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710689035.4

(22)申请日 2017.08.13

(71)申请人 佛山市锐狮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528100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

南边工业大道24号之3

(72)发明人 不公告发明人　

(51)Int.Cl.

A61L 9/20(2006.01)

B01D 53/86(2006.01)

B01D 53/72(2006.01)

B01D 53/66(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塔状除臭杀菌灯

(57)摘要

一种塔状除臭杀菌灯，壳体的顶端面设置有

出风孔，底部设有与出风孔相对且相通的进风

孔；臭氧紫外灯和臭氧还原紫外灯竖直安装于壳

体的顶端面，表面涂覆有光触媒纳米二氧化钛

层；控制装置控制臭氧紫外灯和臭氧还原紫外灯

的工作状态；支撑架呈塔状架设于壳体上，其内

容纳有臭氧紫外灯和臭氧还原紫外灯；紫外防护

罩呈塔状围罩在支撑架的外周；紫外防护罩设置

不少于2个的气流孔，气流孔孔沿设有阻挡紫外

线直射的挡光部；风机安装在壳体内并下设有进

风口，与进风孔对应安装；其上设有出风口，与出

风孔对应安装。本发明中塔状结构和风机的结

合，能有效加速待消毒空间内的气流循环，在体

现同等杀菌除臭效果的前提下，能有效缩小除臭

杀菌灯的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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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塔状除臭杀菌灯，其特征在于，包括壳体、臭氧紫外灯、臭氧还原紫外灯、控制装

置、支撑架、紫外防护罩和风机；

所述壳体的顶端面设置有出风孔，且所述壳体的底部设有与所述出风孔相对且相通的

进风孔；

所述臭氧紫外灯和所述臭氧还原紫外灯分别竖直安装于所述壳体的顶端面，且所述臭

氧紫外灯和/或所述臭氧还原紫外灯的表面涂覆有光触媒纳米二氧化钛层；

所述控制装置安装于所述壳体内，并与所述臭氧紫外灯和所述臭氧还原紫外灯电连

接，其控制所述臭氧紫外灯和所述臭氧还原紫外灯的工作状态；

所述支撑架呈塔状，并架设于所述壳体上，且其支撑架与所述壳体形成的支撑空间容

纳有所述臭氧紫外灯和所述臭氧还原紫外灯；

所述紫外防护罩呈塔状，其围罩在所述支撑架的外周；所述紫外防护罩设置有不少于2

个的气流孔，所述气流孔的孔沿设有阻挡紫外线直射的挡光部；

所述风机安装在所述壳体内，其下方设置有进风口，与所述进风孔对应安装；所述风机

的上方设置有出风口，与所述出风孔对应安装。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塔状除臭杀菌灯，其特征在于，  所述挡光部设置于所述气流孔

的外沿，所述挡光部的下端将所述气流孔遮挡。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塔状除臭杀菌灯，其特征在于，所述挡光部为弧形件或直板件，

所述挡光部的任意一端或两端连接于所述气流孔的孔沿。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塔状除臭杀菌灯，其特征在于，所述挡光部的挡光部下端点与对

应的所述气流孔的气流孔下端点的连线与水平面平行。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塔状除臭塔状除臭杀菌灯，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装置包括为所

述臭氧紫外灯、所述臭氧还原紫外灯和所述风机提供电力的整流器，和控制所述臭氧紫外

灯、所述臭氧还原紫外灯和所述整流器的工作状态的控制板。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塔状除臭杀菌灯，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板上设置有延时开关、

定时开关或光敏开关中的一种或多种。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塔状除臭塔状除臭杀菌灯，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板还安装有遥

控接收装置、WIFI模块、可调时间设定装置或人体感应装置中的一种或多种。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塔状除臭杀菌灯，其特征在于，所述臭氧紫外灯的灯管为螺旋

状。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塔状除臭杀菌灯，其特征在于，所述臭氧还原紫外灯的灯管为螺

旋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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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塔状除臭杀菌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塔状除臭杀菌灯。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衣柜、鞋柜作为家居装饰及存放衣物的生活必备家具，给人们的生活带

