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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垃圾处理设施用环保技术领域，

尤其是一种垃圾中转站用环境管理装置，包括内

置PLC控制系统的主机、喷淋塔、光催化等离子复

合处理装置、负压风机和电动抽液泵。本发明的

一种垃圾中转站用环境管理装置通过主机、喷淋

塔、光催化等离子复合处理装置、负压风机和电

动抽液泵相配合，将垃圾中转站的内的空气进行

抽离净化，使垃圾中转站不再一臭百里，让异味

场所不再影响工人及群众的身心健康，还人们一

个良好的工作状态；通过光催化等离子复合处理

装置对控制进行处理，再通过喷淋塔将处理后的

气体进行净化出降尘，大大提升净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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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垃圾中转站用环境管理装置，包括内置PLC控制系统的主机、喷淋塔(1)、光催化

等离子复合处理装置(2)、负压风机(3)和电动抽液泵(4)，其特征是：所述负压风机(3)的出

风口通过第一导风管与光催化等离子复合处理装置(2)进气口相连通，所述光催化等离子

复合处理装置(2)的出风口通过第二导风管(5)与喷淋塔(1)进气口相连通，所述的喷淋塔

(1)内部固定装配有内部喷淋管(6)，所述的内部喷淋管(6)内部插接有内部伸缩管(7)，所

述的内部伸缩管(7)顶端轴向固定有用于控制喷淋塔(1)上端开口流量的顶部密封喷淋罩

(8)，所述的内部喷淋管(6)外侧面上开设有内置联动式密封罩(9)的侧向喷淋口(10)，所述

的内部伸缩管(7)外侧面对应侧向喷淋口(10)位置开设有多个内置喷淋嘴(11)的侧向喷淋

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垃圾中转站用环境管理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内部喷淋

管(6)内部开设有与第二导风管(5)相连通的底部挤压腔室(12)，所述的内部伸缩管(7)底

端轴向固定有密封活塞(13)，所述的内部喷淋管(6)外侧面开设有与底部挤压腔室(12)内

部相连通的侧向出气口(1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垃圾中转站用环境管理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联动式密

封罩(9)内侧面上固定连接有一体结构第一装配支架(15)，所述的内部伸缩管(7)外侧面固

定连接有一体结构第二装配支架(16)，所述的第一装配支架(15)和第二装配支架(16)之间

活动装配有控制连杆(17)。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垃圾中转站用环境管理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喷淋塔

(1)内侧面位于上端开口位置通过L型安装支架(188)活动装配有顶部闭合盖板(18)。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垃圾中转站用环境管理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内部喷淋

管(1)内侧面对应控制连杆(17)装配位置开设有斜置收纳凹槽。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垃圾中转站用环境管理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内部伸缩

管(7)外侧面上焊接固定有侧向进水管(19)，所述的喷淋塔(1)内侧面和内部喷淋管(6)外

侧面之间固定连接有侧向密封罩箱(20)。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垃圾中转站用环境管理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顶部密封

喷淋罩(8)下表面和喷淋塔(1)上表面均为相互配合的锥形密封面。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垃圾中转站用环境管理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顶部密封

喷淋罩(8)下表面开设有与顶部闭合盖板(18)相配合的条形闭合槽(21)。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垃圾中转站用环境管理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顶部闭合

盖板(18)下表面焊接固定有一侧开口的底部装配框(22)，所述的底部装配框(22)内部插接

有用于吸附的活性炭块(23)。

10.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垃圾中转站用环境管理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电动抽

液泵(4)通过固定支架安装在侧向密封罩箱(20)内底面，所述的电动抽液泵(4)出液口通过

侧向金属软管(24)与侧向进水管(19)内部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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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垃圾中转站用环境管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垃圾处理设施用环保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垃圾中转站用环境管理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环境条件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城乡传统意义的垃

圾站已不能满足人们对高效、环保、节能低耗等新概念的要求，因此压缩式垃圾站的推广势

在必行。压缩式垃圾中转站以其占地面积小，隐蔽性好，空间结构合理等优势，引领着垃圾

中转站行业的发展。

[0003] 目前，中国城市仅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有700多个，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为52％。中国城市的垃圾处理首先要经过收集。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收集方式基本为混

