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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优化组合多维空气净化除菌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优化组合多维空气净

化除菌装置。所述优化组合多维空气净化除菌装

置包括外壳、初级过滤器、高效过滤器、脉冲电场

净化装置、空气质量传感器、风机、电控装置和脉

冲电场消毒装置。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优化组合多

维空气净化除菌装置，使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分级

处理，有序通过不同能级的分电场，从而有效杀

灭空气中的病毒、真菌及细菌等微生物并有效裂

解空气中的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等有害气体，它可

提供对人体有益的负氧离子，增氧清新，清除异

味。最后，经过上述净化处理装置的空气从装置

的出风口进入室内。通过上述优化组合的多因素

处理，达到去除室内空气中的PM2.5细颗粒物、传

染性微生物以及甲醛和笨等对人体有害的挥发

性有机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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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优化组合多维空气净化除菌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外壳，所述外壳的两侧分别设有室内空气进风口和洁净气体出风口；

初级过滤器，所述初级过滤器设置在所述外壳内；

高效过滤器，所述高效过滤器设置在所述外壳内；

脉冲电场净化装置，所述脉冲电场净化装置设置在所述外壳内；

空气质量传感器，所述空气质量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外壳内；

风机，所述风机设置在所述外壳内；

电控装置，所述电控装置设置在所述外壳内；

脉冲电场消毒装置，所述脉冲电场消毒装置设置在所述外壳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优化组合多维空气净化除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初级过滤

器为活性炭网。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优化组合多维空气净化除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脉冲电场

净化装置内设置有多个电极丝和多个极板，所述电极丝与所述极板对应设置，每个所述极

板与每个所述电极丝依次间隔地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优化组合多维空气净化除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风机、所

述空气质量传感器、所述脉冲电场净化装置、所述脉冲电场消毒装置均与所述电控装置电

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优化组合多维空气净化除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室内空气

进风口和所述洁净气体出风口上均设有尼龙网布。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优化组合多维空气净化除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室内空气

进风口和所述洁净气体出风口上均设有多个尼龙网布固定装置，所述尼龙网布固定装置用

于对所述尼龙网布进行固定安装。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优化组合多维空气净化除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尼龙网布

固定装置包括固定座，所述固定座个与所述外壳固定连接，所述固定座上开设有卡槽，所述

固定座上转动安装有转动座，所述转动座上开设有安装缺口，所述安装缺口与所述尼龙网

布相适配，所述转动座上开设有通孔，所述通孔内滑动安装有卡杆，所述卡杆的一端延伸至

所述卡槽内，所述卡杆的另一端延伸至所述通孔外并固定安装有把手，所述卡杆上套设有

弹簧，所述弹簧的一端与所述把手固定连接，所述弹簧的另一端与所述转动座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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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优化组合多维空气净化除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空气净化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优化组合多维空气净化除菌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人体每分钟要进行12‑20次左右的呼吸、空气交换量达6—9升。呼吸一旦停止，生

命也就停止。可见呼吸对人体健康有多么重要。但是，现代人类生活环境中，由于工业废气、

汽车尾气的排放以及路面扬尘和各种建材应用、室内装潢、办公用品、家电等各种因素的综

合作用，导致空气中有害物质严重超标，影响人体健康。常见的室内污染物包括甲醛、苯、

氨、放射性氡、TVOC、颗粒物、细菌、病毒、油烟等物质，随着污染程度加剧，人体会产生亚健

康反应甚至威胁到生命安全。

[0003] 加之现代人类，在室内度过的时间越来越多。随着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更加现代化，

更多的工作和文娱体育活动都可在室内进行,购物也不必每天上街,舒适的室内微小气候

使人们不必经常到户外去活动，人们每天的室内活动时间可高达80％以上。因此，室内空气

质量对人体健康的关系就显得更加密切、更加重要。尤其是老、幼、病、残等体弱人群、机体

抵抗力较低、户外活动机会减少，室内空气质量的好坏对他们的健康更为重要。

[0004]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新的优化组合多维空气净化除菌装置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净化和消除室内甲醛、苯系物、可吸入

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细菌、病毒等系列有害物质，清除异味，清新空气，有效改善室内空

气环境的优化组合多维空气净化除菌装置。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优化组合多维空气净化除菌装置包括：

