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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空气消毒净化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空气消毒净化器，该

净化器包括有内壁表面上均匀涂布光触媒的壳

体、前级紫外线灯与后级紫外线灯及围绕在紫外

线灯外的光触媒网，壳体围合形成容空气从前向

后流通的风道空间，前级紫外线灯沿风道方向设

置在前方，后级紫外线灯设置在后方。在本净化

器中特别地设置前级紫外线灯与后级紫外线灯

中设置前后两级紫外线灯，通过前级紫外线灯主

要用于产生臭氧，后级紫外线灯不产生臭氧直接

杀灭细菌，紫外线与光触媒介质发生光触媒净化

反应去除空气中苯、甲醛等污染物，这样的设置

不仅保证了净化器整体的空气净化效果，还为臭

氧彻底反应的提供反应环境与时间，最大程度降

低净化器输出的臭氧浓度，提升了本净化器的净

化性能。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3页

CN 212252961 U

2020.12.29

CN
 2
12
25
29
61
 U



1.一种空气消毒净化器，该净化器包括有壳体，壳体围合形成容空气从前向后流通的

风道空间；其特征在于，该净化器中还包括有前级紫外线灯与后级紫外线灯，前级紫外线灯

与后级紫外线灯均沿空气流通方向设置在风道空间中，前级紫外线灯设置在前方，后级紫

外线灯设置在后方，且前级紫外线灯与后级紫外线灯均与壳体固定连接。

2.如权利要求1的空气消毒净化器，其特征在于，前级紫外线灯为发出紫外线的波长范

围在100nm～200nm范围内的紫外线灯，后级紫外线灯为发出紫外线的波长范围为254nm～

257nm范围内的紫外线灯。

3.如权利要求1的空气消毒净化器，其特征在于，该净化器还包括有光催化网，光催化

网的表面涂布光触媒，且光催化网套设在前级紫外线灯和/或后级紫外线灯外。

4.如权利要求1的空气消毒净化器，其特征在于，该净化器还包括有用于吸收外部空

气，将其送进风道空间的进风机，进风机设置在风道空间的最前端，且进风机与壳体可拆卸

式连接。

5.如权利要求4的空气消毒净化器，其特征在于，该净化器包括用于对整个净化器的工

作作出控制的控制器，控制器固定在壳体的外部表面上，且控制器与进风机保持电连接。

6.如权利要求5的空气消毒净化器，其特征在于，该净化器还包括有用于感受气流流通

的风动传感器，风动传感器设置在壳体外侧，风动传感器中的感受端伸出，感受壳体外空间

中的气流流通状况，风动传感器与控制器交互。

7.如权利要求6的空气消毒净化器，其特征在于，该净化器还包括有用于向前级紫外线

灯与后级紫外线灯提供工作电源的电源转换器，电源转换器固定在壳体的外部，电源转换

器分别与前级紫外线灯与后级紫外线灯保持电连接，且电源转换器与控制器交互。

8.如权利要求1的空气消毒净化器，其特征在于，壳体的内壁表面上均匀涂布光触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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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空气消毒净化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净化器制造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空气消毒净化器。

背景技术

[0002] 空气净化器用以对管道中流通的空气做出对应净化处理，通常配合设置在中央空

调管道、新风机管道中，能够吸附、分解或转化空气中的有毒气体、细菌、过敏原等污染物，

能有效提高空气清洁度。

[0003] 现有技术中的空气净化器通常使用吸附技术、离子技术、催化技术、光触媒技术、

静电集尘技术中一种或多种组合，对空气做出对应的净化措施，而上述技术应用到具体的

空气净化设备中时，其实现方式多种多样，这其中，紫外线灯为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被普

