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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公共场所空气和人可

接触物体表面的消毒装置，包括：人体感应器，用

于探测是否有人，向控制器传递信号；第一机体，

所述第一机体两侧设有总进气口、总送气口，顶

部设有进气口、送气口，内部设有电机、空气净化

模块、空气隔离带，第一机体用于将外部空气吸

入进行过滤除异味和消毒后送回；第二机体，位

于所述第一机体顶部，所述第二机体底部设有进

气口、送气口，内部设有空气消毒模块、控制器，

第二机体用于对所有机体进行启停控制，在有人

时对第一机体吸入的空气进行持续消毒；第三机

体，由脉冲强光杀菌模块构成，用于在无人时对

空气和物体表面进行快速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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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公共场所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的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一机体，所述第一机体机箱两侧设有第一机体总进气口和第一机体总送气口，用作

将公共场所空气吸入第一机体，以及将最终完成净化消毒的空气送回公共场所的通道，所

述第一机体机箱内部设有电机，用于提供空气动力，将公共场所空气吸入和送回，所述第一

机体机箱内部设有空气净化模块，位于第一机体总进气口处，所述空气净化模块包括初效

过滤模块、活性炭模块、高效过滤模块，用于对吸入第一机体的空气进行过滤除异味，所述

第一机体机箱顶部设有第一机体送气口和第一机体进气口，用作和第二机体对接组合的法

兰，以及用作空气通道；

第二机体，位于所述第一机体顶部，所述第二机体机箱底部设有第二机体进气口和第

二机体送气口，用作和第一机体对接组合的法兰，以及用作空气通道，所述第二机体机箱内

部设有空气消毒模块，所述空气消毒模块包括紫外灯一光触媒一模块、等离子模块、紫外灯

二光触媒二模块，沿第二机体进气口朝第二机体送气口的方向布设，用于对第一机体吸入

的空气进行三次消毒，所述第二机体机箱内部设有控制器，和电机、空气消毒模块、第三机

体、人体感应器进行电连接，用于公共场所有人和无人两种情况不同消毒模式的启停控制，

所述人体感应器，独立安装在公共场所内，不与任何机体直接组合，用于向控制器传达公共

场所有人或无人的信号，当任意一台人体感应器传送有人信号时，控制器对第一机体和第

二机体下达持续运行命令，对公共场所空气进行持续净化和消毒；当全部人体感应器都传

递无人信号时，控制器向第一机体和第二机体下达延时运行180秒后停止的命令；

第三机体，独立安装在公共场所内，不与其它机体直接组合，所述第三机体由脉冲强光

杀菌模块构成，当全部人体感应器都探测到公共场所无人时，控制器向第三机体下达运行

一个消毒时段指令，且运行的消毒时段可以进行设置，下限为1分钟，上限5分钟，第三机体

每运行完一个消毒时段或当任意一台人体感应器探测到有人中断运行后，不会重复运行，

下次运行需要再次经历从有人到无人，第三机体在运行时，利用人员交替的短暂时间，对空

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进行快速消毒，当任意一台人体感应器探测到有人时，控制器会向

第三机体下达立刻停止运行的指令。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公共场所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的消毒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空气净化模块，由初效过滤模块、活性炭模块、高效过滤模块组成，所述初效过

滤模块位于第一机体总进风口处，所述活性炭模块位于初效过滤模块后面，所述高效过滤

模块位于活性炭模块后面。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公共场所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的消毒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紫外灯一和紫外灯二均为不产生臭氧且波长为253.7nm的UVC紫外灯，所述光

触媒一和光触媒二均为粒径3‑5nm的二氧化钛。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公共场所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的消毒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等离子模块为阵列式宽电离区等离子模块。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公共场所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的消毒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脉冲强光杀菌模块由无汞石英灯和脉冲驱动组成，辐照强度为15600μW/cm²，

波长220.1nm‑850.14nm。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公共场所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的消毒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控制器的程序设计，当任意一台人体感应器探测到公共场所有人时，第一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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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二机体开启持续运行，当全部人体感应器都探测到公共场所无人时，第一机体和第二