合收集，混合收集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将收集容器放置于固定的地点，如居民小区、街道

两侧，以及其他公共场所。每天有专门的环卫人员负责收集这些容器里的垃圾。二是在居民

小区建有固定的垃圾收集站，居民每天可以把生活垃圾扔到垃圾站。三是垃圾道，在中国高

层住宅楼中，垃圾道在建楼时就已经设计好了，从一层一直直通到顶层，居民可以把垃圾扔

进垃圾道，环卫人员从底层拿走。通过垃圾道收集居民生活垃圾曾经是居民生活区垃圾最

常见的收集方式。

[0004] 收集到的垃圾由专门的垃圾车运到垃圾中转站。垃圾运输车是完全密封的。垃圾

被运到转运站后要进行第一步处理。

[0005] 而在垃圾中转站内长时间摆放的垃圾很容易因为腐烂发酵导致细菌滋生，产生大

量刺激性气体散发到周围环境中去，严重影响周围的空气环境卫生和居民生活。

[0006] 因此需要在垃圾中转站安装控制处理装置，传统应用与垃圾中转站的环境处理装

置结构简单固定，处理设备的开口在运行和闲时大多都直接裸露在外，导致安全性和耐用

性十分有限，无法根据处理量自动调节处理效率，处理效率低下。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为了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改

进的垃圾中转站用环境管理装置，解决传统应用与垃圾中转站的环境处理装置结构简单固

定，处理设备的开口在运行和闲时大多都直接裸露在外，导致安全性和耐用性十分有限，无

法根据处理量自动调节处理效率，处理效率低下的问题。

[0008]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垃圾中转站用环境管理装置，

包括内置PLC控制系统的主机、喷淋塔、光催化等离子复合处理装置、负压风机和电动抽液

泵，所述负压风机的出风口通过第一导风管与光催化等离子复合处理装置进气口相连通，

所述光催化等离子复合处理装置的出风口通过第二导风管与喷淋塔进气口相连通，所述的

喷淋塔内部固定装配有内部喷淋管，所述的内部喷淋管内部插接有内部伸缩管，所述的内

部伸缩管顶端轴向固定有用于控制喷淋塔上端开口流量的顶部密封喷淋罩，所述的内部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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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管外侧面上开设有内置联动式密封罩的侧向喷淋口，所述的内部伸缩管外侧面对应侧向

喷淋口位置开设有多个内置喷淋嘴的侧向喷淋孔。

[0009] 所述的内部喷淋管内部开设有与第二导风管相连通的底部挤压腔室，所述的内部

伸缩管底端轴向固定有密封活塞，所述的内部喷淋管外侧面开设有与底部挤压腔室内部相

连通的侧向出气口。

[0010] 所述的联动式密封罩内侧面上固定连接有一体结构第一装配支架，所述的内部伸

缩管外侧面固定连接有一体结构第二装配支架，所述的第一装配支架和第二装配支架之间

活动装配有控制连杆。

[0011] 所述的喷淋塔内侧面位于上端开口位置通过L型安装支架活动装配有顶部闭合盖

板。

[0012] 所述的内部喷淋管内侧面对应控制连杆装配位置开设有斜置收纳凹槽。

[0013] 所述的内部伸缩管外侧面上焊接固定有侧向进水管，所述的喷淋塔内侧面和内部

喷淋管外侧面之间固定连接有侧向密封罩箱。

[0014] 所述的顶部密封喷淋罩下表面和喷淋塔上表面均为相互配合的锥形密封面。

[0015] 所述的顶部密封喷淋罩下表面开设有与顶部闭合盖板相配合的条形闭合槽。

[0016] 所述的顶部闭合盖板下表面焊接固定有一侧开口的底部装配框，所述的底部装配

框内部插接有用于吸附的活性炭块。

[0017] 所述的电动抽液泵通过固定支架安装在侧向密封罩箱内底面，所述的电动抽液泵

出液口通过侧向金属软管与侧向进水管内部相连通。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9] (1)本发明的一种垃圾中转站用环境管理装置通过主机、喷淋塔、光催化等离子复

