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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并提供了一种结构简单、净化效

果好、工作效率高，还能消除空气中超微悬浮物

的净化装置。本发明包括高压静电净化模块，所

述高压静电净化模块包括气流管道，所述气流管

道的进气端设置有风机，在所述气流管道的进气

端且位于所述风机的出风口处设置有高压涡流

增雾器、高压气源和供水泵，所述高压气源和所

述供水泵均与所述高压涡流增雾器相连接，所述

风机将所述高压涡流增雾器产生的微细雾气通

过所述气流管道送入所述高压静电净化模块。本

发明用于空气净化装置的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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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消除空气中超微悬浮物的净化装置，包括高压静电净化模块（1），所述高压静电

净化模块（1）包括气流管道（2），所述气流管道（2）的进气端设置有风机（3），其特征在于：在

所述气流管道（2）的进气端且位于所述风机（3）的出风口处设置有高压涡流增雾器（4）、高

压气源（5）和供水泵（6），所述高压气源（5）和所述供水泵（6）均与所述高压涡流增雾器（4）

相连接，所述风机（3）将所述高压涡流增雾器（4）产生的微细雾气通过所述气流管道（2）送

入所述高压静电净化模块（1），所述高压涡流增雾器（4）包括圆筒体（7）、出雾气管（8）、供水

管（9）和产雾气管（10），所述圆筒体（7）的下端设有出雾口（11），所述出雾气管（8）的一端位

于所述圆筒体（7）中心轴上，且所述出雾气管（8）的出气口对准所述出雾口（11），所述供水

管（9）的一端和所述产雾气管（10）的一端均设置在所述圆筒体（7）的内侧壁上，所述出雾气

管（8）的另一端和所述产雾气管（10）的另一端均与所述高压气源（5）相连通，所述供水管

（9）与所述供水泵（6）相连接，所述供水管（9）的出水方向指向所述圆筒体（7）中心轴，所述

产雾气管（10）的出气口斜向对着所述供水管（9）的出水口，且所述产雾气管（10）的出气方

向垂直于所述供水管（9）的出水方向，所述圆筒体（7）的内壁上设置有若干个台阶（1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消除空气中超微悬浮物的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圆

筒体（7）的内壁上沿着螺旋方向上间隔设置有所述产雾气管（10），所述产雾气管（10）沿着

所述圆筒体（7）的外壁切线方向喷出气流。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消除空气中超微悬浮物的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净化

装置还包括与所述高压气源（5）相连接的空压机（13）以及与所述供水泵（6）相连接的蓄水

单元（14）。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消除空气中超微悬浮物的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供

水泵（6）为气动泵，所述供水泵（6）与所述高压气源（5）相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消除空气中超微悬浮物的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高

压静电净化模块（1）还包括设置在所述气流管道（2）中心内的若干段微孔管（15），所述微孔

管（15）为微孔陶瓷管或有机材质微孔管道或微孔金属管道，所述微孔管（15）的上端与所述

供水泵（6）相连接，所述微孔管（15）的下端设为密闭，所述微孔管（15）与所述气流管道（2）

内壁之间设置有绝缘固定架（16），所述微孔管（15）的中心设置有导线（17），所述气流管道

（2）由金属材料制成，所述导线（17）连接正极，所述气流管道（2）连接负极或接地，所述导线

（17）与所述气流管道（2）之间形成20-300KV的电势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消除空气中超微悬浮物的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气流管道（2）的外壁且与所述微孔管（15）对应的位置上设置有冷凝套（18），所述冷凝套

（18）内充满有冷凝媒介，该净化装置还包括与所述冷凝套（18）相连接的循环管路（19），在

所述循环管路（19）上沿着媒介的流动方向依次设置有制冷压缩机（26）、散热器（20）及膨胀

阀（21）。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消除空气中超微悬浮物的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气

流管道（2）的内壁与所述微孔管（15）的外壁之间设置有至少一层环形等电均压网（22），所

述环形等电均压网（22）与所述气流管道（2）或所述微孔管（15）同轴设置，所述环形等电均

压网（22）设置在所述绝缘固定架（16）上。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消除空气中超微悬浮物的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气

流管道（2）的内壁与所述微孔管（15）的外壁之间设置有两层所述环形等电均压网（22），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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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气流管道（2）的内壁与外层的所述环形等电均压网（22）之间的距离、两层所述环形等电