机体延时运行180秒后停止运行；当全部人体感应器都探测到公共场所无人时，第三机体开

启运行一个消毒时段，且运行的消毒时段可以进行设置，下限为1分钟，上限5分钟，第三机

体运行完一个消毒时段或当任意一台人体感应器探测到有人中断运行后，不会重复运行，

下次运行需要再次经历从有人到无人，当任意一台人体感应器探测到有人时，控制器会向

第三机体下达立刻停止运行的指令。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公共场所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的消毒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第一机体与第二机体的进气口和送气口具备用作法兰和空气通道的双重功

能，具体表现为，所述第一机体送气口与所述第二机体进气口对接组合，所述第一机体进气

口与所述第二机体送气口对接组合，上述四个气口均具备法兰功能，达到第二机体组合在

第一机体顶部的目的；公共场所空气从所述第一机体总进气口吸入第一机体，空气经过所

述空气净化模块的过滤除异味后，由第一机体顶部的第一机体送气口送入第二机体底部的

第二机体进气口，空气经过第二机体空气消毒模块的三次消毒后，从第二机体底部的第二

机体送气口，送回第一机体顶部的第一机体进气口，再从第一机体进气口朝第一机体总送

气口送回公共场所，所以，四个气口均具备空气通道的功能。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公共场所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的消毒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第三机体独立安装在公共场所内，不与其它机体直接组合，且随着公共场所空

间的增大，第三机体的数量也会增加。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公共场所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的消毒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人体感应器，独立安装在公共场所内，不与任何机体直接组合，且随着公共场

所空间的增大，人体感应器的数量也会增加。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公共场所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的消毒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电机处于第一机体总送气口处，并与空气净化模块之间有一道完全阻隔的空

气隔离带，避免空气未经过滤消毒直接送回公共场所，所述电机用于提供空气动力，将公共

场所空气从第一机体总进气口吸入第一机体，以及将完成过滤消毒后的空气从第一机体总

送气口送回公共场所。

11.进一步的，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公共场所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的消毒

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可以在原有技术方案上进行改进，具体表现为，在保留原有第三机体的

脉冲强光杀菌模块在无人时对空气和物体表面进行消毒的设计同时，还可以将第一机体、

第二机体改进成共同使用同一机箱的整体，无需原有方案中的对接组合，且在改进后的空

气消毒模块中，可加入第三机体的脉冲强光杀菌模块，且改进后的空气消毒模块中的紫外

灯一光触媒一模块、等离子模块、紫外灯二光触媒二模块、脉冲强光杀菌模块的数量，可根

据公共场所的大小进行增减，改进后的空气消毒模块中的脉冲强光杀菌模块，将与紫外灯

一光触媒一模块、等离子模块、紫外灯二光触媒二模块共同执行控制器下达的有人时持续

运行、无人时延时180秒运行后停止的指令，独立在外的第三机体中的脉冲强光杀菌模块仍

保留原有的无人时运行，有人时停止立刻停止运行的设计，改进后的技术方案进一步加强

了消毒效率和消毒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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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公共场所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的消毒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消毒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用于公共场所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的

消毒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公共场所人体呼吸产生的气溶胶【气溶胶：液体微粒稳定地悬浮于气体介质中形

成的分散体系】，及公共场所人可接触物体表面【按键、扶手、墙壁等】，是传染病爆发时期的

主要互感介质，如果公共场所内部的呼吸气溶胶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携带病毒，极易引发

群体感染，所以保障公共场所内部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的消毒效率和消毒质量，尤为

重要。

[0003] 现有的消毒技术主要依赖紫外灯直接照射和人工喷洒化学消毒液，其中紫外灯作

为现有的消毒装置，有以下缺陷，第一：人体长期受到紫外灯照射会造成会出现红肿、疼痛、

脱屑等症状，如果长期在紫外线消毒灯的照射下，可能会引起全身不适，严重的还会出现皮

肤的癌变和产生皮肤的肿瘤，第二：如果选用产生臭氧的紫外灯，会对周遭环境造成二次污

染，根据国际环境空气质量标准（National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s，NAAQS）提