合处理装置、负压风机和电动抽液泵相配合，将垃圾中转站的内的空气进行抽离净化，使垃

圾中转站不再一臭百里，让异味场所不再影响工人及群众的身心健康，还人们一个良好的

工作状态；

[0020] (2)通过光催化等离子复合处理装置对控制进行处理，再通过喷淋塔将处理后的

气体进行净化出降尘，大大提升净化效果；

[0021] (3)在喷淋塔内部固定装配有内置内部伸缩管的内部喷淋管，通过向内部喷淋管

内充入底部挤压腔室来控制内部伸缩管升降，从而启闭喷淋塔上端开口，同时开启顶部密

封喷淋罩和喷淋嘴，向喷淋塔内部空气进行喷淋处理，使其可以根据输入气压大小自动调

节顶部流量和喷淋量，控制方便，同时在闲时自动闭合，防止气体外泄，提升设备的安全性

和耐用性；

[0022] (4)采用负压风机将垃圾中转站内部的空气直接抽入光催化等离子复合处理装置

和喷淋塔，采用封闭式处理，可以避免气体内的污染物外泄，提升工作效率和外部环境。

附图说明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是本发明中喷淋塔的内部剖视图。

[0026] 图3是图2中密封活塞端的内部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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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图4是图2中顶部密封喷淋罩装配端的局部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现在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这些附图均为简化的示意图，仅以