来了方便，但同时也带来一些麻烦。例如梅雨季节，空气潮湿，衣柜、鞋柜容易受潮从而发

霉，霉菌很容易附在衣柜的衣服或者鞋柜的鞋子上，留下黑色斑点或者难闻的气味，不但造

成衣服鞋子的损坏，更令人烦恼的是容易滋生细菌、真菌等，其病菌和臭味大大破坏了家居

环境。但是衣柜、鞋柜等家具体积大，不易移动，同时也是木制品，清洗消毒衣柜很不方便。

[0003] 因此，目前市场上亟需一种方便且安全有效地对家居用品进行杀菌除臭的工具。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塔状除臭杀菌灯。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塔状除臭杀菌灯，包括壳体、臭氧紫外灯、臭氧还原紫外灯、控制装置、支撑架、紫

外防护罩和风机；所述壳体的顶端面设置有出风孔，且所述壳体的底部设有与所述出风孔

相对且相通的进风孔；所述臭氧紫外灯和所述臭氧还原紫外灯分别竖直安装于所述壳体的

顶端面，且所述臭氧紫外灯和/或所述臭氧还原紫外灯的表面涂覆有光触媒纳米二氧化钛

层；所述控制装置安装于所述壳体内，并与所述臭氧紫外灯和所述臭氧还原紫外灯电连接，

其控制所述臭氧紫外灯和所述臭氧还原紫外灯的工作状态；所述支撑架呈塔状，并架设于

所述壳体上，且其支撑架与所述壳体形成的支撑空间容纳有所述臭氧紫外灯和所述臭氧还

原紫外灯；  所述紫外防护罩呈塔状，其围罩在所述支撑架的外周；所述紫外防护罩设置有

不少于2个的气流孔，所述气流孔的孔沿设有阻挡紫外线直射的挡光部；所述风机安装在所

述壳体内，其下方设置有进风口，与所述进风孔对应安装；所述风机的上方设置有出风口，

与所述出风孔对应安装。

[0006] 优选的，所述挡光部设置于所述气流孔的外沿，所述挡光部的下端将所述气流孔

遮挡。

[0007] 优选的，所述挡光部为弧形件或直板件，所述挡光部的任意一端或两端连接于所

述气流孔的孔沿。

[0008] 优选的，所述挡光部的挡光部下端点与对应的所述气流孔的气流孔下端点的连线

与水平面平行。

[0009] 优选的，所述控制装置包括为所述臭氧紫外灯、所述臭氧还原紫外灯和所述风机

提供电力的整流器，和控制所述臭氧紫外灯、所述臭氧还原紫外灯和所述整流器的工作状

态的控制板。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控制板上设置有延时开关、定时开关或光敏开关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控制板还安装有遥控接收装置、WIFI模块、可调时间设定装置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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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感应装置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2] 优选的，所述臭氧紫外灯的灯管为螺旋状。

[0013] 进一步的，所述臭氧还原紫外灯的灯管为螺旋状。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1、紫外防护罩上具有光封闭结构的气流孔，使流经除臭杀菌灯内部的气体自由出入的

同时，紫外光不会直射出来。

[0015] 2、紫外防护罩的塔状结构和风机的结合，在消毒过程中能有效加速待消毒空间内

的气流循环，提升除臭杀菌的效率，除臭杀菌结束后也可以通过加速气流循环来加速富余

臭氧的无害还原处理，在体现同等杀菌除臭效果的前提下，能有效缩小除臭杀菌灯的体积。

附图说明

[0016]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本发

明的示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不当限定。

[0017] 图1是本发明的正视图；

图2是本发明挡光部第一实施例的截面图；

图3是本发明挡光部第二实施例的截面图；

图4是本发明的爆炸图；

图5是臭氧随时间衰减曲线图。

[0018] 其中：1-壳体；11-出风孔；12-进风孔；2-臭氧紫外灯；3-臭氧还原紫外灯；4-控制

装置；41-整流器；42-控制板；421-延时开关；5-支撑架；6-紫外防护罩；61-气流孔；挡光部

611；7-风机；71-出风口；72-进风口；A-挡光部下端点；B-气流孔下端点。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一种塔状除臭杀菌灯，包括壳体1、臭氧紫外灯2、臭氧还原紫外灯3、控制装置4、支