出，人在一个小时内可接受臭氧的极限浓度是260μg/m3，在320μg/m3臭氧环境中活动1h就

会引起咳嗽、呼吸困难及肺功能下降，同时臭氧超标会产生明显的类似臭鸡蛋的异味，第

三：紫外灯直接照射的消毒技术，由于紫外灯自身辐射距离的限制，消毒范围较小，从而造

成消毒空气量有限；人工喷洒化学消毒液作为现有的消毒技术，有以下缺陷，第一：随着公

共场所空间的增大，人工喷洒化学消毒液所需的人工成本也在不断增大，第二：化学消毒液

的时效性差，不能持续有效的对公共场所起到消毒作用，化学消毒液在使用时进行雾化喷

洒，液体雾化增加了挥发面积，进一步加速了消毒液的挥发，直至完全丧失消毒能力，且人

工无法及时补喷消毒液，造成消毒不及时的卫生死角，第三：化学消毒液具有腐蚀性，若人

工配比浓度超标时，容易灼伤人体呼吸道粘膜，第四：化学消毒液的消毒效率较低，在达到

浓度配比要求的条件下，仍然需要30‑60分钟，第五：化学消毒液的消毒空气量较少，主要依

靠自然挥发的被动消毒，无法主动对大量空气进行消毒。

[0004] 综上所述，现有公共场所的消毒技术存在容易产生二次污染、对人体造成一定程

度的损害、消毒空气量小、消毒时效性差、消毒效率低、消毒不及时的技术缺陷。因此，本领

域技术人员提供了一种用于公共场所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的消毒装置，以解决上述背

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公共场所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的消毒装置，

实现有人时持续消毒，无人时快速消毒，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公共场所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的消毒

装置，包括：第一机体，所述第一机体机箱两侧设有第一机体总进气口和第一机体总送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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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用作将公共场所空气吸入第一机体，以及将最终完成净化消毒的空气送回公共场所的

通道，所述第一机体机箱内部设有电机，用于提供空气动力，将公共场所空气吸入和送回，

所述第一机体机箱内部设有空气净化模块，位于第一机体总进气口处，所述空气净化模块

包括初效过滤模块、活性炭模块、高效过滤模块，用于对吸入第一机体的空气进行过滤除异

味，所述第一机体机箱顶部设有第一机体送气口和第一机体进气口，用作和第二机体对接

组合的法兰，以及用作空气通道；第二机体，位于所述第一机体顶部，所述第二机体机箱底

部设有第二机体进气口和第二机体送气口，用作和第一机体对接组合的法兰，以及用作空

气通道，所述第二机体机箱内部设有空气消毒模块，所述空气消毒模块包括紫外灯一光触

媒一模块、等离子模块、紫外灯二光触媒二模块，沿第二机体进气口朝第二机体送气口的方

向布设，用于对第一机体吸入的空气进行三次消毒，所述第二机体机箱内部设有控制器，和

电机、空气消毒模块、第三机体、人体感应器进行电连接，用于公共场所有人和无人两种情

况不同消毒模式的启停控制，所述人体感应器，独立安装在公共场所内，不与任何机体直接

组合，用于向控制器传达公共场所有人或无人的信号，当任意一台人体感应器传送有人信

号时，控制器对第一机体和第二机体下达持续运行命令，对公共场所空气进行持续净化和

消毒，当全部人体感应器都传递无人信号时，控制器向第一机体和第二机体下达延时运行

180秒后停止的命令；第三机体，独立安装在公共场所内，不与其它机体直接组合，所述第三

机体由脉冲强光杀菌模块构成，当全部人体感应器都探测到公共场所无人时，控制器向第

三机体下达运行一个消毒时段指令，且运行的消毒时段可以进行设置，下限为1分钟，上限5

分钟，第三机体每运行完一个消毒时段或当任意一台人体感应器探测到有人中断运行后，

不会重复运行，下次运行需要再次经历从有人到无人，第三机体在运行时，利用人员交替的

短暂时间，对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进行快速消毒，当任意一台人体感应器探测到有人