示意方式说明本发明的基本结构，因此其仅显示与本发明有关的构成。

[0029] 图1、图2、图3和图4所示的一种垃圾中转站用环境管理装置，包括内置PLC控制系

统的主机、喷淋塔1、光催化等离子复合处理装置2、负压风机3和电动抽液泵4，负压风机3的

出风口通过第一导风管与光催化等离子复合处理装置2进气口相连通，光催化等离子复合

处理装置2的出风口通过第二导风管5与喷淋塔1进气口相连通，喷淋塔1内部固定装配有内

部喷淋管6，内部喷淋管6内部插接有内部伸缩管7，内部伸缩管7顶端轴向固定有用于控制

喷淋塔1上端开口流量的顶部密封喷淋罩8，内部喷淋管6外侧面上开设有内置联动式密封

罩9的侧向喷淋口10，内部伸缩管7外侧面对应侧向喷淋口10位置开设有18个内置喷淋嘴11

的侧向喷淋孔。

[0030] 内置PLC控制系统的主机采用了微电脑控制系统，实现了自动开关机、自动喷雾、

自动转换喷雾频率、自动转换工作时间频率、自动控制光催化和等离子设备的开启关闭、自

动故障报警、智能手机app远程控制管理。为客户节约大量人力成本和运行成本。

[0031] 其中PLC综合控制柜具有过载、短路、缺相保护等保护功能。它具有结构紧凑、工作

稳定、功能齐全。广泛应用在电力、冶金、化工、造纸、环保污水处理等行业中。

[0032] 智能电气控制系统由PLC/人机界面自控系统、智能手机app远程控制管理系统、互

联网+拓展接口组成。可完成设备自动化和过程自动化控制，实现完美的网络功能，性能稳

定、可扩展、抗干扰强等特点。可以根据用户需求量身设计PLC控制柜、变频柜等，满足用户

要求，并可搭配人机界面触摸屏，达到轻松操作的目的。

[0033] 喷淋塔1利用气体与液体间的接触，而将气体中的污染物传送到液体中，然后再将

清洁气体与被污染的液体分离，达到清净空气的目的。废气经由喷淋塔，采用气液逆向吸收

方式处理，即液体自塔顶向下以雾状(或小液滴)喷撒而下。废气则由塔体(逆向流)达到气

液接触之目的。

[0034] 喷淋塔通过负压风机3将收集到的废气吸入塔内，流经填充层段(气/液接触反应

之介质)，让废气与填充物表面流动的药液(洗涤液)充分接触，以吸附废气中所含的酸性或

碱性污物。此处理方可冷却废气、调理气体及去除颗粒，再经过除雾段处理后，排出。本喷淋

塔主要设计有检视窗4个。同时，在药液中增加微生物除臭剂，除臭效果更好。

[0035] 微生物除臭剂除臭原理：在运用有效微生物除臭过程中，微生物除臭分为三个过

程：首先将部分臭气由气相转变为液相的传质过程，目前解释这种传质过程的理论，主要是

依据吸附理论而提出的吸附—生物膜理论；第二，溶于水中的臭气通过微生物的细胞壁和

细胞膜被微生物吸收。不溶于水的臭气先附着在微生物体外，由微生物分泌的胞外酶分解

为可溶性物质，再渗入细胞；第三，臭气进入细胞后，在体内作为营养物质为微生物所分解、

利用。使臭气得以去除。除臭的效果受处理气体的性质、填料性质和结构、工况运行条件等

因素的影响。

[0036] 臭气经不同种类的微生物分解后，产物不一样：含氮的臭气如酰胺类，经微生物的

氨化作用后，分解为NH3，NH3又经亚硝化细菌、硝化细菌的作用，进一步氧化为稳定的硝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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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含硫的臭气经微生物(光合细菌——硫化细菌)分解后产生H2S，H2S经硫细菌氧化为

硫酸。

[0037] 它主要用于处理氯化氢(HC1)气体、硫酸(H2SO4)雾、氨气(NH3)、硫化氢(H2S)等气

体，也可用于降尘。

[0038] 光催化等离子复合处理装置2运用高能紫外光束及臭氧对有机废气VOCs等进行协

同分解氧化反应，使有机废气VOCs等其降解化成低分子化合物、水和二氧化碳，从而达到净

化目的的废气处理设备。

[0039] 等离子与光催化综合废气处理设备，包括等离子处理室和光催化处理室，所述等

离子处理室的上下面设有绝缘台，所述绝缘台上设有插槽，所述等离子反应模组的上下面

设有插块，且等离子反应模组通过插块插入插槽固定，所述光催化处理室的内部设有光催

化反应模组，所述光催化反应模组由固定架、紫外线灯管和光催化棒组成，所述固定架的左

右支架内侧设有灯管插槽，所述紫外线灯管通过两端的插针插入灯管插槽固定，所述光催

化棒通过两端的插柱插入固定架上的插孔固定。该等离子与光催化综合废气处理设备，结

合等离子处理和光催化处理，对废气进行全面的净化，二者可以相辅相成，可以弥补单一处

理技术的不足，达到优异的净化处理效果。

[0040] 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光催化比等离子能产生更多臭氧。因此，在设计上，先通过

光催化处理处理大颗粒分子，再通过等离子处理处理小颗粒分子，有效互补，更大效率脱

臭。

[0041] 光催化等离子复合处理装置2的光氧化是常温下深度光降解技术。该技术通过特

定波长的UV激发光源产生不同能量的光量子；废气物质对该光量子的强烈吸收，在大量携

能光量子的轰击下使废气物质分子解离和激发；空气中的氧气和水分及外加的臭氧在该光

量子的(分解)作用下可产生大量的新生态氢、活性(游离)氧和羟基氧等活性基团；因游离

氧所携正负电子不平衡所以需与氧分子结合，进而产生臭氧，臭氧对紫外线光束照射分解

后的有机物具有极强的氧化作用；部分废气物质也能与活性基团反应，最终降解转化为低

分子化合物、CO2和H2O等无害物质，从而达到净化废气的目的。

[0042] 反应过程如下：

[0043]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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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0046] 该低温等离子废气净化装置采用低温等离子体技术，其原理为：由脉冲电源产生

