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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光催化及可逆吸附

的空气净化方法，可逆吸附组件可先行吸附一定

量的空气中的污染物，以使经过光催化组件的空

气中的污染物浓度下降，后续通过通入的空气中

如包含沸点更高的不同污染物或浓度更低的同

种污染物时，可促使可逆吸附组件中所吸附的污

染物进行脱附，在后续对空气中的污染物继续进

行光触媒催化，从而保证了空气净化装置对所有

的污染物进行更加有效的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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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光催化和可逆吸附的空气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吸入空气净化装置中的

前道空气和后道空气中的污染物为同种污染物或不同种污染物；所述空气净化方法包括如

下步骤：

（1）提供一空气净化装置，其具有送风通道、可再生吸附剂以及光催化剂，所述送风通

道划分为沿空气输送方向依次设置的若干个层空间；

所述可再生吸附剂和所述光催化剂分别设于不同的所述层空间中，且所述可再生吸附

剂置于所述光催化剂的气流输入侧；或者，所述可再生吸附剂和所述光催化剂设于同一所

述层空间中；

（2）前道空气被吸入所述送风通道中，前道空气中的全部污染物吸附至所述可再生吸

附剂上；

或者，前道空气中的部分污染物吸附至所述可再生吸附剂上，另一部分污染物在光催

化剂的催化作用下分解并排出所述送风通道之外；

（3）后道空气中的全部污染物吸附至所述可再生吸附剂上；

或者，后道空气中的全部污染物吸附至所述可再生吸附剂上并置换前道空气中的污染

物，脱附的前道空气中的污染物在光催化剂的催化作用下分解并排出所述送风通道之外；

或者，后道空气中的部分污染物吸附至所述可再生吸附剂上，后道空气中的其余污染

物在光催化剂的催化作用下分解并排出所述送风通道之外；

或者，后道空气中的部分污染物吸附至所述可再生吸附剂上并置换前道空气中的污染

物，后道空气中的其余污染物和脱附的前道空气中的污染物在光催化剂的催化作用下分解

并排出所述送风通道之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当吸入空气净化装置中的前道空

气和后道空气中的污染物为同种污染物时，前道空气中污染物浓度高于后道空气中污染物

浓度；

当吸入空气净化装置中的前道空气和后道空气中的污染物为不同种污染物时，前道空

气中污染物沸点低于后道空气中污染物沸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的空气净化装置

中的可再生吸附剂和所述光催化剂设于同一所述层空间中时，其还包括对流经送风通道的

空气产生吸附作用的第二可逆吸附组件，所述第二可逆吸附组件包括第二可再生吸附剂，

所述第二可再生吸附剂和所述可再生吸附剂分别设于不同所述层空间中，且所述第二可再

生吸附剂置于所述可再生吸附剂的气流输入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可再生吸附剂和所述光催化

剂设于同一所述层空间中时，所述可再生吸附剂为固体吸附剂，所述光催化剂涂覆于部分

所述固体吸附剂表面。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部分所述可再生吸附剂与所述光

催化剂置于同一所述层空间中，部分所述可再生吸附剂与所述光催化剂置于不同所述层空

间中。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可再生吸附剂为可置换脱附

吸附剂。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可再生吸附剂采用活性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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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可再生吸附剂为固体，其收

纳于过滤结构中，所述过滤结构包括外框、过滤网A以及过滤网B，所述过滤网A和所述过滤

网B均撑紧于所述外框内侧，所述可再生吸附剂置于所述过滤网A和所述过滤网B之间。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光催化剂采用二氧化钛。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光催化剂的激发光源为紫

外灯、可见光灯或LED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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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光催化及可逆吸附的空气净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气净化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光催化及可逆吸附的空气净化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空气污染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汽车

尾气、家庭装修等常产生污染气体，例如甲醛、甲苯、二甲苯等有机污染物，例如NOX、SO2、

H2S、NH3等无机污染物，严重影响空气环境，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

[0003] 光催化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空气净化装置领域，光催化是一种以纳米级二氧化钛

