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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空气污染防治技术领域，具

体公开了一种光触媒空气净化反应器，包括基

座、壳体、上盖、光源、送风装置和光触媒层；壳体

为上下开口的圆柱形筒体，并竖直固定于基座

上；光触媒层负载于壳体的内壁上；光源竖直设

于壳体的中央，并与基座固定；上盖盖合在壳体

上，上盖上还设有一组出风口；基座、壳体和上盖

共同围合形成的空间为净化腔；基座内设有空

腔，空腔内设有送风装置，基座上部设有一组将

净化腔与空腔联通的送风孔，基座下部设有一组

将空腔与外部联通的进风口；送风装置能够驱动

空气从进风口流入空腔，再从送风孔流入净化

腔，再从出风口流出。本实用新型能够充分利用

光能并充分发挥光触媒的净化效率，实现优异的

空气净化效果。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附图4页

CN 211753938 U

2020.10.27

CN
 2
11
75
39
38
 U



1.一种光触媒空气净化反应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基座（1）、壳体（2）、上盖（3）、光源

（4）、送风装置（5）和光触媒层（6）；所述壳体（2）为上下开口的圆柱形筒体，并竖直固定于所

述基座（1）上；所述光触媒层（6）负载于所述壳体（2）的内壁上；所述光源（4）竖直设于所述

壳体（2）的中央，并与所述基座（1）固定；所述上盖（3）盖合在所述壳体（2）上，所述上盖（3）

上还设有一组出风口（31）；所述基座（1）、所述壳体（2）和所述上盖（3）共同围合形成的空间

为净化腔（7）；所述基座（1）内设有空腔（11），所述空腔（11）内设有送风装置（5），所述基座

（1）上部设有一组将所述净化腔（7）与所述空腔（11）联通的送风孔（12），所述基座（1）下部

设有一组将所述空腔（11）与外部联通的进风口（13）；所述送风装置（5）能够驱动空气从所

述进风口（13）流入所述空腔（11），再从所述送风孔（12）流入所述净化腔（7），再从所述出风

口（31）流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触媒空气净化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座（1）的顶部有

呈圆柱形状的凸部（14），一组所述送风孔（12）沿基座的中心轴呈环形阵列分布，所述送风

孔（12）的出风口位于所述凸部（14）的侧壁上，所述送风孔（12）的出口方向与所述凸部（14）

侧壁的夹角小于90°。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光触媒空气净化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送风孔（12）的出口

高于所述送风孔（12）的入口。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光触媒空气净化反应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灯罩

（8）和灯盖（9）；所述灯罩（8）使用透光材料制成，其形状为直径小于所述壳体（2）的上下开

口的圆柱形筒体，所述灯罩（8）设于所述光源（4）和所述壳体（2）之间，所述灯罩（8）与所述

壳体（2）的中心轴重合，所述灯罩（8）与所述基座（1）固定；所述灯罩（8）上部盖合有所述灯

盖（9）。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光触媒空气净化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灯罩（8）由石英材

质制成；所述灯盖（9）底部设有反光面（91）；所述反光面（91）呈倒圆锥形状。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光触媒空气净化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上盖（3）上还固定

有一层均风罩（32），所述均风罩（32）由透风的多孔材料制成，所述均风罩（32）盖住所述出

风口（31）。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光触媒空气净化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座（1）侧壁上还

套设有一层除尘过滤网（16），所述除尘过滤网（16）盖住所述进风口（13）。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光触媒空气净化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座（1）侧壁上还

套设有一层活性炭过滤网（15）和一层除尘过滤网（16），所述活性炭过滤网（15）盖住所述进

风口（13），所述除尘过滤网（16）盖在所述活性炭过滤网（15）外。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光触媒空气净化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光源（4）为汞灯管、

氙灯管或荧光灯管。

10.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光触媒空气净化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送风装置（5）为风

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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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光触媒空气净化反应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空气污染防治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光触媒空气净化

反应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室内环境和空气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与此

同时，空气染问题却越来越严重，甚至有些时候，想要畅快地大口呼吸清洁安全的空气也是

一种奢求。

[0003] 为此，人们设计了种类繁多的光触媒，并尝试利用光能对空气进行净化。光触媒本

质上就是光催化剂，能够在光照条件下产生活性物种或活性位，分解或催化分解各种污染

物。光触媒能够处理的空气污染物主要为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基于光触媒成分的不同，其对