时，控制器会向第三机体下达立刻停止运行的指令。

[0007] 可选的，所述空气净化模块，由初效过滤模块、活性炭模块、高效过滤模块组成，所

述初效过滤模块位于第一机体总进风口处，所述活性炭模块位于初效过滤模块后面，所述

高效过滤模块位于活性炭模块后面。

[0008] 可选的，所述紫外灯一和紫外灯二均为不产生臭氧且波长为253.7nm的UVC紫外

灯，所述光触媒一和光触媒二均为粒径3‑5nm的二氧化钛。

[0009] 可选的，所述等离子模块为阵列式宽电离区等离子模块。

[0010] 可选的，所述脉冲强光杀菌模块由无汞石英灯和脉冲驱动组成，辐照强度为15600

μW/cm²，波长220.1nm‑850.14nm。

[0011] 可选的，所述控制器的程序设计，当任意一台人体感应器探测到公共场所有人时，

第一机体和第二机体开启持续运行，当全部人体感应器都探测到公共场所无人时，第一机

体和第二机体延时运行180秒后停止运行；当全部人体感应器都探测到公共场所无人时，第

三机体开启运行一个消毒时段，且运行的消毒时段可以进行设置，下限为1分钟，上限5分

钟，第三机体运行完一个消毒时段或当任意一台人体感应器探测到有人中断运行后，不会

重复运行，下一次运行需要再次经历从有人到无人，当任意一台人体感应器探测到有人时，

控制器会向第三机体下达立刻停止运行的指令。

[0012] 可选的，所述第一机体与第二机体的进气口和送气口具备用作法兰和空气通道的

双重功能，具体表现为，所述第一机体送气口与所述第二机体进气口对接组合，所述第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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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进气口与所述第二机体送气口对接组合，上述四个气口均具备法兰功能，达到第二机体

组合在第一机体顶部的目的；公共场所空气从第一机体总进气口吸入第一机体，空气经过

空气净化模块的过滤除异味后，由第一机体顶部的第一机体送气口吸入第二机体底部的第

二机体进气口，空气经过第二机体空气消毒模块的三次消毒后，从第二机体底部的第二机

体送气口送回第一机体顶部的第一机体进气口，再从第一机体进气口朝第一机体总送气口

送回公共场所，所以，四个气口均具备空气通道的功能。

[0013] 可选的，所述第三机体独立安装在公共场所内，不与其它机体直接组合，且随着公

共场所空间的增大，第三机体的数量也会增加。

[0014] 可选的，所述人体感应器独立安装在公共场所内，不与任何机体直接组合，且随着

公共场所空间的增大，人体感应器的数量也会增加。

[0015] 可选的，所述电机处于第一机体内部，位于第一机体总送气口处，并与空气净化模

块之间有一道完全阻隔的空气隔离带，避免空气未经消毒直接送回公共场所，所述电机用

于提供空气动力，将公共场所的空气从第一机体总进气口吸入第一机体，以及将完成过滤

消毒后的空气从第一机体总送气口送回公共场所。

[0016] 可选的，所述的一种用于公共场所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的消毒装置，还可以

在原有技术方案上进行改进，具体表现为，在保留原有第三机体的脉冲强光杀菌模块在无

人时对空气和物体表面进行消毒的设计同时，还可以将第一机体、第二机体改进成共同使

用同一机箱的整体，无需原有方案中的对接组合，且在改进后的空气消毒模块中，可加入第

三机体的脉冲强光杀菌模块，且改进后的空气消毒模块中的紫外灯一光触媒一模块、等离

子模块、紫外灯二光触媒二模块、脉冲强光杀菌模块的数量，可根据公共场所的大小进行增

减，改进后的空气消毒模块中的脉冲强光杀菌模块，将与紫外灯一光触媒一模块、等离子模

块、紫外灯二光触媒二模块共同执行控制器下达的有人时持续运行、无人时延时180秒运行

后停止的指令，独立在外的第三机体中的脉冲强光杀菌模块仍保留原有的无人时运行，有

人时停止立刻停止运行的设计，改进后的技术方案进一步加强了消毒效率和消毒质量。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具有以下优点：

在本发明的一种用于公共场所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的消毒装置中，当任意一

台人体感应器探测到有人时，电机持续提供空气动力，将公共场所空气经过第一机体总进

气口吸入第一机体，空气经过位于第一机体总进气口的空气净化模块的过滤、除异味后，吸

入持续运行的第二机体的空气消毒模块，空气依次经过空气消毒模块中的紫外灯一光触媒

一模块、等离子模块、紫外灯二光触媒二模块的三次消毒后，最终从第一机体总送气口将空

气送回公共场所，当全部人体感应器都探测到无人时，第一机体和第二机体延时运行180秒

后停止运行，该技术实现了公共场所有人时，对空气进行实时持续的过滤、除异味、三次消

毒的功能，具备了主动且及时消毒更多空气的作用，提高了消毒效率；当全部人体感应器都

探测到无人时，控制器向第三机体下达运行一个消毒时段的命令，且运行的消毒时段可以

进行设置，下限为1分钟，上限5分钟，第三机体每运行完一个消毒时段或当任意一台人体感

应器探测到有人中断运行后，不会重复运行，下次运行需要再次经历从有人到无人，第三机

体在运行时，利用人员交替的短暂时间，对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进行快速消毒，当任意

