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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装置及其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消毒装置及其方法，包

括：主控单元；臭氧发生器，臭氧发生器通过电线

连接主控单元；臭氧分解器，臭氧分解器通过电

线连接主控单元。本发明通过臭氧发生器以及紫

外线臭氧检测装置等各功能模块互相协调，达到

安全易用，使用高浓度臭氧杀灭病毒细菌，同时

在消毒完后又可以在短时间内将臭氧清除，确保

用家不会暴露在高浓度臭氧的目的；同时当需要

消毒的物体为需要冷藏的物体时，还可以通过启

动制冷装置实现对消毒物质的保鲜不会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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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主控单元(1)；

臭氧发生器(2)，臭氧发生器(2)通过电线连接所述主控单元(1)；

臭氧分解器(3)，所述臭氧分解器(3)通过电线连接所述主控单元(1)。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臭氧检测器(4)，所述臭氧检测器

(4)通过电线连接所述主控单元(1)。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风扇运风系统(5)，所述风扇运风

系统(5)通过电线连接所述主控单元(1)。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制冷装置(6)，所述制冷装置(6)

通过电线连接所述主控单元(1)。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安全锁模块(7)，所述安全锁模块

(7)连接所述主控单元(1)。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计时模块(8)，所述计时模块(8)

连接或包括在所述主控单元(1)。

7.一种消毒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待消毒物质放进消毒装置；

S2：臭氧发生器(2)在主控单元(1)的控制下产生一定浓度的臭氧对消毒物质进行消

毒；

S3：臭氧检测器(4)对臭氧发生器(2)产生的臭氧浓度进行检测；

S4：消毒完消毒物质后臭氧分解器对消毒装置的臭氧进行分解。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消毒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1包括启动制冷装置(6)。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消毒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产生一定浓度的臭氧为通过计时

模块(8)设定一定时间。

10.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消毒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产生一定浓度的臭氧高于预设

浓度时，安全锁模块(7)锁紧消毒装置，用户不能打开；当臭氧浓度低于预设浓度时，安全锁

模块(7)失效，用户随时可以打开消毒装置。

11.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消毒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4还包括分解完的臭氧经过臭氧

消除器(5)进行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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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装置及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消毒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消毒装置及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

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2019冠状病毒病”，是指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导致的肺炎。预防新

冠肺炎的方法之一是对场所环境进行消毒。除此之外，一些常见的病菌，例如大肠杆菌、李

斯特菌、葡萄球菌等等，本装置都能有效杀灭。因此，消毒装置成为社会的迫切需求。

[0003] 现有技术中，消毒装置多种多样，但是现有的消毒装置基本上不能对快递、蔬果等

小物件进行特定地消毒，基本上仅能在大型公共场合使用，不能家庭使用。亦或者现有的消

毒装置操作较复杂，用户无法对其简单操作。又有一些例如单纯用紫外线的，因为有阴影效

应，大多数情况下不能全面有效杀灭病菌。

[0004] 因此，设计出一种能够对小物件进行有效消毒的消毒装置及其方法是业界亟待解

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能够对快递、衣物、食材等

小物件进行消毒，也可以作为大宗货品的储存消毒情处理，能够有效地预防各种细菌、真菌

及病毒。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消毒装置，包括：

主控单元；臭氧发生器，臭氧发生器通过电线连接所述主控单元；臭氧分解器，所述臭氧分

解器通过电线连接所述主控单元。

[0007] 进一步地，还包括臭氧检测器，所述臭氧检测器通过电线连接所述主控单元。

[0008] 进一步地，还包括风扇运风系统，所述风扇运风系统通过电线连接所述主控单元。

[0009] 进一步地，还包括制冷装置，所述制冷装置通过电线连接所述主控单元。

[0010] 进一步地，还包括安全锁模块，所述安全锁模块连接所述主控单元。

[0011] 进一步地，还包括计时模块，所述计时模块连接或包括在所述主控单元。

[0012] 进一步地，还包括紫外线臭氧检测装置，所述紫外线臭氧检测装置通过电线连接

所述主控单元。

[0013]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消毒方法，包括以下步骤：S1:消毒物质放置消毒装置；S2：臭

氧发生器在主控单元的控制下产生一定浓度的臭氧对消毒物质进行消毒；S3：紫外线臭氧

检测装置对臭氧发生器产生的臭氧浓度进行检测；S4：预定消毒时间到达后臭氧分解器对

消毒装置的臭氧进行分解；S5:当箱体内臭氧浓度达到安全标准时，安全锁自动解除锁定状

态。

[0014] 进一步地，步骤S1包括启动制冷装置。

[0015] 进一步地，步骤S2产生一定浓度的臭氧为通过计时模块设定一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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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进一步地，步骤S2还包括风扇运风系统，加快臭氧在箱体内扩散以达至全面消毒

目的。

[0017] 进一步地，步骤S2产生一定浓度的臭氧为通过臭氧检测器测定，并且步骤S2产生

一定浓度的臭氧高于预设浓度时，安全锁模块锁紧消毒装置，用户不能打开；当臭氧浓度低

于预设浓度时，安全锁模块解除锁定状态，用户随时可以打开消毒装置。

[0018] 进一步地，步骤S4还包括分解完的臭氧经过臭氧消除器进行消除。

[0019] 与现有的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0] 首先，通过臭氧发生器以及紫外线臭氧检测装置等各功能模块互相协调，达到安

