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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空气净化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提

供一种大风量复合式空气消毒净化机，包括：机

壳，机壳由风机固定结构分为下部负压进风区域

和上部正压出风区域，下部负压进风区域设有初

效过滤器和紫外线及光触媒消毒模块，上部正压

出风区域设有消毒过滤模块压紧密封机构、等离

子体消毒模块、IFD集尘模块、高效过滤器、活性

炭过滤器。本发明优点：采用下进风上出风的进

出风模式对人友好，采用六种消毒过滤装置进复

合消毒，空气循环风量大，风道密封性好，风噪

小，可实现高速、高效的空气消毒净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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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风量复合式空气消毒净化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机壳，机壳底部设有进风口，

顶部设有出风口，机壳内中部设有大风量离心风机(9)，大风量离心风机(9)将内腔分为下

部负压进风区域和上部正压出风区域，下部负压进风区域从上至下依次设有紫外线及光触

媒消毒模块(7)、初效过滤器(6)，上部正压出风区域设有所述消毒过滤模块压紧密封机构

(10)、等离子体消毒模块(11)、IFD集尘模块(12)、高效过滤器(13)、活性炭过滤器(14)。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风量复合式空气消毒净化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壳包括

主腔体(1)、主前门(3)、初效检修门(4)，主前门(3)及初效检修门(4)均通过铰链安装在主

腔体(1)上，主前门(3)通过隐藏式搭扣实现锁紧，初效检修门(4)通过磁铁与主腔体(1)吸

和。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风量复合式空气消毒净化机，其特征在于，设置于底部进

风口的初效过滤器(6)包括过滤棉及铝网。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风量复合式空气消毒净化机，其特征在于，紫外线及光触

媒消毒模块(7)腔内设有若干根紫外线消毒灯管，腔体上下方分别设有光触媒。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风量复合式空气消毒净化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等离子体

消毒模块(11)、IFD集尘模块(12)、高效过滤器(13)、活性炭过滤器(14)依次设于大风量离

心风机(9)出风口上方，所述等离子体消毒模块(11)、IFD集尘模块(12)、高效过滤器(13)、

活性炭过滤器(14)均设有独立壳体，壳体外设有滑轨，所述滑轨与机壳滑轨装配。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风量复合式空气消毒净化机，其特征在于，机壳侧面腔体

内还安装有空气质量监测系统(106)。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风量复合式空气消毒净化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还包括电

气控制系统(8)，电气控制系统(8)包括与控制器连接的NB‑loT模块、压差开关、压差传感

器、门电源开关、双电源模块、智能语音系统、触摸控制屏、消毒过滤模块基本开关、温度开

关、风速传感器、负离子发生器，所述压差开关检测口分别接于高效过滤器(13)的进出风

口，所述压差传感器检测口一端与大气相连，另一端与大风量离心风机(9)出风口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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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量复合式空气消毒净化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气净化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大风量复合式空气消毒净化

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伴随而来的还有环

境的污染和病毒细菌的泛滥。近年来，大气的污染、流感和新冠等病毒对人类健康的侵蚀，

使得人们对空气的洁净程度尤为重视。医院作为人流量大且卫生环境要求较高的场所，对

空气质量要求更为苛刻，而皮肤感染科室、重症监护室、婴幼儿室等对空气洁净度要求较高

的地方更是必须配备空气净化装置。同时医院作为病毒细菌数量较多的地方，为保障病人

的身体健康，防止细菌和病毒感染，对空气中细菌病毒的过滤灭活，阻断细菌病毒传播成为

医院必须考虑的事情。为响应市场需要，空气消毒净化机也就应势而生。

[0003] 现有空气消毒净化机大多通过多次空气循环过滤达到空气净化效果，有效消毒模

块单一，效率较低，不能满足部分场所对空气质量要求高、消毒体积大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解决现有空气消毒净化机存在的消毒效果差、效率低、不适用于

大体积消毒场所的缺陷，提供一种大风量复合式空气净化消毒器，通过大风量空气循环及

复合式空气消毒过滤模块，在提高单次空气消毒净化效率的基础上，满足消毒场所内整体

环境高速高效的空气净化要求。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所述的一种大风量复合式空气消毒净化机，包括机壳，机壳底部设有进风口，顶部

