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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家用的超声波加湿机，包

括机箱、水箱和电箱，水箱和电箱固定于机箱内，

水箱内设置有水位机构，水箱一上侧固定有进气

管和出气管，进气管和出气管的一端与水箱相

通，进气管和出气管远离水箱的一端贯穿机箱与

外界相通，水箱的一侧设置有进水管二，进水管

二的一端贯穿机箱侧壁与水位机构螺纹连接，解

决了传统的加湿机只是增加空气中的湿气，但是

无法去除空气中的细菌和异味，且加湿机内的水

位没法进行自行控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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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家用的超声波加湿机，包括机箱(1)、水箱(2)和电箱(3)，所述水箱(2)和电箱

(3)固定于机箱(1)内，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箱(2)内设置有水位机构(4)，所述水箱(2)一上

侧固定有进气管(5)和出气管(6)，所述进气管(5)和出气管(6)的一端与水箱(2)相通，所述

进气管(5)和出气管(6)远离水箱(2)的一端贯穿机箱(1)与外界相通，所述水箱(2)的一侧

设置有进水管二(7)，所述进水管二(7)的一端贯穿机箱(1)侧壁与水位机构(4)螺纹连接，

所述进水管二(7)远离水箱(2)的一侧设置有过滤器(8)，所述进水管二(7)与过滤器(8)螺

纹连接，所述过滤器(8)远离进水管二(7)的一端螺纹连接有进水管一(9)，所述水箱(2)和

机箱(1)之间设置有出水管(10)，所述出水管(10)的两端分别与水箱(2)和外界相通，所述

出水管(10)上螺纹连接有阀门(11)，所述进气管(5)靠近外界的一侧固定有过滤网(12)，所

述过滤网(12)下侧的进气管(5)内固定有隔板一(13)和隔板二(14)，所述隔板一(13)和隔

板二(14)上均开设有通口(15)，所述隔板一(13)和隔板二(14)之间的进气管(5)内固定有

紫外线灯(16)，所述隔板二(14)下侧的进气管(5)内固定有高频脉冲发生器(17)，所述高频

脉冲发生器(17)的下侧进气管(5)固定有风机一(18)，所述水箱(2)的上壁内侧固定有导风

罩(19)，所述导风罩(19)将进气管(5)与水箱(2)的通口(15)罩住，所述出气管(6)内固定有

加热器(20)，所述水箱(2)内固定有超声波发生器(21)，所述水位机构(4)包括浮漂(22)和

连接杆一(23)，所述浮漂(22)和连接杆一(23)设置于水箱(2)内，所述水箱(2)内固定有固

定块(24)，所述固定块(24)上开设有L形通口(25)，所述固定块(24)的一端与进水管二（7）

螺纹连接，所述固定块(24)内开设有滑道(26)，所述滑道(26)与L形通口(25)相通，所述滑

道(26)内设置有挡板(27)，所述挡板(27)与滑道(26)滑动配合，所述挡板(27)上固定有齿

条一(28)，所述齿条一(28)与滑道(26)滑动配合，所述固定块(24)的一侧开设有凹槽(29)，

所述凹槽(29)内固定有固定杆(30)，所述连接杆一(23)外套于固定杆(30)上，所述连接杆

一(23)与固定杆(30)转动配合，所述连接杆一(23)的靠近齿条一(28)的一端固定有弧形齿

条(31)，所述弧形齿条(31)与齿条一(28)啮合，所述连接杆一(23)远离弧形齿条(31)的一

端设置有连接杆二(32)，所述连接杆二(32)与连接杆一(23)通过螺栓连接，所述连接杆二

(32)远离连接杆一(23)的一端与浮漂(22)固定连接，所述浮漂(22)内固定有重力球(33)，

所述浮漂(22)的浮力大于重力球(33)的重力。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用的超声波加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箱(3)的侧壁

上固定有风机二(34)，所述机箱(1)的两侧侧壁上均设置有开门一(35)，所述开门一(35)与

机箱(1)通过螺栓连接，所述开门一(35)上开设有若干散热口(36)，所述机箱(1)的上壁设

置有开门二(37)，所述开门二(37)与机箱(1)通过螺栓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用的超声波加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箱(2)和电箱