[0007] 外壳，所述外壳的两侧分别设有室内空气进风口和洁净气体出风口；

[0008] 初级过滤器，所述初级过滤器设置在所述外壳内；

[0009] 高效过滤器，所述高效过滤器设置在所述外壳内；

[0010] 脉冲电场净化装置，所述脉冲电场净化装置设置在所述外壳内；

[0011] 空气质量传感器，所述空气质量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外壳内；

[0012] 风机，所述风机设置在所述外壳内；

[0013] 电控装置，所述电控装置设置在所述外壳内；

[0014] 脉冲电场消毒装置，所述脉冲电场消毒装置设置在所述外壳内。

[0015] 优选的，所述初级过滤器为活性炭网。

[0016] 优选的，所述脉冲电场净化装置内设置有多个电极丝和多个极板，所述电极丝与

所述极板对应设置，每个所述极板与每个所述电极丝依次间隔地设置。

[0017] 优选的，所述风机、所述空气质量传感器、所述脉冲电场净化装置、所述脉冲电场

消毒装置均与所述电控装置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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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优选的，所述室内空气进风口和所述洁净气体出风口上均设有尼龙网布。

[0019] 优选的，所述室内空气进风口和所述洁净气体出风口上均设有多个尼龙网布固定

装置，所述尼龙网布固定装置用于对所述尼龙网布进行固定安装。

[0020] 优选的，所述尼龙网布固定装置包括固定座，所述固定座个与所述外壳固定连接，

所述固定座上开设有卡槽，所述固定座上转动安装有转动座，所述转动座上开设有安装缺

口，所述安装缺口与所述尼龙网布相适配，所述转动座上开设有通孔，所述通孔内滑动安装

有卡杆，所述卡杆的一端延伸至所述卡槽内，所述卡杆的另一端延伸至所述通孔外并固定

安装有把手，所述卡杆上套设有弹簧，所述弹簧的一端与所述把手固定连接，所述弹簧的另

一端与所述转动座固定连接。

[0021]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优化组合多维空气净化除菌装置具有如下

有益效果：

[0022] ①能对室内空气进行消毒净化，可高效杀灭细菌、病毒、真菌等病原微生物，切断

微生物空气传播途径；

[0023] ②能降解空气中的甲醛、苯系物、TVOC等有机污染物和清除异味；

[0024] ③能有效清除空气中的PM2.5等细颗粒物，消除细颗粒物对机体健康的不良影响；

[0025] ④能释放大量对人体有益的负氧离子，使室内空气更加清新，适合用于家庭、医

院、办公、酒店等各种环境。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优化组合多维空气净化除菌装置的一种较佳实施例的结

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优化组合多维空气净化除菌装置的第二实施例的结构示

意图；

[0028] 图3为图2所示的A部放大示意图。

[0029] 图中标号：1、外壳，2、室内空气进风口，3、初级过滤器，4、高效过滤器，5、脉冲电场

净化装置，6、空气质量传感器，7、风机，  8、电控装置，9、脉冲电场消毒装置，10、洁净气体出

风口，11、尼龙网布，12、固定座，13、卡槽，14、转动座，15、安装缺口，16、通孔，17、卡杆，18、

把手，19、弹簧。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31] 第一实施例：

[0032] 请结合参阅图1‑图3，在本实用新型的第一实施例中，优化组合多维空气净化除菌

装置包括：

[0033] 外壳1，所述外壳1的两侧分别设有室内空气进风口2和洁净气体出风口10；

[0034] 初级过滤器3，所述初级过滤器3设置在所述外壳1内；

[0035] 高效过滤器4，所述高效过滤器4设置在所述外壳1内，高效过滤器4用于过滤空气

中细小颗粒物及部分化学有机物；

[0036] 脉冲电场净化装置5，所述脉冲电场净化装置5设置在所述外壳  1内，脉冲电场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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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装置5针对空气中的可吸入颗粒物和苯系物、甲醛、氨、挥发性有机物等化学有机物进行