均压网（22）之间的距离、内层的所述环形等电均压网（22）与所述微孔管（15）的外壁之间的

距离之比为2：6：2。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消除空气中超微悬浮物的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位于两

层所述环形等电均压网（22）之间的所述绝缘固定架（16）上设有凸峰（23），所述气流管道

（2）的出气端设置有正电吸附滤芯堆块（24）和加热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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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消除空气中超微悬浮物的净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净化装置，特别涉及一种消除空气中超微悬浮物的净化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空气质量的好坏反映了空气污染程度，它是依据空气中污染物浓度的高低来判断

的。空气污染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空气污染物浓度受到许多因素影响。来

自固定和流动污染源的人为污染物排放大小是影响空气质量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其中包括

车辆、船舶、飞机的尾气、工业污染、居民生活和取暖、垃圾焚烧等。城市的发展密度、地形地

貌和气象等也是影响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

[0003]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室内环境的舒适度的要求越来越高，针对这些情况，

人们研发出了空气净化器来满足上述要求。同时，空气工业污染、生物污染造成过敏性哮喘

发病率越来越高，例如最洁净的国家如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哮喘发病率高达9%以上，中国香

港哮喘发病率高达12%以上。而且污染空气对糖尿病与心血管疾病发病率也呈正相关联系。

空气净化器又称“空气清洁器”、空气清新机、净化器，是指能够吸附、分解或转化各种空气

污染物，有效提高空气清洁度的产品，主要分为家用、商用、工业、楼宇。现有的空气净化器

中有多种不同的技术和介质，如吸附技术、负正离子技术、催化技术、光触媒技术、超结构光

矿化技术、HEPA高效过滤技术、静电集尘技术等。现有的空气净化器多采用静电集尘技术，

静电除尘的基本原理是让空气中悬浮尘埃带电，然后将带电尘埃吸附到电性相反的电极

上，目前主要采用的技术是在金属电极导体上加载几万伏及几十万伏的高压静电，使供电

极表面与尖端产生电晕现象，电晕电极周围的空气电离，使空气带上负电荷或者正电荷，电

离荷电粒子质量比尘埃小千万倍，尘埃荷电后的电势差不高，吸附间距小于30mm，这样空气

流量太小，只有加大电离线与吸附极的数量，真正达到有效风量时起码需要几十组电晕吸

附组合，这时产生的臭氧O3和有害的氮氧化物NOX一定会超过生活环境允许的标准，表现为

有明显臭氧味，如果长期接触会对人体健康非常不利，容易造成肺组织纤维化，即为临床俗

称的“棉花肺”，一旦患病，是不可逆转的职业损伤性疾病。

[0004] 国内或者国外所有涉及静电空气净化设备不仅不能清除微小病毒微粒，而且因为

臭氧原因也不能夠用于烈性传染病房的病毒净化，进而不能用于空气过敏性哮喘治疗与预

防特。另外对于空气中的超微悬浮物，比如分子级、原子级及纳米级的超微悬浮物，目前更

加没有办法去消除它。因此目前急需研制出一种结构简单、净化效果好、工作效率高的空气

净化装置，以解决目前空气净化器存在的不足。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结构简单、净化效

果好、工作效率高，还能消除空气中超微悬浮物的净化装置。

[0006]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包括高压静电净化模块，所述高压静电净化

模块包括气流管道，所述气流管道的进气端设置有风机，在所述气流管道的进气端且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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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风机的出风口处设置有高压涡流增雾器、高压气源和供水泵，所述高压气源和所述供