设有出风口，机壳内中部设有大风量离心风机，大风量离心风机将内腔分为下部负压进风

区域和上部正压出风区域，下部负压进风区域从上至下依次设有紫外线及光触媒消毒模

块、初效过滤器，上部正压出风区域设有所述消毒过滤模块压紧密封机构、等离子体消毒模

块、IFD集尘模块高效过滤器、活性炭过滤器。

[0007] 优选的，所述机壳包括主腔体、主前门、初效检修门，主前门及初效检修门均通过

铰链安装在主腔体上，主前门通过隐藏式搭扣实现锁紧，初效检修门通过磁铁与主腔体吸

和。

[0008] 优选的，设置于底部进风口的初效过滤器包括过滤棉及铝网。

[0009] 优选的，紫外线及光触媒消毒模块腔内设有若干根紫外线消毒灯管，腔体上下方

分别设有光触媒。

[0010] 优选的，所述等离子体消毒模块、IFD集尘模块、高效过滤器、活性炭过滤器依次设

于大风量离心风机出风口上方，所述等离子体消毒模块、IFD集尘模块、高效过滤器、活性炭

过滤器均设有独立壳体，壳体外设有滑轨，所述滑轨与机壳滑轨装配。

[0011] 优选的，机壳侧面腔体内还安装有空气质量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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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优选的，所述，还包括电气控制系统，电气控制系统包括与控制器连接的NB‑loT模

块、压差开关、压差传感器、门电源开关、双电源模块、智能语音系统、触摸控制屏、消毒过滤

模块基本开关、温度开关、风速传感器、负离子发生器，所述压差开关检测口分别接于高效

过滤器的进出风口，所述压差传感器检测口一端与大气相连，另一端与大风量离心风机出

风口相连。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4] 本发明采用六种消毒过滤模块对空气进行复合消毒，合理安排消毒过滤顺序，对

空气依次进行大直径颗粒物和毛发等过滤、紫外线和光触媒消毒灭菌、等离子体电场高压

杀菌、IFD  静电吸附、高效过滤器过滤、活性炭过滤，在保证单次空气消毒净化效率的基础

上，提供大风量空气循环，实现高速高效的空气净化，消毒器内设有风速传感器、压差传感

器、压差开关、温度开关、门电源开关多种电气元件，保证设备安全，设有空气质量监测模

块，可实时显示空气质量，设有双电源模式，当主控制系统故障时，风机电源线可与备用电

源插座连接，通过初效过滤器、高效过滤器、活性炭过滤器三个非供电过滤模块进行空气净

化。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消毒器外观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的消毒器内部视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的电气控制系统视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的机壳前视图；

[0019] 图5为本发明的消毒器右视图；

[0020] 图6为本发明的紫外线及光触媒消毒模块示意图；

[0021] 图7为本发明的离子体消毒模块示意图；

[0022] 图中：1‑主腔体、2‑出风格栅、3‑主前门、4‑初效检修门、5‑万向全制动脚轮、6‑初

效过滤器、  7‑紫外线及光触媒消毒模块、8‑电气控制系统、9‑大风量离心风机、10‑消毒过

滤模块压紧密封机构、11‑等离子体消毒模块、12‑IFD集尘模块、13‑高效过滤器、14‑活性炭

过滤器、101‑  主腔体滑轨、102‑负离子发生器、103‑风速传感器、104‑消毒过滤模块基本开

关、105‑备用电源插座、106‑空气质量监测系统、107‑主电源插座、701‑紫外灯管、702‑光触

媒、801‑开关电源、802‑紫外灯镇流器、803‑高压电源、804‑门电源开关、805‑压差开关、

806‑压差传感器、  807‑NB‑loT模块、808‑主控板、1101‑模块滑轨、1102‑空心密封圈、1103‑

模块把手；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实施例1：

[0024] 参照说明附图，所述的一种大风量复合式空气消毒净化机，包括机壳，机壳底部设

有进风口，顶部设有出风口，机壳内中部设有大风量离心风机9，所述大风量离心风机9水平

固定于机壳内，实现空气的下进上出，可提供4000m3/h风量，大风量离心风机9装有相匹配

的导流圈、导流栅，可有效降低噪音，提高风机稳定性。

[0025] 大风量离心风机9将内腔分为下部负压进风区域和上部正压出风区域，下部负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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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风区域从上至下依次设有紫外线及光触媒消毒模块7、初效过滤器6，上部正压出风区域