为代表的具有光催化功能的光半导体材料的总称，它涂布于基材表面，在紫外光及可见光

的作用下，产生强烈催化降解功能：能有效地降解空气中有毒有害气体；能有效杀灭多种细

菌，并能将细菌或真菌释放出的毒素分解及无害化处理；同时还具备除甲醛、除臭、抗污、净

化空气等功能。由于空气中的污染物的浓度不是恒定的，而空气净化装置一经设定后其处

理效率基本上是恒定的，当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在某一时刻忽然增大时，空气净化装置无

法对所有的污染物进行有效净化，导致污染物再次排出至空气中。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基于光催化及可逆吸附的空气净化装置，可将空气中的

部分或全部污染物暂时吸附于可再生吸附剂中，后续再将吸附于可再生吸附剂中的污染物

解吸，实现分阶段的光催化处理，进而在空气净化装置效率一定的情况下，对所有污染物进

行更加有效的净化。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基于光催化和可逆吸附的空气

净化方法，吸入空气净化装置中的前道空气和后道空气中的污染物为同种污染物或不同种

污染物；所述空气净化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提供一空气净化装置，其具有送风通道、可再生吸附剂以及光催化剂，所述送风通

道划分为沿空气输送方向依次设置的若干个层空间；

所述可再生吸附剂和所述光催化剂分别设于不同的所述层空间中，且所述可再生吸附

剂置于所述光催化剂的气流输入侧；或者，所述可再生吸附剂和所述光催化剂设于同一所

述层空间中；

（2）前道空气被吸入所述送风通道中，前道空气中的全部污染物吸附至所述可再生吸

附剂上；

或者，前道空气中的部分污染物吸附至所述可再生吸附剂上，另一部分污染物在光催

化剂的催化作用下分解并排出所述送风通道之外；

（3）后道空气中的全部污染物吸附至所述可再生吸附剂上；

或者，后道空气中的全部污染物吸附至所述可再生吸附剂上并置换前道空气中的污染

物，脱附的前道空气中的污染物在光催化剂的催化作用下分解并排出所述送风通道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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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后道空气中的部分污染物吸附至所述可再生吸附剂上，后道空气中的其余污染

物在光催化剂的催化作用下分解并排出所述送风通道之外；

或者，后道空气中的部分污染物吸附至所述可再生吸附剂上并置换前道空气中的污染

物，后道空气中的其余污染物和脱附的前道空气中的污染物在光催化剂的催化作用下分解

并排出所述送风通道之外。

[0006] 上文中，所述吸入空气净化装置中的前道空气和后道空气是指进入空气净化装置

中的待处理空气，根据进入的前后顺序，定义为前道空气和后道空气。

[0007] 优选的，当吸入空气净化装置中的前道空气和后道空气中的污染物为同种污染物

时，前道空气中污染物浓度高于后道空气中污染物浓度；

当吸入空气净化装置中的前道空气和后道空气中的污染物为不同种污染物时，前道空

气中污染物沸点低于后道空气中污染物沸点。

[0008] 优选的，所述步骤(1)中的空气净化装置中的可再生吸附剂和所述光催化剂设于

同一所述层空间中时，其还包括对流经送风通道的空气产生吸附作用的第二可逆吸附组

件，所述第二可逆吸附组件包括第二可再生吸附剂，所述第二可再生吸附剂和所述可再生

吸附剂分别设于不同所述层空间中，且所述第二可再生吸附剂置于所述可再生吸附剂的气

流输入侧。

[0009]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可再生吸附剂和所述光催化剂设于同一所述层空间中时，

所述可再生吸附剂为固体吸附剂，所述光催化剂涂覆于部分所述固体吸附剂表面。

[0010] 上述技术方案中，部分所述可再生吸附剂与所述光催化剂置于同一所述层空间

中，部分所述可再生吸附剂与所述光催化剂置于不同所述层空间中。

[0011]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可再生吸附剂为可置换脱附吸附剂。

[0012]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可再生吸附剂采用活性炭。

[0013]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可再生吸附剂为固体，其收纳于过滤结构中，所述过滤结构

