹簧（2121）一端的限位块（2122）。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工业废气处理的环保加工池，其特征在于：所述拉杆

（212）一端设于所述过滤件安装座（21）外侧，另一端设于所述空腔室（219）内，所述凸块

（2113）底部通过一连接绳（21131）与所述拉杆（212）固连。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工业废气处理的环保加工池，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气

装置包括进气管（51）、与所述进气管（51）相接的进气环（53）、设于所述进气环（53）上的曝

气孔（531）及设于所述进气管（51）上的气泵（52）。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工业废气处理的环保加工池，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气

管（51）上设有单向阀装置（511）。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用于工业废气处理的环保加工池，其特征在于：所述单向

阀装置（511）包括设于所述进气管（51）内壁上的挡流块（5111）和固定板（5114）、固接于所

述固定板（5114）上的挡流弹簧（5113）及设于所述挡流弹簧（5113）一端的限位球（5112）。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工业废气处理的环保加工池，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

球（5112）为弹性材料制成，所述固定板（5114）上设有导流孔（51141）。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工业废气处理的环保加工池，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

套（22）内设有弹性件（221），所述弹性件（221）均匀分布在所述限位套（22）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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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工业废气处理的环保加工池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废气处理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用于工业废气处理的环保加工池。

背景技术

[0002] 废气净化主要是指针对工业场所产生的工业废气诸如粉尘颗粒物、烟气烟尘、异

味气体、有毒有害气体进行治理的工作。现有市场上的废气处理设备废气处理效果不理想，

废气在设备内的处理不够完备，无法对废气做到较好的净化处理效果；在对废气处理后设

备内的过滤件更换比较繁琐，无法进行快速方便的更换，在更换过滤件时易造成设备的损

坏。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易于更换过滤件、废气净化处理效果

好的用于工业废气处理的环保加工池。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用于工业废气处理的环保加

工池，包括箱体，所述箱体内自下而上设有进气装置、扩气装置、润湿装置及过滤装置，所述

过滤装置包括过滤件安装座、设于所述箱体内壁右侧的限位套及设于所述箱体前后两侧内

壁上的滚轮，所述过滤件安装座与所述箱体可拆卸配合，所述过滤件安装座一端设有拉杆

组件；废气经过进气装置进入处理箱内，通过扩气装置使废气在箱内分布均匀，再由润湿装

置对废气进行润湿，使废气与水溶液进行充分混合，对废气进行初步处理，将废气中溶于水

的物质进行去除，再通过过滤装置对废气进行过滤，对废气进行进一步的净化，提升废气的

净化效果；过滤件安装于过滤件安装座上，通过过滤件安装座的可拆卸连接，可将过滤件安

装座从箱体内单独拆出，方便对使用后的过滤件进行更换；在过滤件安装座拆出时，滚轮对

过滤件安装座起支撑作用，防止过滤件安装座在拆出过程中丧失支撑力掉落至箱体内部，

造成设备的损坏，且能通过滚轮将滑动摩擦变为滚动摩擦，减小摩擦力，更方便将过滤件支

撑座拆出，对过滤件进行更换；通过拉杆组件方便将过滤件安装座拉出，方便操作。

[0005] 作为优选，所述所述过滤件安装座上设有凸块组件，所述凸块组件分两组对称设

置于所述过滤件安装座左端；过滤件安装座通过凸块组件实现与箱体的可拆卸配合，通过

凸块组件的设置，使过滤件安装座在与箱体配合时提升稳定性，与限位套相互配合，稳固过

滤件安装座位置，提升过滤效果。

[0006] 作为优选，所述凸块组件包括设于所述过滤件安装座内的空腔座、设于所述空腔

座内的弹簧及设于所述弹簧上端的凸块，所述凸块为弹性材料制成，所述空腔座底部设有

一通孔，所述空腔座下方还设有空腔室；当将过滤件安装座装入箱体内时，按压凸块，使凸

块压缩弹簧缩入空腔座内，从而使过滤件安装座装入箱体内，当过滤件安装座装好后凸块

在弹簧的弹力作用下伸出空腔座内，对过滤件安装座起限位作用，从而固定过滤件安装座；

凸块采用弹性材料制成，优选为橡胶，当凸块对过滤件安装座进行固定时，凸块由于受挤压

发生形变堵住箱体与过滤件安装座的缝隙，起到良好的密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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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作为优选，所述拉杆组件包括穿设于所述过滤件安装座上的拉杆、套设于所述拉