一台人体感应器探测到有人时，控制器会向第三机体下达立刻停止运行的指令。

[0018] 进一步的，空气净化模块中的初效过滤模块，采用银离子可水洗滤网，银离子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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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消毒功能，主要用作保护第一机体和第二机体不被毛絮、大颗粒物损害使用寿命，且初

效过滤模块可以水洗，节省频繁更换滤网造成的成本；空气净化模块中的活性炭模块，可以

吸附空气中的异味；空气净化模块中的高效过滤模块可以有效过滤PM2.5颗粒，提高了净化

效率。

[0019] 进一步的，空气消毒模块中不产生臭氧的紫外灯一和紫外灯二，不造成二次污染，

均采用波长为253.7nm的UVC紫外灯，布设在第二机体机箱内部防止了紫外线泄露对人体长

期直接照射产生的损害，利用电机提供的空气动力将空气输送给紫外灯一和紫外灯二近距

离消毒，解决了单独紫外灯照射范围有限造成的消毒范围小的问题，提高了消毒空气量。

[0020] 进一步的，空气消毒模块中的光触媒一光触媒二，均采用3‑5nm粒径的二氧化钛，

无腐蚀性、无刺激性、无毒，光触媒利用电子空穴产生的羟基自由基，具有强氧化性，消毒后

产物为对人体无害的二氧化碳和水，在紫外灯一和紫外灯二的照射下，光触媒一和光触媒

二的活跃性得到提高，进一步提高了消毒效率。

[0021] 进一步的，空气消毒模块中的等离子模块，为阵列式宽电离区等离子模块，这种设

计拓宽了现有等离子模块的电离区域，从而达到产生更多离子团的目的，众多离子团通过

将带负电微生物细胞击穿的原理进行消毒，提高消毒效率。

[0022] 进一步的，脉冲强光杀菌模块，为无汞石英灯和脉冲驱动的组合，强光的辐照强度

为15600μW/cm²，波长为220.1nm‑850.14nm，脉冲强光是一种宽谱光源，照射距离比紫外灯

更远，且能量极强的光，可瞬间提高微生物的温度，使其爆裂达到消毒效果，但是脉冲强光

并不会对物体表面和环境产生升温现象，该技术虽然利用对微生物瞬间升温使其爆裂达到

消毒效果，但脉冲强光依然属于冷杀菌技术，在无人时脉冲强光杀菌模块由于利用宽谱光

源消毒，相比紫外灯增加了照射距离，提升了消毒效率，解决了消毒死角的问题，实现了利

用人员交替的短暂时间对公共场所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进行快速彻底的消毒。

[0023] 进一步的，位于第二机体内部的控制器的程序设计，当任意一台人体感应器探测

到公共场所有人时，第一机体和第二机体开启持续运行，当全部人体感应器都探测到公共

场所无人时，第一机体和第二机体延时运行180秒后停止运行；当全部人体感应器都探测到

公共场所无人时，第三机体开启运行一个消毒时段，且运行的消毒时段可以进行设置，下限

为1分钟，上限5分钟，第三机体每运行完一个消毒时段或当任意一台人体感应器探测到有

人中断运行后，不会重复运行，下次运行需要再次经历从有人到无人，当任意一台人体感应

器探测到有人时，控制器会向第三机体下达立刻停止运行的指令。该控制器的程序设计实

现了有人时对空气进行主动的持续净化和持续消毒，同时也实现了无人时利用人员交替的

短暂时间，主动的对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同时进行快速彻底的消毒。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用于公共场所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的消毒装置的

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用于公共场所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的消毒装置的

工作原理图；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用于公共场所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的消毒装置的