包括外框、过滤网A以及过滤网B，所述过滤网A和所述过滤网B均撑紧于所述外框内侧，所述

可再生吸附剂置于所述过滤网A和所述过滤网B之间。

[0014]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光催化剂采用二氧化钛。

[0015]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光催化剂涂覆于孔板表面。

[0016]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光催化剂的激发光源为紫外灯或可见光灯。

[0017]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光催化剂的激发光源采用LED灯。

[0018] 由于上述技术方案运用，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下列优点：

（1）本发明公开的基于光催化及可逆吸附的空气净化方法，可逆吸附组件可先行吸附

一定量的空气中的污染物，从而缓解了后道的光触媒处理压力，起到了缓冲的作用，不仅可

以延长光触媒的处理时间，而且提高了光触媒的处理效果，实验发现，该方法具有显著的效

果；

（2）本发明的可逆吸附组件先行吸附空气中的污染物，使经过光催化组件的空气中的

污染物浓度下降，当后续通过通入的空气中如包含沸点更高的不同污染物或浓度更低的同

种污染物时，可促使可逆吸附组件中所吸附的污染物进行脱附，在后续对空气中的污染物

继续进行光触媒催化，从而保证了空气净化装置对所有的污染物进行更加有效的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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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一公开的空气净化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一公开的空气净化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其中，110、壳体；121、光催化剂；122、孔板；131、可再生吸附剂；132、外框；133、过

滤网A；134、过滤网B；140、激发光源；

210、壳体；221、光催化剂；231、第一可再生吸附剂；232、第一外框；233、过滤网A；234、

过滤网B；241、第二可再生吸附剂；242、第二外框；243、过滤网C；244、过滤网D；250、激发光

源。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实施例一

参见图1所示，如其中的图例所示：一种基于光催化及可逆吸附的空气净化装置，包括

设有送风通道的壳体110、驱动空气流经送风通道的风机组件（图中未视出）以及对流经送

风通道的空气产生催化作用的光催化组件，送风通道划分为沿空气输送方向依次设置的若

干层空间，上述光催化组件包括光催化剂121；

其中，还包括对流经上述送风通道的空气产生吸附作用的可逆吸附组件，该可逆吸附

组件包括可再生吸附剂131，其中，可再生吸附剂131和光催化剂121分别设于不同层空间

中，且可再生吸附剂131置于所述光催化剂121的气流输入侧。

[0022] 一种实施方式中，可再生吸附剂131为可置换脱附吸附剂。

[0023] 一种实施方式中，可再生吸附剂131采用活性炭。

[0024] 一种实施方式中，可再生吸附剂131为固体，其收纳于过滤结构中，该过滤结构包

括外框132、过滤网A133以及过滤网B134，过滤网A133和过滤网B134均撑紧于外框132内侧，

可再生吸附剂131置于过滤网A133和过滤网B134之间。

[0025] 一种实施方式中，光催化剂121采用二氧化钛。

[0026] 一种实施方式中，光催化剂121涂覆于孔板122表面。

[0027] 一种实施方式中，光催化剂121的激发光源140为紫外灯或可见光灯。

[0028] 一种实施方式中，光催化剂121的激发光源采用LED灯。

[0029] 下面介绍采用上述空气净化装置的空气净化方法，其中，吸入空气净化装置中的

前道空气和后道空气中的污染物为同种污染物且前道空气中污染物浓度高于后道空气中

污染物浓度，或者吸入空气净化装置中的前道空气和后道空气中的污染物为不同种污染物

且前道空气中污染物沸点低于后道空气中污染物沸点，

上述空气净化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前道空气被吸入所述送风通道中，前道空气中的全部污染物吸附至所述可再生吸

附剂上，或前道空气中的部分污染物吸附至所述可再生吸附剂上，另一部分污染物在光催

化剂的催化作用下分解并排出所述送风通道之外；

（2）后道空气中的全部污染物吸附至所述可再生吸附剂上，或后道空气中的全部污染

物吸附至所述可再生吸附剂上并置换前道空气中的污染物，脱附的前道空气中的污染物在

光催化剂的催化作用下分解并排出所述送风通道之外，或者后道空气中的部分污染物吸附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09126448 A