撑架5、紫外防护罩6和风机7；所述壳体1的顶端面设置有出风孔11，且所述壳体1的底部设

有与所述出风孔11相对且相通的进风孔12；所述臭氧紫外灯2和所述臭氧还原紫外灯3分别

竖直安装于所述壳体1的顶端面，且所述臭氧紫外灯2和/或所述臭氧还原紫外灯3的表面涂

覆有光触媒纳米二氧化钛层；所述控制装置4安装于所述壳体1内，并与所述臭氧紫外灯2和

所述臭氧还原紫外灯3电连接，其控制所述臭氧紫外灯2和所述臭氧还原紫外灯3的工作状

态；所述支撑架5呈塔状，并架设于所述壳体1上，且其支撑架5与所述壳体1形成的支撑空间

容纳有所述臭氧紫外灯2和所述臭氧还原紫外灯3；  所述紫外防护罩6呈塔状，其围罩在所

述支撑架5的外周；所述紫外防护罩6设置有不少于2个的气流孔61，所述气流孔61的孔沿设

有阻挡紫外线直射的挡光部611；所述风机7安装在所述壳体1内，其下方设置有进风口71，

与所述进风孔12对应安装；所述风机7的上方设置有出风口72，与所述出风孔11对应安装。

[0020] 所述臭氧紫外灯2工作时通过紫外线对塔状除臭杀菌灯附近空气中的细菌和微生

物等进行杀菌灭活处理；释放高浓度的臭氧，扩散到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对空间进行主动杀

菌和除味处理；还通过紫外线光催化纳米二氧化钛对有机污染气体进行分解净化除味。所

述臭氧还原紫外灯3工作时，一方面通过紫外线对附近空气中的细菌和微生物等作进一步

的进行杀菌灭活处理，另一方面还对流经所述臭氧还原紫外灯3附近的空气中的富余臭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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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无害还原处理，以确保消毒过程结束后空间内无剩余臭氧。整个消毒过程塔状除臭杀