遍应用在多种场合，例如在专利申请号为“CN201320243836.5”的专利申请文件中公开的一

种客车用顶窗式空气净化器净化器，具体应用在客车顶窗上，其中即设置了紫外线灯用以

杀灭环境中的细菌；而在专利申请号为“CN201220313940.2”的专利申请文件中则公开了一

种医用空气净化消毒净化器，该净化器应用在具有严格洁净需要的医护场合中，通过在净

化器内部设置紫外线发射器及平行排列的多层玻璃片，在每层玻璃片表面涂有光催化剂涂

层，并在光催化以此满足医用环境下严苛的的灭菌净化要求。

[0004] 紫外线灯发出的紫外线光视其波长不同，将在指定波段下具有转换空气中的氧

气，生成臭氧的功能，臭氧具有强氧化性，能有效氧化去除苯系物、TVOC  等污染气体，对于

空气中的细菌，臭氧同样拥有强效的杀灭能力，能不受反应环境的PH值影响，快速、高效地

杀灭细菌。但与此同时，盲目设置紫外线灯，不对紫外线等作出对应遮蔽防护，不检测净化

器的输出臭氧浓度也将带来严重后果：臭氧浓度超标将对人体造成不良影响，吸入超标的

臭氧将强烈刺激人的呼吸道、破坏人体的免疫机能，严重时将造成人的神经中毒，因此，如

何在最大程度降低臭氧对人体造成损害的前提下，兼顾紫外线灯的空气净化功能，是本领

域技术人员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空气消毒净化器，该净化器中

设置前后两级紫外线灯，通过前级紫外线灯主要用于产生臭氧，后级紫外线灯不产生臭氧

直接杀灭细菌，两级紫外线灯产生的紫外线与壳体、光催化网上的多种光触媒金属发生光

触媒反应催化氧化空气中的苯、甲醛、TVOC等污染物，不仅保证了净化器整体的空气净化效

果，还为臭氧彻底反应的提供反应环境与时间，最大程度降低净化器输出的臭氧浓度，提升

了本净化器的净化性能。本实用新型体积小巧，适用于中央空调管道、新风管道等空间，在

中央空调、新风系统开启时自动开启，提升管道空间内的杀菌、净化能力。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空气消毒净化器，该净化器包括有包括有壳体，壳体的内壁表面上均匀涂布

光触媒。壳体围合形成容空气从前向后流通的风道空间，为净化过程提供独立于外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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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应空间，在本净化器中特别地设置前级紫外线灯与后级紫外线灯，前级紫外线灯为发