光的响应也不同。以锐钛矿型二氧化钛为例，激发其响应的波长范围主要在紫外光区；目前

研究较多的为具有可见光响应的光触媒材料，如Bi2WO6、BiVO4、Au@TiO2和Pd@C3N4等等。

[0004] 目前，相较于在材料上的大量研究，人们对光触媒空气净化装置的研究还相对欠

缺。光触媒净化空气是光触媒、光子、污染物分子三者共同反应的结果，因此，光能在光触媒

材料上的分布、污染物分子在光触媒材料上的分布和停留时间，都会对最终的净化效果产

生重要影响。然而，目前针对光触媒空气净化反应器的结构进行优化，使之充分发挥光触媒

的催化效率的设计还比较欠缺。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光触媒空气净化反应器。该光触

媒空气净化反应器，能够充分利用光能并充分发挥光触媒的净化效率，能够使单位面积的

光触媒所吸收的光能基本一致，能够使单位面积的光触媒所处理的空气通量保持一致，能

够促进污染物分子在空气和光触媒之间充分传质，实现优异的空气净化效果。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光触媒空气净化

反应器，包括基座、壳体、上盖、光源、送风装置和光触媒层；壳体为上下开口的圆柱形筒体，

并竖直固定于基座上；光触媒层负载于壳体的内壁上；光源竖直设于壳体的中央，并与基座

固定；上盖盖合在壳体上，上盖上还设有一组出风口；基座、壳体和上盖共同围合形成的空

间为净化腔；基座内设有空腔，空腔内设有送风装置，基座上部设有一组将净化腔与空腔联

通的送风孔，基座下部设有一组将空腔与外部联通的进风口；送风装置能够驱动空气从进

风口流入空腔，再从送风孔流入净化腔，再从出风口流出。使用时，空气在送风装置的驱动

下进入净化腔，空气中有害的污染物在光触媒层表面发生分解，得到净化的空气最后从上

盖上的出风口流出。由于光源竖直设于壳体的中央，光触媒层表面的每一点到光源的最短

距离均相等，单位面积的光触媒层所接收的光能基本一致，且持续稳定，因此光能的利用效

率高，净化性能稳定持续。另外，除了送风装置内存在活动结构外，其余各零部件均固定设

置，并让空气在装置内流动，这种设计简化了结构，节省了能源，而且还提高了传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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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进一步地，上述的光触媒空气净化反应器，基座的顶部有呈圆柱形状的凸部，一组

送风孔沿基座的中心轴呈环形阵列分布，送风孔的出风口位于凸部的侧壁上，送风孔的出

口方向与凸部侧壁的夹角小于90°。由于水平截面上送风孔的出口方向与凸部侧壁的切线

方向均不垂直，且统一呈一定的夹角，因此，空气从送风孔流出后会呈螺旋运动，而不是直

接向上方运动。空气螺旋向上运动后，对光触媒层表面的压力更大，空气质点的流速更快，

更容易在光触媒表面形成湍流，能够显著提升传质效率。考虑到科里奥利力的存在，在北半

球，送风孔的出口方向从上向下看优选为逆时针方向。

[0008] 优选地，上述的光触媒空气净化反应器，送风孔的出口高于送风孔的入口，使气流

更加顺畅。

[0009] 进一步地，上述的光触媒空气净化反应器，还包括灯罩和灯盖；灯罩使用透光材料

制成，优选石英。灯罩的形状为直径小于壳体的上下开口的圆柱形筒体，灯罩设于光源和壳

体之间，灯罩与壳体的中心轴重合，灯罩与基座固定；灯罩上部盖合有灯盖。设置灯罩以后，

空气在光触媒表面的环流层更薄，流速更快，传质效率更高，空气环流的内层和外层之间的

物质交换更加充分，净化效果更佳。在风阻可以接受的情况下，可以尽量增大灯罩的直径以

缩小灯罩和光触媒层之间的距离，从而提高净化效果。灯罩外径和光触媒层内径之比可优

选为80-99:100。

[0010] 进一步地，上述的光触媒空气净化反应器，灯罩由石英材质制成；灯盖底部设有反

光面；反光面呈倒圆锥形状。设置倒圆锥反光面可以将向上照射的光反射到光触媒层上，提

高光能的利用率。

[0011] 光催化反应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是表面反应而不是体相反应。光催化反应同时

受到光能传递和物质传递的双重限制，任何一方面出现短板均会导致净化效果的显著下

降。因此，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光触媒空气净化反应器，针对上述两方面的因素进行了专门的