菌灯在所述控制装置4的自动控制下先开所述臭氧紫外灯2进行消毒，臭氧消毒过程结束后

关闭所述臭氧紫外灯2，然后自动打开所述臭氧还原紫外灯3，对空间进行进一步的紫外消

毒和臭氧还原处理。

[0021] 所述支撑架5和所述壳体1形成的支撑空间用于保护灯管免受撞击，防止灯管破

碎。

[0022] 所述臭氧紫外灯2利用185纳米波段的紫外线来产生臭氧，其机理如下：

消毒杀菌完成后，所述臭氧还原紫外灯3利用254纳米波段的紫外线处理富余的臭氧，

其机理如下：

如图5所示，浅色曲线是臭氧在254纳米紫外还原灯的作用下的时间衰减曲线，深色曲

线是臭氧在自然状态下的时间衰减曲线，可以看出，臭氧在254纳米紫外还原灯的作用下衰

减时间急剧缩短。

[0023] 所述紫外防护罩6上具有光封闭结构的所述气流孔61，使流经除臭塔状除臭杀菌

灯内部的气体可以在所述气流孔61自由出入，且其外沿设置有挡光部611，使紫外光不会直

射出来从而对用户造成伤害。

[0024] 如图4所示，所述风机7用于消毒过程中加速待消毒空间内的气流循环，提升消毒

杀菌的效率，消毒结束后也可以通过加速气流循环来加速富余臭氧的无害还原处理。

[0025] 优选的，所述挡光部611设置于所述气流孔61的外沿，所述挡光部611的下端将所

述气流孔61遮挡。

[0026] 优选的，所述挡光部611为弧形件或直板件，所述挡光部611的任意一端或两端连

接于所述气流孔61的孔沿。

[0027] 如图2~3所示，所述挡光部611阻止了紫外光的外协，而又能确保气流换气的速率，

保证了杀菌效果。

[0028] 优选的，所述挡光部611的挡光部下端点A与对应的所述气流孔61的气流孔下端点

B的连线与水平面平行。

[0029] 如图2~3所示，若所述挡光部下端点A与对应的所述气流孔下端点B的连线与水平

面平行的话，可以最大限度的挡住紫外线的外泄，而又不影响空气流通的效果。

[0030] 优选的，所述控制装置4包括为所述臭氧紫外灯2、所述臭氧还原紫外灯3和所述风

机7提供电力的整流器41，和控制所述臭氧紫外灯2、所述臭氧还原紫外灯3和所述整流器41

的工作状态的控制板42。

[0031] 进一步的，所述控制板42上设置有延时开关421、定时开关或光敏开关中的一种或

多种。

[0032] 和现有产品开关都需要用户操作相比，使用本发明用户只需在开启的时候通过所

述延时开关421、定时开关或光敏开关操作一次，后续无需监管，能自动停止。

[0033] 进一步的，所述控制板42还安装有遥控接收装置、WIFI模块、可调时间设定装置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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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感应装置中的一种或多种。

[0034] 安装所述遥控接收装置后，用户可以在一定距离内遥控操作塔状除臭杀菌灯，方

便快捷，减少近距离接触紫外线所带来的伤害。

[0035] 安装所述WIFI模块，使用户可以通过APP控制软件来远程操控塔状除臭杀菌灯的

工作状态。

[0036] 安装所述可调时间设定装置，用户可以根据消毒空间的大小及污染程度来自行设

定臭氧消毒杀菌过程的时间和臭氧无害还原过程的时间。

[0037] 安装所述人体感应装置，如果消毒过程中用户误入消毒空间，塔状除臭杀菌灯可

以立即停止工作，并通过声光信号报警，提醒用户远离消毒空间，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安全性

能。

[0038] 优选的，所述臭氧紫外灯2的灯管为螺旋状。

[0039] 当所述臭氧紫外灯2的灯管为螺旋状时，在发出同等紫外线量的情况下，能有效缩

小塔状除臭杀菌灯的高度或体积。

[0040] 进一步的，所述臭氧还原紫外灯3的灯管为螺旋状。

[0041] 当所述臭氧还原紫外灯3的灯管为螺旋状时，在发出同等紫外线量的情况下，能有

效缩小塔状除臭杀菌灯的高度或体积。

[0042] 下面详细解释本发明的工作过程：

将本发明置于待消毒除味的空间，接通电源（可以是锂电池供电或者交流供电）后，塔

状除臭杀菌灯进入待机状态，按下机器延时开关，塔状除臭杀菌灯延时3~5秒后开始工作；

或者操作遥控器上的开关，或者APP控制软件上的开关，塔状除臭杀菌灯立即开始工作。本

发明工作过程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消毒杀菌阶段，所述控制装置4启动所述臭氧紫外灯

2和所述风机7，外部环境中的空气在所述风机7的驱动下，从本发明的所述进风孔12进入，

然后从本发明的所述出风孔11流出，然后经所述臭氧紫外灯2和所述臭氧还原灯4，再经所

述紫外防护罩6上的所述气流孔61排出到外部环境中，空气流经紫外光照区，其中的细菌病

毒和微生物被紫外光快速灭活，失去繁衍能力，最后处理过的空气携带所述臭氧紫外灯2产

生的高浓度臭氧进入外部环境中，通过气体的对流和扩散效应对整个封闭空间进行全方位

的消毒杀菌处理，臭氧杀菌过程结束后，所述控制装置4自动控制本发明进入工作过程的第

二阶段，即便富余臭氧无害还原阶段，所述控制装置4关闭所述臭氧紫外灯2，打开所述臭氧

还原紫外灯3，所述风机7继续工作，塔状除臭杀菌灯开始一方面对前面消毒杀菌过程产生

的富余臭氧进行还原处理，另外一方面继续对流经塔状除臭杀菌灯的空气进行紫外杀菌处

理，直至还原过程结束，整个塔状除臭杀菌灯自动停止工作。在两个工作阶段中，所述臭氧

紫外灯2和/或所述臭氧还原紫外灯3表面所涂覆的光触媒纳米二氧化钛层在紫外线的照射

下，能同时催化空气中甲醛等有机气体的分解，达到除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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