(3)上设置有转门一(38)，所述转门一(38)与水箱(2)和电箱(3)铰接，所述机箱(1)上设置

有转门二(39)，所述转门二(39)与机箱(1)铰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用的超声波加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箱(3)的侧壁

上开设有穿线口一(40)，所述水箱(2)上壁开设有穿线口二(4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用的超声波加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箱(1)外壳上

固定有湿度传感器(42)，所述湿度传感器(42)与超声波发生器(21)电性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用的超声波加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箱(1)外壳上

固定有控制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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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用的超声波加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箱(1)底部对

称固定有支脚(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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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家用的超声波加湿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加湿机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家用的超声波加湿机。

背景技术

[0002] 加湿机是一种增加房间湿度的家用电器。加湿器可以给指定房间加湿，也可以与

锅炉或中央空调系统相连给整栋建筑加湿。传统的加湿机只是增加空气中的湿气，但是无

法去除空气中的细菌和异味，且加湿机内的水位没法进行自行控制。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家用的超声波加湿机，解决了传统的加湿机只是增加空

气中的湿气，但是无法去除空气中的细菌和异味，且加湿机内的水位没法进行自行控制的

问题。

[0004]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家用的超声波加湿机，包括机箱、水箱和电箱，所述水箱和电箱固定于机箱内，所

述水箱内设置有水位机构，所述水箱一上侧固定有进气管和出气管，所述进气管和出气管

的一端与水箱相通，所述进气管和出气管远离水箱的一端贯穿机箱与外界相通，所述水箱

的一侧设置有进水管二，所述进水管二的一端贯穿机箱侧壁与水位机构螺纹连接，所述进

水管二远离水箱的一侧设置有过滤器，所述进水管二与过滤器螺纹连接，所述过滤器远离

进水管二的一端螺纹连接有进水管一，所述水箱和机箱之间设置有出水管，所述出水管的

两端分别与水箱和外界相通，所述出水管上螺纹连接有阀门，所述进气管靠近外界的一侧

固定有过滤网，所述过滤网下侧的进气管内固定有隔板一和隔板二，所述隔板一和隔板二

上均开设有通口，所述隔板一和隔板二之间的进气管内固定有紫外线灯，所述隔板二下侧

的进气管内固定有高频脉冲发生器，所述高频脉冲发生器的下侧进气管固定有风机一，所

述水箱的上壁内侧固定有导风罩，所述导风罩将进气管与水箱的通口罩住，所述出气管内

固定有加热器，所述水箱内固定有超声波发生器，所述水位机构包括浮漂和连接杆一，所述

浮漂和连接杆一设置于水箱内，所述水箱内固定有固定块，所述固定块上开设有L形通口，

所述固定块的一端与进水管二螺纹连接，所述固定块内开设有滑道，所述滑道与L形通口相

通，所述滑道内设置有挡板，所述挡板与滑道滑动配合，所述挡板上固定有齿条一，所述齿

条一与滑道滑动配合，所述固定块的一侧开设有凹槽，所述凹槽内固定有固定杆，所述连接

杆一外套于固定杆上，所述连接杆一与固定杆转动配合，所述连接杆一的靠近齿条一的一

端固定有弧形齿条，所述弧形齿条与齿条一啮合，所述连接杆一远离弧形齿条的一端设置

有连接杆二，所述连接杆二与连接杆一通过螺栓连接，所述连接杆二远离连接杆一的一端

与浮漂固定连接，所述浮漂内固定有重力球，所述浮漂的浮力大于重力球的重力。

[0005]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要对外部的空气进行加湿时，启动风机一，风机一将外界的空

气吸入进气管内，空气先经过过滤网，过滤网将空气中的灰尘进行过滤，过滤后的空气进入

到隔板一和隔板二之间，打开紫外线灯，紫外线灯发出紫外线，紫外线将空气中的细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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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除，杀菌过后的空气经过通口进入到隔板二下侧，启动超声波发生器，高频脉冲发生器发