结构优化设计和权衡，使光能得以充分利用，使传质效率显著提升。

[0012] 进一步地，上述的光触媒空气净化反应器，上盖上还固定有一层均风罩，均风罩由

透风的多孔材料制成，均风罩盖住出风口。设置均风罩可以使空气流出时更加温和。

[0013] 进一步地，上述的光触媒空气净化反应器，基座侧壁上还套设有一层除尘过滤网，

除尘过滤网盖住进风口。除尘过滤网可防止空气中的灰尘等颗粒物与光触媒层接触，防止

光触媒层因灰尘覆盖住而影响净化效果。

[0014] 进一步地，上述的光触媒空气净化反应器，基座侧壁上还套设有一层活性炭过滤

网和一层除尘过滤网，活性炭过滤网盖住进风口，除尘过滤网盖在活性炭过滤网外。活性炭

过滤网可以吸附一定的挥发性有机污染，发挥一定的辅助净化效果。

[0015] 进一步地，上述的光触媒空气净化反应器，光源为汞灯管、氙灯管或荧光灯管。不

同光源的波长范围不同，根据所使用的光触媒的吸收波长的范围进行合理选择。例如光触

媒层中的主要活性成分为二氧化钛，则光源优选为汞灯管。

[0016] 优选地，上述的光触媒空气净化反应器，送风装置为风扇。

[0017] 有益效果：综上可见，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光触媒空气净化反应

器，能够充分利用光能并充分发挥光触媒的净化效率，能够使单位面积的光触媒所吸收的

光能基本一致，能够使单位面积的光触媒所处理的空气通量保持一致，能够促进污染物分

子在空气和光触媒之间充分传质，实现优异的空气净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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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实施例1和2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基座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图2中A-A面的剖面图；

[0021] 图4为实施例3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实施例4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1基座、2壳体、3上盖、4光源、5送风装置、6光触媒层、7净化腔、8灯罩、9灯盖、

11空腔、12送风孔、13进风口、14凸部、15活性炭过滤网、16除尘过滤网、31出风口、32均风

罩、91反光面。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实用新型。

[0025] 实施例1

[0026] 一种光触媒空气净化反应器，如图1所示，包括基座1、壳体2、上盖3、光源4、送风装

置5和光触媒层6；所述壳体2为上下开口的圆柱形筒体，并竖直固定于所述基座1上；所述光

触媒层6负载于所述壳体2的内壁上；所述光源4竖直设于所述壳体2的中央，并与所述基座1

固定；所述上盖3盖合在所述壳体2上，所述上盖3上还设有一组出风口31；所述基座1、所述

壳体2和所述上盖3共同围合形成的空间为净化腔7；所述基座1内设有空腔11，所述空腔11

内设有送风装置5，所述基座1上部设有一组将所述净化腔7与所述空腔11联通的送风孔12，

所述基座1下部设有一组将所述空腔11与外部联通的进风口13；所述送风装置5能够驱动空

气从所述进风口13流入所述空腔11，再从所述送风孔12流入所述净化腔7，再从所述出风口

31流出。

[0027] 实施例2

[0028] 一种光触媒空气净化反应器，如图1至3，包括基座1、壳体2、上盖3、光源4、送风装

置5和光触媒层6；所述壳体2为上下开口的圆柱形筒体，并竖直固定于所述基座1上；所述光

触媒层6负载于所述壳体2的内壁上；所述光源4为汞灯管，所述光源4竖直设于所述壳体2的

中央，并与所述基座1固定；所述上盖3盖合在所述壳体2上，所述上盖3上还设有一组出风口

31；所述基座1、所述壳体2和所述上盖3共同围合形成的空间为净化腔7；所述基座1内设有

空腔11，所述空腔11内设有送风装置5，所述基座1上部设有一组将所述净化腔7与所述空腔

11联通的送风孔12，所述基座1下部设有一组将所述空腔11与外部联通的进风口13；所述送

风装置5能够驱动空气从所述进风口13流入所述空腔11，再从所述送风孔12流入所述净化

腔7，再从所述出风口31流出。

[0029] 本实施例中，所述基座1的顶部有呈圆柱形状的凸部14，一组所述送风孔12沿基座

的中心轴呈环形阵列分布，所述送风孔12的出风口位于所述凸部14的侧壁上，所述送风孔

12的出口方向与所述凸部14侧壁的夹角为45°，送风孔12的出口方向从上向下看为逆时针

方向。

[0030] 本实施例中，所述送风孔12的出口高于所述送风孔12的入口。

[0031] 实施例3

[0032] 一种光触媒空气净化反应器，如图2、3和4所示，包括基座1、壳体2、上盖3、光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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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风装置5和光触媒层6；所述壳体2为上下开口的圆柱形筒体，并竖直固定于所述基座1上；