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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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5] 现在常用的消毒方法，主要是紫外灯直接照射和人工喷洒化学消毒，紫外灯发出

的UVC波段的紫外光对微生物有极强的DNA或RNA破坏效果，从而达到消毒目的。人工喷洒化

学消毒液主要利用化学消毒液本身的强氧化性，与微生物产生氧化反应，使得微生物最终

改变性质，达到消毒目的。

[0026] 发明人发现，上述两种消毒方法缺点较为明显，紫外灯直接照射的方法，由于紫外

灯本身辐射范围有限，无法对大范围、大量的空气起到消毒作用，不适合面积较大的公共场

所，同时紫外灯长期直接照射人体会对人体产生损害；人工喷洒化学消毒液的方法，由于化

学消毒液本身具有腐蚀性，对人体呼吸道黏膜容易产生刺激甚至损伤，损伤后的呼吸道反

而更容易受到病毒细菌的感染，人工配比浓度无法避免误差的情况下则容易出现刺激性过

强或者成分过于稀少失去消毒能力的问题，同时化学消毒液杀灭病毒细菌的时间在浓度配

比完全正确的情况下，仍然需要30‑60分钟才能杀灭病毒细菌，随着化学消毒液不断的自然

挥发，其药性衰减明显，直至完全失去消毒能力。且上述两种现有的消毒方法，均不具备主

动且对大量空气和物体表面进行消毒的能力。

[0027] 发明人经过研究发现，公共场所有人时，电机持续提供空气动力，将公共场所空气

吸入，经过空气净化模块的过滤、除异味后，空气被吸入第二机体持续运行的空气消毒模

块，在空气消毒模块中进行三次消毒后送回第一机体，再从第一机体总送气口将完成过滤、

除异味、三次消毒的空气送回公共场所，这种先过滤除异味，再经过三次消毒的设计，极大

的提高了消毒效率与消毒质量；公共场所无人时，第一机体和第二机体延时180秒后停止运

行，第三机体立刻开启运行一个消毒时段，且消毒时段可以设置，下限为1分钟，上限5分钟，

第三机体每运行完一个消毒时段或当任意一台人体感应器探测到有人中断运行后，不会重

复运行，下次运行需要再次经历从有人到无人，当任意一台人体感应器探测到有人时，控制

器会向第三机体下达立刻停止运行的指令，第三机体在运行时，利用脉冲强光杀菌模块对

空气和物体表面主动进行快速、彻底的消毒，配合第一机体、第二机体延时运行180秒的设

计，进一步保障了消毒质量，进一步提高装置整体的消毒效率和消毒质量。

[0028] 为了让本发明的目的、特征、优点更容易理解，下面将配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

施例做出更为详尽地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用于公共场所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的消毒装置的

结构示意图；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用于公共场所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的消毒装

置的工作原理图；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用于公共场所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的消

毒装置的电路图。

[0030] 首先，请参阅图1，一种用于公共场所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的消毒装置101，包

括：人体感应器1、第二机体2、第一机体3、人体感应器4、第三机体5。

[0031] 在本实施例中，第二机体2对接组合在第三机体3的顶部；第三机体5、人体感应器1

和人体感应器4独立安装在公共场所内；上述第一机体3、第二机体2、第三机体5、人体感应

器1、人体感应器4综合起来称为一种用于公共场所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的消毒装置

101。

[0032] 请参阅图2，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机体3由第一机体机箱31、电机32、空气隔离

带202、空气净化模块35组成；所述空气净化模块35由初效过滤模块351、活性炭模块352、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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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过滤模块353组成，布设在第一机体总进气口33后面；所述第一机体机箱31顶部布设有第