出高频脉冲，高频脉冲去除掉空气中的异味，去除掉异味后的空气进入到导风罩内，有导风

罩导入到水箱内，外界的水经过水泵抽入到进水管一内，水经过进水管一进入到过滤器内，

过滤器对水进行过滤，过滤后的水进入到进水管二内，在进入到水箱内，水箱内的水位逐渐

上升，浮漂随着水位上升而上升，浮漂上升带动重力球上升，浮漂上升带动连接杆二转动，

连接杆二转动带动连接杆一转动，连接杆一转动带动弧形齿条转动，弧形齿条转动带动齿

条一向下移动，齿条一移动带动挡板向下移动，挡板将L形通口挡住，挡住后，外界的水无法

再进入到水箱内，启动超声波发生器，超声波发生器发出超声波，超声波将水箱内的水震荡

成水雾，水雾随着通过进气管的空气进入到出水管内，启动加热器，加热器对空气和水雾进

行加热，加热后的空气和水雾传出到外界。

[0006] 作为优选，所述电箱的侧壁上固定有风机二，所述机箱的两侧侧壁上均设置有开

门一，所述开门一与机箱通过螺栓连接，所述开门一上开设有若干散热口，所述机箱的上壁

设置有开门二，所述开门二与机箱通过螺栓连接。

[0007]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启动风机二，风机二将外界空气吸入，和内部空气进行交换，

当要拆卸加湿机时，通过拆掉螺栓来取下开门一和开门二，取下开门一和开门二后，可以对

加湿机内的部件进行拆卸和修理，起到了便于对加湿机内的部件进行拆卸和修理的作用。

[0008] 作为优选，所述水箱和电箱上设置有转门一，所述转门一与水箱和电箱铰接，所述

机箱上设置有转门二，所述转门二与机箱铰接。

[0009]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转开转门一，可以观察机箱内部情况，通过转开转门二，

可以观察水箱和电箱内部情况，起到便于观察水箱、机箱和电箱的作用。

[0010] 作为优选，所述电箱的侧壁上开设有穿线口一，所述水箱上壁开设有穿线口二。

[0011]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电箱内的电线，通过穿线口一和穿线口二连接到超声波发生

器和风机一上，起到穿线的作用。

[0012] 作为优选，所述机箱外壳上固定有湿度传感器，所述湿度传感器和超声波发生器

电性连接。

[0013]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湿度传感器感应到空气中的湿度过高时，湿度传感器发送信

号给超声波发生器，超声波发生器启动，起到了控制超声波发生器的作用。

[0014] 作为优选，所述机箱外壳上固定有控制器。

[0015]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控制器起到了控制风机一和风机二的作用。

[0016] 作为优选，所述机箱底部对称固定有支脚。

[0017]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支脚起到了支撑机箱的作用。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加湿机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用于展示超声波发生器、开门一和开门一的位置示意图；

图3为用于展示水位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用于展示进气管内部的结构示意图；

图5为用于展示出气管和加热器的位置示意图；

图6为用于展示支脚、转门二和控制器的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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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附图标记：1、机箱；2、水箱；3、电箱；4、水位机构；5、进气管；6、出气管；7、进水管

二；8、过滤器；9、进水管一；10、出水管；11、阀门；12、过滤网；13、隔板一；14、隔板二；15、通

口；16、紫外线灯；17、高频脉冲发生器；18、风机一；19、导风罩；20、加热器；21、超声波发生

器；22、浮漂；23、连接杆一；24、固定块；25、L形通口；26、滑道；27、挡板；28、齿条一；29、凹

槽；30、固定杆；31、弧形齿条；32、连接杆二；33、重力球；34、风机二；35、开门一；36、散热口；

37、开门一；38、转门一；39、转门二；40、穿线口一；41、穿线口二；42、湿度传感器；43、控制

器；44、支脚。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该实施例，凡属于

本发明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应当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同时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1] 见图1至6，一种家用的超声波加湿机，包括机箱1、水箱2和电箱3，水箱2和电箱3固