水泵均与所述高压涡流增雾器相连接，所述风机将所述高压涡流增雾器产生的微细雾气通

过所述气流管道送入所述高压静电净化模块。

[0007] 进一步，所述高压涡流增雾器包括圆筒体、出雾气管、供水管和产雾气管，所述圆

筒体的下端设有出雾口，所述出雾气管的一端位于所述圆筒体中心轴上，且所述出雾气管

的出气口对准所述出雾口，所述供水管的一端和所述产雾气管的一端均设置在所述圆筒体

的内侧壁上，所述出雾气管的另一端和所述产雾气管的另一端均与所述高压气源相连通，

所述供水管与所述供水泵相连接，所述供水管的出水方向指向所述圆筒体中心轴，所述产

雾气管的出气口斜向对着所述供水管的出水口，且所述产雾气管的出气方向垂直于所述供

水管的出水方向，所述圆筒体的内壁上设置有若干个台阶。

[0008] 进一步，所述圆筒体的内壁上沿着螺旋方向上间隔设置有所述产雾气管，所述产

雾气管沿着所述圆筒体的外壁切线方向喷出气流。

[0009] 进一步，该净化装置还包括与所述高压气源相连接的空压机以及与所述供水泵相

连接的蓄水单元。

[0010] 进一步，所述供水泵为气动泵，所述供水泵与所述高压气源相连接。

[0011] 进一步，所述高压静电净化模块还包括设置在所述气流管道中心内的若干段微孔

管，所述微孔管为微孔陶瓷管或有机材质微孔管道或微孔金属管道，所述微孔管的上端与

所述供水泵相连接，所述微孔管的下端设为密闭，所述微孔管与所述气流管道内壁之间设

置有绝缘固定架，所述微孔管的中心设置有导线，所述气流管道由金属材料制成，所述导线

连接正极，所述气流管道连接负极或接地，所述导线与所述气流管道之间形成20-300kv的

电势差。

[0012] 进一步，在所述气流管道的外壁且与所述微孔管对应的位置上设置有冷凝套，所

述冷凝套内充满有冷凝媒介，该净化装置还包括与所述冷凝套相连接的循环管路，在所述

循环管路上沿着媒介的流动方向依次设置有制冷压缩机、散热器及膨胀阀。

[0013] 进一步，所述气流管道的内壁与所述微孔管的外壁之间设置有至少一层环形等电

均压网，所述环形等电均压网与所述气流管道或所述微孔管同轴设置，所述环形等电均压

网设置在所述绝缘固定架上。

[0014] 进一步，所述气流管道的内壁与所述微孔管的外壁之间设置有两层所述环形等电

均压网，所述气流管道的内壁与外层的所述环形等电均压网之间的距离、两层所述环形等

电均压网之间的距离、内层的所述环形等电均压网与所述微孔管的外壁之间的距离之比为

2：n：2。

[0015] 进一步，位于两层所述环形等电均压网之间的所述绝缘固定架上设有凸峰，所述

气流管道的出气端设置有正电吸附滤芯堆块和加热器。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由于本发明包括高压静电净化模块，所述高压静电净化模

块包括气流管道，所述气流管道的进气端设置有风机，在所述气流管道的进气端且位于所

述风机的出风口处设置有高压涡流增雾器、高压气源和供水泵，所述高压气源和所述供水

泵均与所述高压涡流增雾器相连接，所述风机将所述高压涡流增雾器产生的微细雾气通过

所述气流管道送入所述高压静电净化模块，达到输送新风与空气增湿作用。从而所述风机

送入所述高压静电净化模块中的空气中含有大量的水雾，水雾在电场中吸附尘埃并定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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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电性相反的一端，并以凝结水雾的方式收集，使含有尘埃的水或溶解有气味的水引出室

外,本发明装置所产生的荷电水雾微粒质量以数百克为单位计，而传统空气电离后所产生

荷电粒子质量以微克计，因此水雾使尘埃在电场中定向运动的能量比传统静电电晕使尘埃

运动能力强大。

[0017] 另外，由于所述高压涡流增雾器包括圆筒体、出雾气管、供水管和产雾气管，所述

圆筒体的下端设有出雾口，所述出雾气管的一端位于所述圆筒体中心轴上，且所述出雾气

管的出气口对准所述出雾口，所述供水管的一端和所述产雾气管的一端均设置在所述圆筒

体的内侧壁上，所述出雾气管的另一端和所述产雾气管的另一端均与所述高压气源相连

通，所述供水管与所述供水泵相连接，所述供水管的出水方向指向所述圆筒体中心轴，所述

产雾气管的出气口斜向对着所述供水管的出水口，且所述产雾气管的出气方向垂直于所述

供水管的出水方向，所述圆筒体的内壁上设置有若干个台阶。从而所述供水管喷出水后，在

所述产雾气管的高压气的吹送之下，水滴将在若干个所述台阶上碰撞，多次产生涡流爆，能

使细小的水雾爆炸成更为细腻的水雾，然后所述出雾气管再将超细水雾送出，并通过所述

风机送入所述高压静电净化模块中。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的供水、供气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所述高压涡流增雾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是所述高压涡流增雾器的俯视图；

[0022] 图5是所述高压涡流增雾器产生涡流爆的示意图；

[0023] 图6是所述冷凝套18及其相关部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是所述微孔管15及其相关部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8是所述气流管道2及其相关部件的剖视图。