一机体进气口36、第一机体送气口34；所述第一机体机箱31两侧布设有第一机体总送气口

37、第一机体总进气口33；所述电机32布设在第一机体总送气口37后面，与所述空气净化模

块35之间布设有空气隔离带202进行完全阻隔，第一机体3的电机32与第二机体2的控制器

22电连接；所述第二机体2由第二机体机箱21、空气消毒模块25、控制器22组成；第二机体机

箱21底部布设有第二机体进气口23、第二机体送气口24；所述人体感应器1和人体感应器4

独立安装在公共空间内部，不与任何机体直接组合，与第二机体的控制器22电连接；所述空

气消毒模块25由紫外灯一光触媒一模块251、等离子模块252、紫外灯二光触媒二模块253组

成，沿第二机体进气口23朝第二机体送气口24的方向依次布设，空气消毒模块25与控制器

22电连接；所述控制器22布设在第二机体机箱21的底部，与第一机体3的电机32、第二机体3

的空气消毒模块25、第三机体5的脉冲强光杀菌模块51、人体感应器1和人体感应器4电连

接；所述第三机体5由脉冲强光杀菌模块51构成，与第二机体2的控制器22电连接；所述第一

机体送气口34用作法兰和空气通道与所述第二机体进气口23对接组合，所述第一机体进气

口36用作法兰和空气通道与所述第二机体送气口24对接组合，所述第二机体进气口23和所

述第二机体送气口24同样具备法兰和空气通道的功能，所以第二机体2最终对接组合在第

一机体3顶部。

[0033] 在本实施例中，初效过滤模块351采用银离子可水洗滤网，银离子具备一定的消毒

功能，可水洗降低了频繁更换普通初效过滤模块的成本，初效过滤模块351可以过滤掉空气

中的毛絮和大颗粒物，延长第一机体3和第二机体2的使用寿命；活性炭模块352可以吸附空

气中的异味；高效过滤模块353可以过滤空气中的PM2.5颗粒。

[0034] 在本实施例中，紫外灯一光触媒一模块251、紫外灯二光触媒二模块253，紫外灯均

采用不产生臭氧的波长为253.7nm的UVC紫外灯，光触媒均采用3‑5nm粒径的二氧化钛；波长

为253.7nm的UVC紫外线破坏微生物DNA或RNA的能力极强，3‑5nm粒径二氧化钛（光触媒）在

紫外灯的照射下，加剧电子空穴，产生更多羟基自由基，羟基自由基具有极强的氧化性，与

微生物发生氧化反应，最后改变微生物的性质为对人体无害的二氧化碳和水，二氧化钛与

羟基自由基对人体无腐蚀性，无毒，无刺激性。

[0035] 在本实施例中，等离子模块252采用阵列式宽电离区等离子模块，阵列式设计拓宽

了等离子模块的电离区域，从而产生更多离子团，离子团利用将带负电的微生物的细胞瞬

间击破的原理提升消毒效率。

[0036] 在本实施例中，脉冲强光杀菌模块51由无汞石英灯和脉冲驱动组成，辐照强度为

15600μW/cm²，波长220.1nm‑850.14nm。脉冲强光是一种光谱近似日光的宽谱光源，照射距

离比紫外灯更远，产生强度更强的紫外线至红外线区域的光来对微生物细胞进行瞬间升

温，使微生物细胞爆裂，达到瞬间彻底消毒的效果，虽然脉冲强光的原理是使微生物细胞瞬

间升温，但是脉冲强光杀菌技术属于新型冷杀菌技术，并不会对所照射环境和物体表面产

生升温，由于脉冲强光产生UVA波段的紫外线，UVA波段的紫外线对人体的损害要比UVC波段

的紫外线强烈，所以，本发明的一种用于公共场所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的消毒装置

101，在无人时才会运行脉冲强光杀菌模块51，对空气和物体表面同时主动进行快速和彻底

的消毒，利用了脉冲强光消毒效率高，消毒所需时间短的优点，规避了脉冲强光不能长期照

射人体的缺点，解决了人员交替较快的公共场所，需要在暂时无人的短时间内主动进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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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快速、彻底消毒的问题。