的脉冲电压输出给高压发生器，高压发生器产生的脉冲高电压输送给带有若干个正负电极

的机芯。正电极源源不断的向负电极释放电子，电子(平均能量约5eV)在两电极之间高速运

动，产生了低温等离子体电场。有害气体(苯，甲苯，二甲苯等)通过等离子高压电场时，有害

气体分子的化学键被高能电子打开，与杂气中O2的结合生成H2O、CO2等低分子无害物质，达

到废气净化处理效果。

[0047] 负压风机3是一种新型通风降温设备，广泛运用在各类工厂车间、养鸡场、养猪场、

温室大棚、网吧等室内场所，能有有效解决环境内高温闷热、烟雾异味、粉尘灰尘等通风不

良问题。

[0048] 环境中需要抽排气体的成分决定了选择负压风机3的类型，目前市场上负压风机3

主要有两种材质制造，一种是玻璃钢防腐材质的负压风机，一种是镀锌板金属材质的负压

风机。本机采用玻璃钢防腐材质的负压风机3。

[0049] 进一步地，为了配合控制升降，内部喷淋管6内部开设有与第二导风管5相连通的

底部挤压腔室12，内部伸缩管7底端轴向固定有密封活塞13，内部喷淋管6外侧面开设有与

底部挤压腔室12内部相连通的侧向出气口14。

[0050] 进一步地，为了方便升降联动，联动式密封罩9内侧面上固定连接有一体结构第一

装配支架15，内部伸缩管7外侧面固定连接有一体结构第二装配支架16，第一装配支架15和

第二装配支架16之间活动装配有控制连杆17，进一步地，为了方便安装和顶部闭合，喷淋塔

1内侧面位于上端开口位置通过L型安装支架188活动装配有顶部闭合盖板18。

[0051] 顶部密封喷淋罩8向下按压在顶部闭合盖板18上，可以使得L型安装支架188弯曲

变形。

[0052] 进一步地，为了配合内部收纳，内部喷淋管6内侧面对应控制连杆17装配位置开设

有斜置收纳凹槽，进一步地，为了配合侧向进水和安装输液机构，内部伸缩管7外侧面上焊

接固定有侧向进水管19，喷淋塔1内侧面和内部喷淋管6外侧面之间固定连接有侧向密封罩

箱20。

[0053] 进一步地，为了提升密封性，方便顶部闭合，顶部密封喷淋罩8下表面和喷淋塔1上

表面均为相互配合的锥形密封面，进一步地，为了提升导向性和密封性，顶部密封喷淋罩8

下表面开设有与顶部闭合盖板18相配合的条形闭合槽21。顶部闭合盖板18插入条形闭合槽

21内部来闭合密封。

[0054] 进一步地，为了配重和顶部吸附过滤，顶部闭合盖板18下表面焊接固定有一侧开

口的底部装配框22，底部装配框22内部插接有用于吸附的活性炭块23，进一步地，为了配合

向内输液，电动抽液泵4通过固定支架安装在侧向密封罩箱20内底面，电动抽液泵4出液口

通过侧向金属软管24与侧向进水管19内部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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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本发明的一种垃圾中转站用环境管理装置通过主机、喷淋塔1、光催化等离子复合

处理装置2、负压风机3和电动抽液泵4相配合，将垃圾中转站的内的空气进行抽离净化，使

垃圾中转站不再一臭百里，让异味场所不再影响工人及群众的身心健康，还人们一个良好

的工作状态；通过光催化等离子复合处理装置2对控制进行处理，再通过喷淋塔1将处理后

的气体进行净化出降尘，大大提升净化效果；在喷淋塔1内部固定装配有内置内部伸缩管7

的内部喷淋管6，通过向内部喷淋管6内充入底部挤压腔室12来控制内部伸缩管7升降，从而

启闭喷淋塔1上端开口，同时开启顶部密封喷淋罩8和喷淋嘴11，向喷淋塔1内部空气进行喷

淋处理，使其可以根据输入气压大小自动调节顶部流量和喷淋量，控制方便，同时在闲时自

动闭合，防止气体外泄，提升设备的安全性和耐用性；采用负压风机将垃圾中转站内部的空

气直接抽入光催化等离子复合处理装置2和喷淋塔，采用封闭式处理，可以避免气体内的污

染物外泄，提升工作效率和外部环境。

[0056] 工作原理，负压风机2和电动抽液泵4同步启动，然后负压风机2将垃圾中转站抽入

光催化等离子复合处理装置2，然后再导入底部挤压腔室12内部，带动密封活塞13抬升，密

封活塞13带动内部伸缩管7抬升，内部伸缩管7同步带动联动式密封罩9向外翻转，带动顶部

密封喷淋罩8抬升，开启喷淋塔1上端开口；反之，当负压风机2和电动抽液泵4同步关闭，内

部伸缩管7和密封活塞13因为重力下降，闭合侧向喷淋口10和喷淋塔1上端开口。

[0057] 以上述依据本发明的理想实施例为启示，通过上述的说明内容，相关工作人员完

全可以在不偏离本项发明技术思想的范围内，进行多样的变更以及修改。本项发明的技术

性范围并不局限于说明书上的内容，必须要根据权利要求范围来确定其技术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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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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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11

CN 113134278 A

11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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