全易用，使用高浓度臭氧杀灭病毒细菌，同时在消毒完后又可以在短时间内将臭氧清除，确

保用家不会暴露在高浓度臭氧的环境；其次，当需要消毒的物体为需要冷藏的物体时，还可

以通过启动制冷装置实现对消毒物质的保鲜不会变质；接着，本系统也可以作为医疗废物

消毒的前处理；最后，本系统在适当的倍大之后，也可以作为食品长期储存的前消毒处理。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消毒装置的功能模块化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发明消毒装置的结构简化示意图；

[0022] 其中，附图中符号简单说明如下：

[0023] 1～主控单元；2～臭氧发生器；3～臭氧分解器；4～臭氧检测器；5～风扇运风系

统；6～制冷装置；7～安全锁模块；8～计时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了更充分理解本发明的技术内容，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进行说明，但

不局限于此。

[0025] 结合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消毒装置，包括：主控单元1，其为单片机或

嵌入式系统，主要作用是控制各功能部件和处理各种数据，系统控制可提供优质用户界面，

不需要任何专业培训也可以得到高效优质的消毒，从而方便使用者操控。该单片机上还设

有安全锁设定功能模块，可确保箱体内臭氧浓度高于安全标准是不能打开。并且可以有一

材质选择功能，例如要对一些废弃物的消毒处理，用户可以选择较高浓度的臭氧作消毒。臭

氧发生器2，臭氧发生器2通过电线连接主控单元1，臭氧发生器2原理是利用高压电离(或化

学、光化学反应)，使空气中的部分氧气分解聚合为臭氧，是氧的同素异形转变过程；亦可利

用电解水法获得。臭氧的不稳定性使其很难实现瓶装贮存，一般只能利用臭氧发生器现场

生产，随产随用。臭氧发生器的分类按臭氧产生的方式划分，臭氧发生器主要有三种：一是

高压放电式，二是紫外线照射式，三是电解式，本发明采用的是高压放电式。臭氧分解器3，

臭氧分解器3通过电线连接主控单元1，目前臭氧分解的方法有热分解法、电磁波辐射分解

法、药液吸收法和催化分解法本发明采用的是综合多种技术的创新高效分解方法。

[0026] 如图1所示，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还包括臭氧检测器4，臭氧检测器4通过电线

连接主控单元1，臭氧检测器4就是采用紫外线吸收法的原理，用稳定的紫外灯光源产生紫

外线经过臭氧吸收后，到达采样光电传感器。就能得出臭氧浓度大小。使用紫外线吸收法，

确保臭氧测量的浓度及精度可达致高安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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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如图1所示，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还包括风扇运风系统5，风扇运风系统5通过

电线连接主控单元1，本发明为风扇，其作用为将箱体内的臭氧调节均匀，高浓度时可有效

消毒，消毒后可有效地协同臭氧分解器将臭氧消除。

[0028] 如图1所示，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制冷装置6通过电线连接主控单元1，制冷装

置6采用了制冷片，也叫热电半导体制冷组件，帕尔贴等，是指一种分为两面，一面吸热，一

面散热，起到导热的贴片。

[0029] 如图1所示，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还包括安全锁模块7，安全锁模块7连接所述

主控单元1。当箱体内的臭氧浓度高于安全标准，安全锁模块7会紧锁不让用户开启，以达致

保证用户不会暴露于高浓度臭氧之下，提升了使用的安全性。

[0030] 如图1所示，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还包括计时模块8，计时模块8可以独立通过

电线连接或包括在主控单元1。

[0031] 如图1所示，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消毒方法，包括以下步骤：S1:消毒物质放置消毒

装置；S2：臭氧发生器在主控单元的控制下产生一定浓度的臭氧对消毒物质进行消毒；S3：

紫外线臭氧检测装置对臭氧发生器产生的臭氧浓度进行检测；S4：预定消毒时间到达后臭

氧分解器对消毒装置的臭氧进行分解；S5:当箱体内臭氧浓度达到安全标准时，安全锁自动

解除锁定状态。

[0032] 如图1所示，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步骤S1包括启动制冷装置6。

[0033] 如图1所示，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步骤S2产生一定浓度的臭氧为通过计时模块

8设定一定时间，通过计时模块8使得可自由设定消毒时间，即自行设定由待消毒物件放进

以致消毒完成后取出的时间。

[0034] 如图1所示，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步骤S2产生一定浓度的臭氧为通过臭氧检测

器4测定，并且步骤S2产生一定浓度的臭氧高于预设浓度时，安全锁模块7锁紧消毒装置，用

户不能打开；当臭氧浓度低于预设浓度时，安全锁模块解除锁定状态，用户随时可以打开消

毒装置。

[0035] 如图1所示，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步骤S4还包括分解完的臭氧经过臭氧消除器

5进行消除。

[0036] 本发明通过臭氧发生器2以及臭氧检测器4等各功能模块互相协调，达到安全易

用，使用高浓度臭氧杀灭病毒细菌，同时在消毒完后又可以在短时间内将臭氧清除，确保用

家不会暴露在高浓度臭氧的目的；同时当需要消毒的物体为需要冷藏的物体时，还可以通

过启动制冷装置6实现对消毒物质的保鲜不会变质。其中，主控单元1通过电线连接供电电

源主要提供电能。

[0037] 以上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举例说明本发明的构思，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发

明的构思下可以做出多种变形和变化，包括及不涵盖多种功能模块的增加或减少的不同组

合。这些变形和变化均包括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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