[0037] 在本实施例中，控制器22由硬件驱动和软件程序组成，是一种用于公共场所空气

和物体表面的消毒装置101的控制中枢，当任意一台人体感应器（人体感应器1或人体感应

器4）探测到公共场所有人时，第二机体2的控制器22向第一机体3的电机32和第二机体2的

空气消毒模块25下达持续运行的指令，当全部人体感应器（人体感应器1和人体感应器4）都

探测到公共场所无人时，第二机体2的控制器22向第一机体3的电机32和第二机体2的空气

消毒模块25下达延时运行180秒后停止运行的指令；当全部人体感应器都探测到无人时，第

二机体2的控制器22向第三机体5的脉冲强光杀菌模块51下达运行一个消毒时段的指令，脉

冲强光杀菌模块51每次运行的消毒时段，可根据公共场所的空间大小，设置消毒时段下限

为1分钟，上限5分钟，脉冲强光杀菌模块51每运行完一个消毒时段或当任意一台人体感应

器探测到有人中断运行后，不会重复运行，下一次运行需要再次经历从有人到无人；当任意

一台人体感应器探测到有人时，第二机体2的控制器22会向正在运行的脉冲强光杀菌模块

51下达立刻停止运行的指令。

[0038] 在本实施例中，当任意一台人体感应器探测到公共场所有人时，第二机体2的控制

器22向第一机体3的电机32和第二机体2的空气消毒模块25下达持续运行的指令，第一机体

3的电机32提供空气动力，将公共场所空气吸入第一机体总进气口33，空气经过第一机体3

的空气净化模块35的过滤、除异味后，吸入对接组合在第一机体3顶部的第二机体2，空气依

次经过第二机体2的空气消毒模块25中的紫外灯一光触媒一模块251、等离子模块252、紫外

灯二光触媒二模块253的三次消毒，最终完成过滤、除异味、三次消毒的空气，由第一机体3

的电机32提供空气动力将其从第一机体总送气口37送回公共场所；当全部人体感应器都探

测到公共场所无人时，第二机体2的控制器22向第一机体3的电机32和第二机体2的空气消

毒模块25下达延时运行180秒后停止运行的命令，同时开启第三机体5的脉冲强光杀菌模块

51运行一个消毒时段，脉冲强光杀菌模块51可以设置消毒时段下限为1分钟，上限5分钟，脉

冲强光杀菌模块51每运行完一个消毒时段或当任意一台人体感应器探测到有人中断运行

后，不会重复运行，下一次运行需要再次经历从有人到无人，当任意一台人体感应器探测到

有人时，第二机体2的控制器22会向正在运行的脉冲强光杀菌模块51下达立刻停止运行的

指令；以上工作原理实现了有人时主动进行持续净化消毒和无人时主动进行快速彻底消毒

的无缝衔接，有人时的消毒模式对公共场所空气主动进行持续的过滤、除异味、三次消毒，

提高了消毒效率，保障了消毒质量；无人时的消毒模式对公共场所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

面同时主动进行快速、彻底的消毒，极大的提高了消毒效率，节省了人工和时间成本。

[0039] 请参阅图3，是所述本发明的一种用于公共场所空气和人可接触物体表面的消毒

装置101的电路图，当人体感应器1或人体感应器4探测到公共场所有人时，将信号反馈给第

二机体2的控制器22，第二机体2的控制器22向第一机体3的电机32下达持续运行指令，第一

机体3的电机32提供空气动力，将公共场所的空气吸入第一机体3，同时第二机体2的控制器

22向紫外灯一光触媒一模块251、等离子模块252、紫外灯二光触媒二模块253下达持续运行

指令，将第一机体3吸入的空气进行三次消毒，然后由第一机体3的电机32将完成过滤、除异

味、三次消毒后的空气送回公共场所，当人体感应器1和人体感应器4都探测到公共场所无

人时，向第二机体2的控制器22反馈信号，第二机体2的控制器22向第一机体3的电机32、第

二机体2的紫外灯一光触媒一模块251、等离子模块252、紫外灯二光触媒模块二253下达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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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运行180秒后停止运行的指令，同时第二机体2的控制器22向第三机体5的脉冲强光杀菌

模块51下达运行一个消毒时段的指令，消毒时段可以设置，下限为1分钟，上限为5分钟，脉

冲强光杀菌模块51每运行完一个消毒时段或当任意一台人体感应器探测到有人中断运行

后，不会重复运行，下一次运行需要再次经历从有人到无人，当任意一台人体感应器探测到

有人时，第二机体2的控制器22会向正在运行的脉冲强光杀菌模块51下达立刻停止运行的

指令；上述第一机体的电机32、第二机体的紫外灯一光触媒一模块251、等离子模块252、紫

外灯二光触媒模块253、人体感应器1、人体感应器4、第三机体5的脉冲强光杀菌模块51，均

与第二机体2的控制器22电连接，地线与第一机体3的机箱31连接。

[0040] 以上所述的，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

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及其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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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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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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