[0026] 附图标记说明：高压静电净化模块1、气流管道2、风机3、高压涡流增雾器4、高压气

源5、供水泵6、圆筒体7、出雾气管8、供水管9、产雾气管10、出雾口11、台阶12、空压机13、蓄

水单元14、微孔管15、绝缘固定架16、导线17、冷凝套18、循环管路19、制冷压缩机26、散热器

20及膨胀阀21、环形等电均压网22、凸峰23、正电吸附滤芯堆块24、加热器25。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如图1至图8所示，在本实施例中，本发明包括高压静电净化模块1，所述高压静电

净化模块1包括气流管道2，所述气流管道2的进气端设置有风机3，在所述气流管道2的进气

端且位于所述风机3的出风口处设置有高压涡流增雾器4、高压气源5和供水泵6，所述高压

气源5和所述供水泵6均与所述高压涡流增雾器4相连接，所述风机3将所述高压涡流增雾器

4产生的微细雾气通过所述气流管道2送入所述高压静电净化模块1。

[0028]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高压涡流增雾器4包括圆筒体7、出雾气管8、供水管9和产雾气

管10，所述圆筒体7的下端设有出雾口11，所述出雾气管8的一端位于所述圆筒体7中心轴

上，且所述出雾气管8的出气口对准所述出雾口11，所述供水管9的一端和所述产雾气管10

的一端均设置在所述圆筒体7的内侧壁上，所述出雾气管8的另一端和所述产雾气管10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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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均与所述高压气源5相连通，所述供水管9与所述供水泵6相连接，所述供水管9的出水

方向指向所述圆筒体7中心轴，所述产雾气管10的出气口斜向对着所述供水管9的出水口，

且所述产雾气管10的出气方向垂直于所述供水管9的出水方向，所述圆筒体7的内壁上设置

有若干个台阶12。

[0029]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圆筒体7的内壁上沿着螺旋方向上间隔设置有所述产雾气管

10，所述产雾气管10沿着所述圆筒体7的外壁切线方向喷出气流。

[0030] 在本实施例中，该净化装置还包括与所述高压气源5相连接的空压机13以及与所

述供水泵6相连接的蓄水单元14。

[0031]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供水泵6为气动泵，所述供水泵6与所述高压气源5相连接。

[0032]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高压静电净化模块1还包括设置在所述气流管道2中心内的若