杆上的复位弹簧及设于所述复位弹簧一端的限位块；复位弹簧一端与空腔室内壁相抵，另

一端与限位块相抵，限位块起限位作用，防止拉杆拉伸过度，将拉杆拉出过滤件安装座内，

保护设备不易损坏。

[0008] 作为优选，所述拉杆一端设于所述过滤件安装座外侧，另一端设于所述空腔室内，

所述凸块底部通过一连接绳与所述拉杆固连；当对过滤件安装座进行拆出时，往外拉动处

于过滤件安装座外侧的拉杆，复位弹簧收缩，连接绳跟着拉杆往外侧运动，从而拉动凸块往

空腔座内部运动，当凸块进入空腔座内部时，凸块组件失去限位效果，过滤件安装座可被拉

出箱体内部，将过滤件安装座拉出后松开拉杆，拉杆在复位弹簧的作用下复位，凸块重新伸

出空腔座，操作简单方便。

[0009] 作为优选，所述箱体底部设有循环水池，所述进气装置包括进气管、与所述进气管

相接的进气环、设于所述进气环上的曝气孔及设于所述进气管上的气泵；进气管设于循环

水池内部，废气通过进气管进入箱体内，气泵对废气起引导作用，使废气能更好的进入到箱

体内，废气通过进气环上的曝气孔进入箱体内，使气体能够更好的进行净化处理。

[0010] 作为优选，所述进气管上设有单向阀装置；当处理箱处于不工作状态时，循环水池

内的水无法通过单向阀装置倒流进进气管内，当处理箱开始工作时，进气管处开始进气，单

向阀打开，使废气能够进入处理箱内。

[0011] 作为优选，所述单向阀装置包括设于所述进气管内壁上的挡流块和固定板、固接

于所述固定板上的挡流弹簧及设于所述挡流弹簧一端的限位球；单向阀装置处于正常状态

时，限位球与挡流块密封接触，使流体无法通过，当废气从进气管一侧进来时，废气推动限

位球，使限位球压缩挡流弹簧，挡流弹簧受力收缩，从而打开单向阀装置，使废气进入箱体

内，水流从进气管另一侧进来时，推动限位球使挡流弹簧伸长，加固限位球与挡流块之间的

密封配合，使水无法倒流。

[0012] 作为优选，所述限位球为弹性材料制成，所述固定板上设有导流孔；所述弹性材料

可为橡胶，当水流推动限位球时，限位球发生形变从而增加自身与挡流块之间的密封性，提

升单向阀装置的密封效果，废气从进气管一端进入通过单向阀装置后，可通过导流孔继续

向前运动，直至到达箱体内部完成净化处理。

[0013] 作为优选，所述限位套内设有弹性件，所述弹性件均匀分布在所述限位套内；当过

滤件安装座安装好后，过滤件安装座右端安装于限位套内，对限位套内的弹性件进行挤压，

使弹性件受力处于收缩状态；当需要对过滤件进行更换时，取出过滤件安装座，过滤件安装

座在弹性件弹力的作用下自动往外弹出，从而方便将过滤件安装座取出对过滤件进行更

换。

[0014]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废气处理效果好，能对废气做到较好的净化处理；在更换过

滤件时方便拆装，易于更换过滤件，操作简单，不易造成设备的损坏。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过滤件安装座安装完成后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过滤件安装座进行拆除更换过滤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过滤件安装座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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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图4为图2中A处放大图。

[0019] 图5为图3中B处放大图。

[0020] 图6为本发明螺旋喷气管俯视图。

[0021] 图7为本发明进气环俯视图。

[0022] 图8为本发明单向阀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3] 图9为本发明固定板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的理解本发明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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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

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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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应当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25] 如图1-9所示，一种废气处理系统，包括箱体1，所述箱体1内自下而上设有进气装