定于机箱1内，水箱2一上侧固定有进气管5和出气管6，进气管5和出气管6的一端与水箱2相

通，进气管5和出气管6远离水箱2的一端贯穿机箱1与外界相通，进气管5内固定有风机一

18，机箱1外壳上固定有控制器43，要对外部的空气进行加湿时，按动控制器43来启动风机

一18，风机一18将外界的空气吸入进气管5内，进气管5靠近外界的一侧固定有过滤网12，空

气先经过过滤网12，过滤网12将空气中的灰尘进行过滤，过滤网12下侧的进气管5内固定有

隔板一13和隔板二14，隔板一13和隔板二14上均开设有通口15，隔板一13和隔板二14之间

的进气管5内固定有紫外线灯16，过滤后的空气进入到隔板一13和隔板二14之间，打开紫外

线灯16，紫外线灯16发出紫外线，紫外线将空气中的细菌进行杀除，隔板二14下侧的进气管

5内固定有高频脉冲发生器17，杀菌过后的空气经过通口15进入到隔板二14下侧，启动高频

脉冲发生器17，高频脉冲发生器17发出高频脉冲，高频脉冲去除掉空气中的异味，水箱2的

上壁内侧固定有导风罩19，导风罩19将进气管5与水箱2的通口15罩住，去除掉异味后的空

气进入到导风罩19内，有导风罩19导入到水箱2内。

[0022] 如图1、图3和图4所示，水箱2的一侧螺纹连接有进水管二7，进水管二7远离水箱2

的一侧设置有过滤器8，进水管二7与过滤器8螺纹连接，过滤器8远离进水管二7的一端螺纹

连接有进水管一9，外界的水经过水泵抽入到进水管一9内，水经过进水管一9进入到过滤器

8内，过滤器8对水进行过滤，过滤后的水进入到进水管二7内，再进入到水箱2内，水箱2内的

水位逐渐上升，水位机构4包括浮漂22和连接杆一23，浮漂22和连接杆一23设置于水箱2内，

浮漂22随着水位上升而上升，浮漂22内固定有重力球33，浮漂22的浮力大于重力球33的重

力，浮漂22上升带动重力球33上升，浮漂22的一端固定有连接杆二32，浮漂22上升带动连接

杆二32转动，连接杆一23和连接杆二32通过螺栓连接，连接杆二32转动带动连接杆一23转

动，连接杆二32远离连接杆一23的一端固定有弧形齿条31，连接杆一23转动带动弧形齿条

31转动，水箱2内固定有固定块24，固定块24上开设有L形通口25，固定块24的一端与进水管

二7螺纹连接，固定块24内开设有滑道26，滑道26与L形通口25相通，滑道26内设置有挡板

27，挡板27与滑道26滑动配合，挡板27上固定有齿条一28，齿条一28与滑道26滑动配合，齿

条一28与弧形齿条31啮合，弧形齿条31转动带动齿条一28向下移动，齿条一28移动带动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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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27向下移动，挡板27将L形通口25挡住，挡住后，外界的水无法再进入到水箱2内，水箱2内

固定有超声波发生器21，机箱1外壳上固定有湿度传感器42，湿度传感器42和超声波发生器

21电性连接，当湿度传感器42感应到外界的湿度过高时，湿度传感器42发送信号给超声波

发生器21，超声波发生器21启动，超声波发生器21发出超声波，超声波将水箱2内的水震荡

成水雾，水雾随着通过进气管5的空气进入到出气管6内，出气管6内固定有加热器20，启动

加热器20，加热器20对空气和水雾进行加热，加热后的空气和水雾传出到外界。

[0023] 如图2所示，电箱3的侧壁上固定有风机二34，启动风机二34，风机二34对外界和内

部空气进行交环，机箱1的两侧侧壁上均设置有开门一35，开门一35与机箱1通过螺栓连接，

开门一35上开设有若干散热口36，机箱1的上壁设置有开门二37，开门二37与机箱1通过螺

栓连接，当要拆卸加湿机时，通过拆掉螺栓来取下开门一35和开门二37，取下开门一35和开

门二37后，可以对加湿机内的部件进行拆卸和修理，起到了便于对加湿机内的部件进行拆

卸和修理的作用。

[0024] 如图1和图6所示，水箱2和电箱3上设置有转门一38，转门一38与水箱2和电箱3铰

接，机箱1上设置有转门二39，转门二39与机箱1铰接，通过转开转门一38，可以观察机箱1内

部情况，通过转开转门二39，可以观察水箱2和电箱3内部情况，起到便于观察水箱2、机箱1

和电箱3的作用；机箱1底部对称固定有支脚44，支脚44起到了支撑机箱1的作用。

[0025] 如图2所示，电箱3的侧壁上开设有穿线口一40，水箱2上壁开设有穿线口二41，电

箱3内的电线，通过穿线口一40和穿线口二41连接到超声波发生器21和风机一18上，起到穿

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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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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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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