干段微孔管15，所述微孔管15为微孔陶瓷管或有机材质微孔管道或微孔金属管道，所述微

孔管15的上端与所述供水泵6相连接，所述微孔管15的下端设为密闭，所述微孔管15与所述

气流管道2内壁之间设置有绝缘固定架16，所述微孔管15的中心设置有导线17，所述气流管

道2由金属或者其它导电材料制成，所述导线17连接正极（或者负极），所述气流管道2连接

负极或接地（或者正极），所述导线17与所述气流管道2之间形成20-300kv的电势差。从微孔

管道渗出的微小水滴立即在20-300kv高压静电势催动下，克服水的氢键引力，以微小水团

簇形式荷载约20-300kv总电势能脱离微孔管壁，经荷电水雾形式飞向同心圆气流管道壁。

并被管道壁上的水膜粘附，排出室外。

[0033] 高压静电减小了液体的表面张力和粘滞阻力,荷电水雾通过所述微孔管15的微孔

飞出，带电水雾滴在高压静电场的作用下容易发生二次雾化,  荷有高电压的水雾滴在静电

斥力作用下继续破碎成更为细小的液滴,使雾滴尺寸更小、分布更均匀；同时带电雾滴在同

电荷斥力作用下,弥散程度加大；荷电水雾依照静电属性，在电场中由高电势向低电势移

动，方向指向电性相反的气流管道壁，所述气流管道2一定要与接地的零线相联接；当空气

通过风机3输送进入气流管道内时，空气中悬浮着的目标物，包括固体尘埃、细菌、病毒悬浮

物、液体悬滴、分子态其它气体电势都近于零电势，与荷电水雾之间存在巨大电势差（荷电

水雾静电电压范围在几万—十几万伏之间），空气悬浮物进入所述气流管道2静电场内时，

这些物质表面立即吸附荷电水雾，从而使一切进入静电场内的物质，无论固态、液态、汽态

空气悬浮物统统变为与水雾相同的荷电粒子！这些带电的空气悬浮物质也随同荷电水雾指

向所述气流管道2壁移动，因为荷电水雾的质量、动能，远比空气电离电晕所产生的荷电粒

子质量、动能大千万倍，所以静电驱动尘埃飞向所述气流管道2壁的动能极大，消除尘埃的

能力极强  ；所述气流管道2壁起到集尘极作用，所述气流管道2壁温度低，空气中的水份会

凝集在管壁上并向下流动，冲洗吸附到管壁水膜中的尘埃附着物与溶解在水中的物质，这

些被荷电水雾收集到的空气污染物进入凝集污水的收集容器中，收集容器位于所述气流管

道2的下方，所述气流管道2的下方设有污水通孔；本发明不是通过空气电晕电离获得荷电

粒子来除去空气中悬浮的尘埃，而是通过荷电水雾在电场中吸附尘埃并定向飞往电性相反

的集尘极、以冷凝集方式把水雾凝集在所述气流管道2壁上，把含有尘埃的凝集水或溶解有

气味的凝集水引出室外或引入污水收集器,本发明装置所产生的荷电水雾微粒质量以数百

克为单位计，而传统空气电离后所产生荷电粒子质量以微克计，因此荷电水雾使尘埃在电

场中定向运动的能量比传统静电电晕使尘埃运动能力强大；基本上不会产生有害气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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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无污染、使用方便而且净化效率高。

[0034] 在本实施例中，在所述气流管道2的外壁且与所述微孔管15对应的位置上设置有

冷凝套18，所述冷凝套18内充满有冷凝媒介，该净化装置还包括与所述冷凝套18相连接的

循环管路19，在所述循环管路19上沿着媒介的流动方向依次设置有制冷压缩机26、散热器

20及膨胀阀21。

[0035]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气流管道2的内壁与所述微孔管15的外壁之间设置有至少一

层环形等电均压网22，所述环形等电均压网22与所述气流管道2或所述微孔管15同轴设置，

所述环形等电均压网22设置在所述绝缘固定架16上。

[0036]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气流管道2的内壁与所述微孔管15的外壁之间设置有两层所

述环形等电均压网22，所述气流管道2的内壁与外层的所述环形等电均压网22之间的距离、

两层所述环形等电均压网22之间的距离、内层的所述环形等电均压网22与所述微孔管15的

外壁之间的距离之比为2：n：2，在本实施例中，n=6。所述气流管道2的内壁与外层的所述环

形等电均压网22之间的距离、两层所述环形等电均压网22之间的距离、内层的所述环形等

电均压网22与所述微孔管15的外壁之间的距离之比为2：6：2，通过所述环形等电均压网22

可对所述气流管道2各处的电压进行均压，能有效避免所述微孔管15偶然出水不均匀时，引

起的静电场强边缘异常凸出造成的场强与集尘套管之间放电，所以所述环形等电均压网22

可以延长本发明的使用寿命，使得使用更加安全。

[0037] 在本实施例中，位于两层所述环形等电均压网22之间的所述绝缘固定架16上设有

凸峰23，所述气流管道2的出气端设置有正电吸附滤芯堆块24和加热器25。如图8所示，由于

所述凸峰23的设计，可以避免由于所述绝缘固定架16凝结水雾后两层所述环形等电均压网

22产生短路，大大提高了本发明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能。所述正电吸附滤芯堆块24为镀铂或

镀半晶硅的陶瓷滤芯，其网孔的尺寸为2mmX2mm，网孔间的壁厚为0.2mm，目的是吸收消除意

外产生的臭氧，所述加热器25，可以对冷凝除尘后空气进行加热。

[0038] 综上所述，本发明可以使背景技术中的所有问题迊刃而解，未来如果发生人传人

禽流感，或者SARS一类烈性传染病时，本发明也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防护与治疗作用。另

外，传统空气净化器过滤网上的空气垃圾会风化降解成更小的微粒，穿过滤网二次进入空

间，微小尘埃过敏原性更强，因此传统滤网式空气净化器不能用于过敏性哮喘预防和治疗。

本发明不仅可以消除更小的空气悬浮颗粒物、有害气体，关键还会把消除掉的有害物质排

出室外，不产生二次污染。是预防与治疗过敏性哮喘的唯一设备。

[0039] 本发明用于空气净化装置的技术领域。

[0040] 虽然本发明的实施例是以实际方案来描述的，但是并不构成对本发明含义的限

制，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本说明书对其实施方案的修改及与其他方案的组合都是

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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