设有所述消毒过滤模块压紧密封机构10、等离子体消毒模块11、IFD集尘模块12、高效过滤

器13、活性炭过滤器14。所述等离子体消毒模块通过高压放电杀死空气中的病毒、细菌，空

气中通过所述等离子体消毒模块后带电的杂质在所述IFD集尘模块12内被吸附，然后通过

所述高效过滤器13和所述活性炭过滤器14，进一步对空气进行过滤；所述消毒过滤模块压

紧密封机构10可将放入机壳内的所述等离子体消毒模块11、IFD集尘模块12、高效过滤器

13、活性炭过滤器14向上顶紧，实现消毒器整机的风道密封，保证空气进入消毒器后仅在消

毒风道内流动，可提高空气消毒净化效率。

[0026] 所述机壳包括主腔体1、主前门3、初效检修门4，主前门3及初效检修门4均通过铰

链安装在主腔体1上，主前门3通过隐藏式搭扣实现锁紧，初效检修门4通过磁铁与主腔体1

吸和。

[0027] 设置于底部进风口的初效过滤器6包括过滤棉及铝网，可对进入消毒器的空气进

行初步过滤，去除大直径颗粒物、毛发等，打开所述初效检修门可取出清洗维护。

[0028] 紫外线及光触媒消毒模块7腔内设有2根功率为35W的紫外线消毒灯管，腔体上下

方分别设有光触媒，紫外线消毒灯辐射的波长为223.7nm的紫外线及光触媒产生的强氧化

物质可有效的对空气进行消毒净化。

[0029] 所述等离子体消毒模块11、IFD集尘模块12、高效过滤器13、活性炭过滤器14依次

设于大风量离心风机9出风口上方，所述等离子体消毒模块11、IFD集尘模块12、高效过滤器

13、活性炭过滤器14均设有独立壳体，壳体外设有滑轨，所述滑轨与机壳滑轨装配。

[0030] 机壳侧面腔体内还安装有空气质量监测系统106。可对消毒器所在室内空气的甲

醛含量、  PM2.5含量、TVOC、异味、粉尘、温度、湿度进行实时监测，当室内空气质量差时可提

醒提高消毒器风量。

[0031] 还包括电气控制系统8，电气控制系统8包括与控制器连接的NB‑loT模块、压差开

关、压差传感器、门电源开关、双电源模块、智能语音系统、触摸控制屏、消毒过滤模块基本

开关、温度开关、风速传感器、负离子发生器，所述压差开关检测口分别接于高效过滤器13

的进出风口，所述压差传感器检测口一端与大气相连，另一端与大风量离心风机9出风口相

连。所述消毒过滤模块基本开关可对消毒器内是否存在消毒过滤模块进行检测。

[0032] 如图1消毒器外观图所示，本发明主腔体1为钣金焊接结构，内有加强结构，保证壳

体强度，因本发明风量较大，为防止对人体直吹，出风格栅2设在消毒器顶部，空气净化后右

出风格栅2出口斜向上吹出，消毒器主前门3一侧通过铰链与主腔体连接，另一侧通过隐藏

式搭扣锁紧，初效检修门4设于消毒器下部，与初效过滤器6对齐，一侧通过铰链与主腔体  1

连接，另一侧通过强磁铁吸和在主腔体1上，便于初效过滤器6的清洗维护，万向全制动脚轮

5可以使消毒器方便移动。

[0033] 如图2消毒器内部视图所示，主腔体1底部为进风口，顶部为出风口，从进风口向上

依次为初效过滤器6、紫外线及光触媒消毒模块7、大风量离心风机9、消毒过滤模块压紧密

封机构10、等离子体消毒模块11、IFD集尘模块12、高效过滤器13、活性炭过滤器14组成空气

消毒净化风道，电气控制系统8安装于大风量离心风机9前侧。

[0034] 如图3电气控制系统视图、图4机壳前视图、图5消毒器右视图所示，开关电源801、

紫外灯镇流器802、高压电源803、门电源开关804、压差开关805、压差传感器806、NB‑loT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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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807、主控板808安装于主腔体1前侧的安装板上，负离子发生器102、风速传感器103  安装

于主腔体1顶部的出风口处，备用电源插座105、空气质量监测系统106、主电源插座  107安

装于主腔体的右侧面，消毒过滤模块基本开关104安装于主腔体1内部右侧，用于检测消毒

过滤模块是否装入主腔体1内。

[0035] 如图6紫外线及光触媒消毒模块示意图所示，紫外灯管701安装于紫外线及光触媒

消毒模块7腔体内部，光触媒702安装于紫外线及光触媒消毒模块7的底部和顶部。

[0036] 如图7等离子体消毒模块示意图所示，以等离子体消毒模块11为例阐述消毒器风

道密封原理，等离子体消毒模块11两侧设有模块滑轨1101，上部粘有空心密封圈1102,将等

离子体消毒模块11装入主腔体1时，模块滑轨1101与主腔体滑轨101配合，当各模块均装入

主腔体1内时，各模块上下留有间隙，操作消毒过滤模块顶紧密封机构10使各模块均向上移

动，模块滑轨1101与主腔体滑轨101脱离，消除间隙，消毒过滤模块顶紧密封机构10与大风

量离心风机9出风口采用防风布柔性连接，保证整体风道密封。当各消毒过滤需拿出维护

时，可松开消毒过滤模块顶紧密封机构10，手拉模块把手1103将消毒过滤模块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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