降解净化；

[0037] 空气质量传感器6，所述空气质量传感器6设置在所述外壳1内，空气质量传感器6

用于实时监测室内空气质量状况；

[0038] 风机7，所述风机7设置在所述外壳1内，风机7为驱使室内空气循环流通的动力设

备，它将空气从进风口2引入，经过机体1内部的初级过滤器3、高效过滤器4、脉冲电场净化

装置5、脉冲电场消毒装置9作用后，最终由出风口10排出洁净气体；

[0039] 电控装置8，所述电控装置8设置在所述外壳1内；

[0040] 脉冲电场消毒装置9，所述脉冲电场消毒装置9设置在所述外壳  1内，脉冲电场消

毒装置9主要是对空气中的细菌、病毒、霉菌等微生物进行消毒灭菌，防止交叉感染。

[0041] 所述脉冲电场净化装置5和所述脉冲电场消毒装置9主要是利用脉冲电场技术，产

生脉冲电场场，利用脉冲电场场中的高能电子、羟基、自由基、活性氧原子等活性粒子，对空

气中的苯系物、甲醛、挥发性有机物等化学污染物，消杀细菌、病毒，清新空气。

[0042] 所述多维空气净化除菌装置可为落地式、台式、吊顶式或壁挂式结构。

[0043] 所述初级过滤器3为活性炭网，过滤空气中的颗粒物及异味气体。

[0044] 所述脉冲电场净化装置5内设置有多个电极丝和多个极板，所述电极丝与所述极

板对应设置，每个所述极板与每个所述电极丝依次间隔地设置。

[0045] 所述风机7、所述空气质量传感器6、所述脉冲电场净化装置5、所述脉冲电场消毒

装置9均与所述电控装置8电连接。

[0046] 所述室内空气进风口2和所述洁净气体出风口10上均设有尼龙网布11。

[0047] 所述室内空气进风口2和所述洁净气体出风口10上均设有多个尼龙网布固定装

置，所述尼龙网布固定装置用于对所述尼龙网布11  进行固定安装。

[0048] 所述尼龙网布固定装置包括固定座12，所述固定座个2与所述外壳1固定连接，所

述固定座12上开设有卡槽13，所述固定座12  上转动安装有转动座14，所述转动座14上开设

有安装缺口15，所述安装缺口15与所述尼龙网布11相适配，所述转动座14上开设有通孔16，

所述通孔16内滑动安装有卡杆17，所述卡杆17的一端延伸至所述卡槽13内，所述卡杆17的

另一端延伸至所述通孔16外并固定安装有把手18，所述卡杆17上套设有弹簧19，所述弹簧

19的一端与所述把手18固定连接，所述弹簧19的另一端与所述转动座14 固定连接。

[0049]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优化组合多维空气净化除菌装置的工作原理如下：

[0050] 通过风机装置作用，使室内空气从进风口进入，经过过滤装置的作用，将空气中的

大部分颗粒物及有机物过滤，然将被过滤的空气经过脉冲电场净化装置和脉冲电场消毒装

置作用，利用装置产生的高能电子、羟基、自由基、活性氧原子等活性粒子，对空气中的挥发

性有机物、甲醛、苯系物等化学有机物充分降解净化，同时对细菌、病毒、霉菌等微生物进行

消杀。最终由机体出风口输出洁净空气，室内空气经过装置多次循环处理后，从而使得房间

内空气的各项指标均控制在合格的范围内，达到对室内空气进行消毒净化的目的，同时脉

冲电场消毒装置释放大量的负氧离子，从而使室内空气更加清新。

[0051]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优化组合多维空气净化除菌装置具有如下

有益效果：

[0052] ①能对室内空气进行消毒净化，可高效杀灭细菌、病毒、真菌等病原微生物，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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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空气传播途径；

[0053] ②能降解空气中的甲醛、苯系物、TVOC等有机污染物和清除异味；

[0054] ③能有效清除空气中的PM2.5等细颗粒物，消除细颗粒物对机体健康的不良影响；

[0055] ④能释放大量对人体有益的负氧离子，使室内空气更加清新，适合用于家庭、医

院、办公、酒店等各种环境。

[0056] 第二实施例：

[0057] 基于本申请的第一实施例提供的优化组合多维空气净化除菌装置，本申请的第二

实施例提出另一种优化组合多维空气净化除菌装置。第二实施例仅仅是第一实施例的优选

的方式，第二实施例的实施对第一实施例的单独实施不会造成影响。

[005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的第二实施例作进一步说明。

[0059] 请结合参阅图2，本实施例与第一实施例的区别在于，

[0060]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

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

其它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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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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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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