置、扩气装置、润湿装置及过滤装置，箱体1上端侧面还设有出气口11，出气口11用于排放净

化处理完成后的气体；所述过滤装置包括过滤件安装座21、设于所述箱体1内壁右侧的限位

套22及设于所述箱体1前后两侧内壁上的滚轮23，限位套22对过滤件安装座21起限位作用，

限定过滤件安装座21安装的位置，使过滤件能充分的与废气接触，起到最好的过滤效果，滚

轮23对过滤件安装座21起支撑作用，且通过滚动摩擦来代替滑动摩擦，降低了过滤件安装

座21与滚轮23之间的摩擦，过滤件安装座21的上下面设有通孔，废气可通过通孔进入过滤

件安装座21内部进行过滤，再通过通孔从过滤件安装座21内排出；所述过滤件安装座21内

分别设有纤维PP棉滤芯213、颗粒活性炭滤芯214、压缩活性炭滤芯215、中空纤维超滤膜216

及抑菌活性炭滤芯217；优选的将纤维PP棉滤芯213、颗粒活性炭滤芯214、压缩活性炭滤芯

215、中空纤维超滤膜216及抑菌活性炭滤芯217自下而上排列，废气首先通过纤维PP棉滤芯

213对废气进行一级处理，将废气中含有的在前面过程中未除去的泥沙等稍大一点颗粒物

去除，且通过纤维PP棉滤芯213对废气进行干燥作用，防止废气带水对后续的过滤起到影

响；当废气到达颗粒活性炭滤芯214时，颗粒活性炭滤芯214对废气中含有的异色异味物质

进行去除，使废气得到净化；当废气到达压缩活性炭滤芯215时，压缩活性炭滤芯215对废气

中的有毒气体和气体杂质进行进一步过滤，提升废气净化效果；当废气进入到中空限位超

滤膜216时，将废气中的大分子有机物及细菌进行过滤，进一步的改善废气净化效果；最后

通过抑菌活性炭滤芯217，对废气中的细菌做最后一步处理，确保废气净化完成，极大的提

升了废气净化的效果；所述过滤件安装座21与所述箱体1可拆卸配合，在完成废气净化处理

后方便对过滤件进行更换，使工作人员能够在箱体1外侧就能将过滤件进行替换，使用更加

方便。

[0026] 所述过滤件安装座21上设有凸块组件211，所述凸块组件211分两组对称设置于所

述过滤件安装座21左端，所述凸块组件211包括设于所述过滤件安装座21内的空腔座2111、

设于所述空腔座2111内的弹簧2112及设于所述弹簧2112上端的凸块2113，所述凸块2113为

弹性材料制成，所述弹性材料优选为橡胶，凸块2113底部为金属板件，由弹性材料制成的凸

块粘接于金属板件上，凸块2113为船帆状，凸块2113可顺着空腔座2111内壁进行上下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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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空腔座2111下方还设有空腔室219；当安装过滤件安装座21时，将凸块2113进行下压，