所述光触媒层6负载于所述壳体2的内壁上；所述光源4竖直设于所述壳体2的中央，并与所

述基座1固定；所述上盖3盖合在所述壳体2上，所述上盖3上还设有一组出风口31；所述基座

1、所述壳体2和所述上盖3共同围合形成的空间为净化腔7；所述基座1内设有空腔11，所述

空腔11内设有送风装置5，所述基座1上部设有一组将所述净化腔7与所述空腔11联通的送

风孔12，所述基座1下部设有一组将所述空腔11与外部联通的进风口13；所述送风装置5能

够驱动空气从所述进风口13流入所述空腔11，再从所述送风孔12流入所述净化腔7，再从所

述出风口31流出。

[0033] 本实施例中，所述基座1的顶部有呈圆柱形状的凸部14，一组所述送风孔12沿基座

的中心轴呈环形阵列分布，所述送风孔12的出风口位于所述凸部14的侧壁上，所述送风孔

12的出口方向与所述凸部14侧壁的夹角小于90°。

[0034] 本实施例中，所述送风孔12的出口高于所述送风孔12的入口。

[0035] 本实施例中，还包括灯罩8和灯盖9；所述灯罩8使用透光材料制成，其形状为直径

小于所述壳体2的上下开口的圆柱形筒体，所述灯罩8设于所述光源4和所述壳体2之间，所

述灯罩8与所述壳体2的中心轴重合，所述灯罩8与所述基座1固定；所述灯罩8上部盖合有所

述灯盖9。

[0036] 本实施例中，所述灯罩8由石英材质制成；所述灯盖9底部设有反光面91；所述反光

面91呈倒圆锥形状。

[0037] 本实施例中，所述上盖3上还固定有一层均风罩32，所述均风罩32由透风的多孔材

料制成，所述均风罩32盖住所述出风口31。

[0038] 实施例4

[0039] 一种光触媒空气净化反应器，如图2、3和5所示，包括基座1、壳体2、上盖3、光源4、

送风装置5和光触媒层6；所述壳体2为上下开口的圆柱形筒体，并竖直固定于所述基座1上；

所述光触媒层6负载于所述壳体2的内壁上；所述光源4竖直设于所述壳体2的中央，并与所

述基座1固定；所述上盖3盖合在所述壳体2上，所述上盖3上还设有一组出风口31；所述基座

1、所述壳体2和所述上盖3共同围合形成的空间为净化腔7；所述基座1内设有空腔11，所述

空腔11内设有送风装置5，所述基座1上部设有一组将所述净化腔7与所述空腔11联通的送

风孔12，所述基座1下部设有一组将所述空腔11与外部联通的进风口13；所述送风装置5能

够驱动空气从所述进风口13流入所述空腔11，再从所述送风孔12流入所述净化腔7，再从所

述出风口31流出。

[0040] 本实施例中，所述基座1的顶部有呈圆柱形状的凸部14，一组所述送风孔12沿基座

的中心轴呈环形阵列分布，所述送风孔12的出风口位于所述凸部14的侧壁上，所述送风孔

12的出口方向与所述凸部14侧壁的夹角小于90°。

[0041] 本实施例中，所述送风孔12的出口高于所述送风孔12的入口。

[0042] 本实施例中，还包括灯罩8和灯盖9；所述灯罩8使用透光材料制成，其形状为直径

小于所述壳体2的上下开口的圆柱形筒体，所述灯罩8设于所述光源4和所述壳体2之间，所

述灯罩8与所述壳体2的中心轴重合，所述灯罩8与所述基座1固定；所述灯罩8上部盖合有所

述灯盖9。

[0043] 本实施例中，所述灯罩8由石英材质制成；所述灯盖9底部设有反光面91；所述反光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211753938 U

6



面91呈倒圆锥形状。

[0044] 本实施例中，所述上盖3上还固定有一层均风罩32，所述均风罩32由透风的多孔材

料制成，所述均风罩32盖住所述出风口31。

[0045] 本实施例中，所述基座1侧壁上还套设有一层除尘过滤网16，所述除尘过滤网16盖

住所述进风口13。

[0046] 本实施例中，所述基座1侧壁上还套设有一层活性炭过滤网15和一层除尘过滤网

16，所述活性炭过滤网15盖住所述进风口13，所述除尘过滤网16盖在所述活性炭过滤网15

外。

[0047] 本实施例中，所述光源4为汞灯管、氙灯管或荧光灯管。

[0048] 本实施例中，所述送风装置5为风扇。

[0049]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这些改进也应视为

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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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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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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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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