6



至所述可再生吸附剂上，后道空气中的其余污染物在光催化剂的催化作用下分解并排出所

述送风通道之外，或者后道空气中的部分污染物吸附至所述可再生吸附剂上并置换前道空

气中的污染物，后道空气中的其余污染物和脱附的前道空气中的污染物在光催化剂的催化

作用下分解并排出所述送风通道之外。

[0030] 实施例二

参见图2，如其中的图例所示：一种基于可逆吸附及光催化的空气净化装置，包括设有

送风通道的壳体210、驱动空气流经送风通道的风机组件（图中未视出）以及对流经送风通

道的空气产生催化作用的光催化组件，上述送风通道划分为沿空气输送方向依次设置的若

干层空间，上述光催化组件包括光催化剂221，

其中，还包括对流经送风通道的空气产生吸附作用的第一可逆吸附组件，该第一可逆

吸附组件包括第一可再生吸附剂231，其中，第一可再生吸附剂231和光催化剂221混设于同

一所述层空间中。

[0031] 一种实施方式中，第一可再生吸附剂231为固体吸附剂，光催化剂221涂覆于部分

固体吸附剂表面。

[0032] 一种实施方式中，空气净化装置还包括对流经送风通道的空气产生吸附作用的第

二可逆吸附组件，该第二可逆吸附组件包括第二可再生吸附剂241，第二可再生吸附剂241

和第一可再生吸附剂231分别设于不同层空间中，且第二可再生吸附剂241置于第一可再生

吸附剂231的气流输入侧。

[0033] 一种实施方式中，第一可再生吸附剂231为可置换脱附吸附剂。

[0034] 一种实施方式中，第二可再生吸附剂241为可置换脱附吸附剂。

[0035] 一种实施方式中，第一可再生吸附剂231采用活性炭。

[0036] 一种实施方式中，第二可再生吸附剂241采用活性炭。

[0037] 一种实施方式中，第一可再生吸附剂231为固体，其收纳于过滤结构中，过滤结构

包括第一外框232、过滤网A233以及过滤网B234，过滤网A233和过滤网B234均撑紧于第一外

框232内侧，第一可再生吸附剂231置于过滤网A233和过滤网B234之间。

[0038] 一种实施方式中，第二可再生吸附剂241为固体，其收纳于过滤结构中，过滤结构

包括第二外框242、过滤网C243以及过滤网D244，过滤网C243和过滤网D244均撑紧于第二外

框242内侧，第二可再生吸附剂241置于过滤网C243和过滤网D234之间。

[0039] 一种实施方式中，光催化剂221采用二氧化钛。

[0040] 一种实施方式中，光催化剂221涂覆于孔板表面。

[0041] 一种实施方式中，光催化剂221的激发光源250为紫外灯或可见光灯。

[0042] 一种实施方式中，光催化剂221的激发光源采用LED灯。

[0043] 下面介绍采用上述空气净化装置的空气净化方法，其中，吸入空气净化装置中的

前道空气和后道空气中的污染物为同种污染物且前道空气中污染物浓度高于后道空气中

污染物浓度，或者吸入空气净化装置中的前道空气和后道空气中的污染物为不同种污染物

且前道空气中污染物沸点低于后道空气中污染物沸点，

上述空气净化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前道空气被吸入所述送风通道中，前道空气中的全部污染物吸附至所述可再生吸

附剂上，或前道空气中的部分污染物吸附至所述可再生吸附剂上，另一部分污染物在光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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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剂的催化作用下分解并排出所述送风通道之外；

（2）后道空气中的全部污染物吸附至所述可再生吸附剂上，或后道空气中的全部污染

物吸附至所述可再生吸附剂上并置换前道空气中的污染物，脱附的前道空气中的污染物在

光催化剂的催化作用下分解并排出所述送风通道之外，或者后道空气中的部分污染物吸附

至所述可再生吸附剂上，后道空气中的其余污染物在光催化剂的催化作用下分解并排出所

述送风通道之外，或者后道空气中的部分污染物吸附至所述可再生吸附剂上并置换前道空

气中的污染物，后道空气中的其余污染物和脱附的前道空气中的污染物在光催化剂的催化

作用下分解并排出所述送风通道之外。

[0044]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

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

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本发明

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

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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