使凸块2113缩入空腔座2111内，将过滤板安装座21对着限位套22进行推入，过滤件安装座

21在进入箱体1内后，底面与滚轮23相接触，通过滚轮23对过滤板安装座21进行支撑和导向

作用，使过滤件安装座21更易进行安装，当过滤件安装座21进入限位套22完成安装后，凸块

2113在弹簧2112弹力的作用下复位，从空腔座2111内伸出，凸块2113抵住箱体1内表面，对

过滤件安装座21起限位作用，凸块2113在起限位作用时由于箱体1内壁与过滤件安装座21

的相互作用，使凸块2113发生形变，使凸块2113堵住箱体1与过滤件安装座21的缝隙，增加

箱体1的密封性，防止废气在未被处理的状态下泄露出箱体。

[0027] 所述过滤件安装座21左端设有拉杆组件，所述拉杆组件包括穿设于所述过滤件安

装座21上的拉杆212、套设于所述拉杆212上的复位弹簧2121及设于所述复位弹簧2121一端

的限位块2122，复位弹簧2121一端与空腔室219内壁相抵，另一端与限位块2122相抵，所述

拉杆212穿设于所述过滤件安装座21内，所述拉杆212一端设于所述过滤件安装座21外侧，

另一端设于所述空腔室219内，所述凸块2113底部固接一连接绳21131，所述空腔座2111底

部设有一通孔，所述连接绳21131穿设于所述通孔内与所述拉杆212一端连接；所述拉杆212

设于过滤件安装座21外侧的一端设有握把，方便对拉住拉杆212进行拉出动作；所述拉杆

212设于空腔室219内的一端设有限位块2122，所述限位块2122与所述空腔室219左侧面相

接触，防止拉杆212在使用时因操作不当而被拉出过滤件安装座21内，造成设备的损坏；通

过转动拉杆212可将连接在拉杆212上的连接绳21131进行缠绕；当需要对过滤件安装座21

拆出进行更换过滤件时，转动拉杆212，连接绳21131随着拉杆212的转动而绕在拉杆上，从

而将凸块2113往下拉，使凸块2113进入空腔座2111内部，此时凸块组件211对过滤件安装座

21失去限位效果，拉动拉杆212将过滤件安装座21拉出箱体1内，滚轮23提供支撑力的同时

减小摩擦力，更方便使过滤件安装座21从箱体1内拉出。

[0028] 所述限位套22内设有弹性件221，所述弹性件221均匀分布在所述限位套22内；所

述弹性件221优选为聚氨酯弹性器，弹性件221一端与限位套22内壁粘接，当过滤件安装座

21靠近限位套22时，弹性件221即可被压缩，当对过滤件安装座21进行拆出时，转动拉杆

212，凸块组件211对过滤件安装座21丧失限位功能，过滤件安装座21在弹性件221的作用

下，将过滤件安装座21推出箱体1内，使工作人员能更方便的对过滤件进行更换。

[0029] 所述润湿装置包括设于所述箱体1底部的循环水池31、设于所述循环水池31内的

水管34、设于所述水管34上的水泵32和上升泵33及设于所述水管34一端的螺纹喷淋管35；

废气通过润湿装置进行初步的润湿处理，将废气中的溶于水和灰尘等杂质先去除，螺纹喷

淋管35上均匀设置多个喷水口，水泵32将循环水池31内的水排入水管34中，再通过上升泵

32将水管34内的水输送至螺纹喷淋管35中，再有螺纹喷淋管35上的喷水口进行喷出，通过

螺纹喷淋管35使水在喷出后形成更大的接触面积，能更好的与废气进行接触，且通过螺纹

的结构使喷淋的水具有一定的旋转角度，增加废气与水的相融度。

[0030] 所述进气装置包括进气管51、与所述进气管51相接的进气环53、设于所述进气环

53上的曝气孔531及设于所述进气管51上的气泵52；进气管51一端设于循环水池31内，另一

端设于箱体1外侧，当废气从进气管51入口处进入时，气泵52工作帮助废气进入箱体1内部，

废气经由进气管51进入到进气环53中，通过曝气孔531进入循环水池31中，与水相互接触，

进行初步的净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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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进气管上设有单向阀装置511；当处理箱1处于不工作状态时，循环水池31内的水

无法通过单向阀装置511倒流进进气管51内，当处理箱1开始工作时，进气管51处开始进气，

单向阀打开，使废气能够进入处理箱1内；所述单向阀装置511包括设于所述进气管51内壁

上的挡流块5111和固定板5114、固接于所述固定板5114上的挡流弹簧5113及设于所述挡流

弹簧5113一端的限位球5112；单向阀装置511处于正常状态时，限位球5112与挡流块5111密

封接触，使流体无法通过，当废气从进气管51一侧进来时，废气推动限位球5114，使限位球

5114压缩挡流弹簧5113，挡流弹簧5113受力收缩，从而打开单向阀装置511，使废气进入箱

体1内，水流从进气管51另一侧进来时，推动限位球5112使挡流弹簧5113伸长，加固限位球

5112与挡流块5111之间的密封配合，使水无法倒流；所述限位球5112为弹性材料制成，所述

固定板5114上设有导流孔51141；所述弹性材料可为橡胶，当水流推动限位球5114时，限位

球5114发生形变从而增加自身与挡流快5111之间的密封性，提升单向阀装置511的密封效

果，废气从进气管51一端进入通过单向阀装置511后，可通过导流孔51141继续向前运动，直

至到达箱体1内部完成净化处理。

[0032] 所述扩气装置包括设于所述循环水池31上方的气体吸收罩41、设于所述气体吸收

罩41上端的螺旋喷气管42及设于所述螺旋喷气管42上方的分流板43；气体吸收罩41下端为

倒漏斗形，分流板43为一木质板件，并在板件上设有多个通孔，当废气从循环水池31内出来

后，进入气体吸收罩41内，再通过螺旋喷气管42上的喷气空421喷出，使废气充分散开，废气

继续往上走，到达分流板43后通过分流板43进行再一次的分散，使废气在箱体1上部分布均

匀。

[0033] 所述过滤件安装座21左端上下表面还设有多组凸筋218；通过凸筋218的设置，使

得过滤件安装座21与箱体1之间的接触面积极大程度的减小；将面的接触密封转换为局部

的接触密封，在同等压力的作用下，局部接触的面积小，因此受到的压强大，从而增强密封

效果。

[0034] 所述气体吸收罩41上还设有导流板36，导流板36与导流管37相连，当螺纹喷淋管

35进行喷淋后，喷淋产生的水掉落在导流板36上，导流板36将其表面的水导入导流管37中，

使喷淋后的水再次回到循环水池31中，从而使循环水池31内的水可以循环的得到利用，利

于环保。

[003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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