出紫外线的波长范围在100nm～200nm范围内的紫外线灯，后级紫外线灯为发出紫外线的波

长范围为254nm～257nm范围内的紫外线灯。前级紫外线灯与后级紫外线灯均沿空气流通方

向设置在风道空间中，且前级紫外线灯与后级紫外线灯均与壳体固定连接。

[0008] 前级紫外线灯设置在前方，将具有发生臭氧的作用：前级紫外线灯发出的紫外线

在其规定波长范围中，该波长范围内的紫外线具有分解空气中的氧气分子生成臭氧的能

力，因此，空气在前级紫外线灯的照射下，受壳体内壁表面上涂布的光触媒催化，转换成为

臭氧，并同时产生净化因子PHI，前半段风道空间将充斥高浓度的臭氧形成臭氧风道，空气

中的苯系物、TVOC等有机污染物被臭氧氧化的同时，空气中的细菌接触臭氧将在短时间内

被杀灭。

[0009] 而后级紫外线灯设置在前级紫外线灯的后方，将具有转换残余臭氧与杀菌的双重

作用：后级紫外线灯发出的紫外线在其规定的波长范围中，该波长范围的紫外线将具有破

坏细菌DNA、RNA以及核蛋白的能力，细菌吸收该波长范围内的紫外线后，其自身核酸与蛋白

质交联将破裂，核酸的生物活性将被杀灭，细菌将死亡，因此，空气在后级紫外线灯的照射

下不产生臭氧，在前半段风道空间中的臭氧进入后半段风道空间后，一方面受气流影响被

稀释，另一方面，后级紫外线灯发出的紫外线将进一步赋予臭氧分子能量，不稳定的臭氧分

子获得能量后，将进一步分解成为O-与O2,，臭氧分子被消耗殆尽，而O-作为具有活跃的负离

子，将对后半段风道空间中流通的空气作出深度净化，因此，在本净化器末端出风口处，用

户将获得污染物浓度低、细菌少、臭氧浓度低的清洁空气。

[0010] 为进一步强化后级紫外线灯转换残余臭氧与杀菌的双重作用，在本实用新型提供

的空气消毒净化器中还包括有光催化网，光催化网设置一个或两个，其表面涂布光触媒，且

光催化网套设在前级紫外线灯和/或后级紫外线灯外，光催化网的网状结构增大了与气流

的接触面积，保证残余臭氧分子充分与光触媒接触，在光触媒的催化下，受后级紫外线灯充

分照射彻底反应，紫外线与光催化网产生净化因子PHI，催化氧化空气中苯、甲醛等有机污

染物。

[0011] 与此同时，该净化器还包括有用于吸收外部空气，将其送进风道空间的进风机，进

风机设置在风道空间的最前端，且进风机与壳体可拆卸式连接。而更进一步地，该净化器包

括用于对整个净化器的工作作出控制的控制器、用于感受壳体外部气流流通的风动传感

器、用于向前级紫外线灯与后级紫外线灯提供工作电源的电源转换器，控制器固定在壳体

的外部表面上，且控制器与进风机保持电连接。风动传感器设置在壳体外部，风动传感器中

的感受端伸出，感受壳体外部空间中的气流流通状况，风动传感器与控制器交互。电源转换

器固定在壳体的外部，电源转换器分别与前级紫外线灯与后级紫外线灯保持电连接，且电

源转换器与控制器交互。控制器控制整个净化器的动作，当设置于壳体外部的风动传感器

感受到外部(中央空调风道、新风风道等)气流流动，该气流流动信号反馈至控制器，风机启

动，外界环境中的空气被送入净化器中，电源转换器开始向前级紫外线灯与后级紫外线灯

供电，两级紫外线灯开始工作，开始对在风道空间中流通的气体作出对应的净化。

[0012] 应该强调的是，本实用新型中提及的在壳体内壁与光催化网上涂布的光触媒，是

一种以纳米级二氧化钛为代表的具有光催化功能的半导体材料的总称，代表性的光触媒材

料是二氧化钛，为现有技术，并非本实用新型的保护核心，本领域技术人员可通过查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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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视具体应用场景选用具体的、合适的光触媒材料，应用到本结构上。

[0013] 本实用新型的优势在于：相比于现有技术，在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空气消毒净化器

中，通过设置前后两级紫外线灯，利用前级紫外线灯产生臭氧，后级紫外线灯清除臭氧并杀

菌，两级紫外线灯均与光触媒介质发生反应产生PHI净化因子净化空气中苯、甲醛等有机污

染物，在获得新鲜洁净的空气的同时，最大程度上降低了空气中参与臭氧的浓度，提升了净

化器整体的净化性能。本实用新型体积小巧，适用于中央空调管道、新风管道等空间，在中

央空调、新风系统开启时自动开启，提升管道空间内的杀菌、净化能力。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具体实施方式中所实现的空气消毒净化器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具体实施方式中所实现的空气消毒净化器的第一局部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是具体实施方式中所实现的空气消毒净化器的第二局部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

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

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1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如下：

[0019] 请参阅图1-3。

[0020] 在本具体实施方式中，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空气消毒净化器，该净化器包括有包

括有壳体1、灯罩10、出风海绵11、出风口百叶窗12、前级紫外线灯2、第一保持架20、与后级

紫外线灯3以及第二保持架30。壳体1围合形成容空气从前向后流通的风道空间，第一保持

架20与第二保持架30从前往后间隔竖立在壳体1内壁的底部，前级紫外线灯2与后级紫外线

灯3均沿空气流通方向设置在风道空间中，前级紫外线灯2固定在第一保持20上，后级紫外

线灯3的一端固定在第一保持架20上，另一端固定在第二保持架30上。灯罩10用以阻挡风道

空间中的紫外线，防止泄漏，灯罩10设置在后级紫外线灯3的后方，且灯罩10同样固定的第

二保持架上。出风口百叶窗12设置在风道空间的最末端，且出风口百叶窗12紧密嵌合在壳

体1中，出风海绵紧密11用以保证出风柔畅，填充在出风口百叶窗12中，用以作为空气流通

的最后一道屏障。

[0021] 具体地，在本具体实施方式中，前级紫外线灯2为发出紫外线的波长为  185nm的紫

外线灯，后级紫外线灯3为发出紫外线的波长为254nm的紫外线灯。

[0022] 为进一步强化后级紫外线灯3转换残余臭氧与杀菌的双重作用，在具体实施方式

提供的空气消毒净化器中还包括有光催化网4，光催化网4的表面涂布光触媒，且光催化网4

套设在后级紫外线灯3外(亦可同时设在前级紫外线灯  2外)，光催化网4的网状结构增大了

与气流的接触面积，保证残余臭氧分子充分与光触媒接触，在光触媒的催化下，受后级紫外

线灯3充分照射彻底反应。

[0023] 与此同时，在本具体实施方式中，该净化器还包括有用于吸收外部空气，将其送进

风道空间的进风机5，进风机5设置在风道空间的最前端，且进风机5  与壳体1可拆卸式连

接。而更进一步地，该净化器包括用于对整个净化器的工作作出控制的控制器6、用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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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流通的风动传感器(图未示)、用于向前级紫外线灯2与后级紫外线灯3提供工作电源的

电源转换器7，控制器6固定在壳体1的外部表面上，且控制器6与进风机5保持电连接。风动

传感器设置在壳体外部，风动传感器中的感受端伸出，感受壳体外部空间中的气流流通状

况，风动传感器与控制器6交互。电源转换器7固定在壳体1的外部，电源转换器7分别与前级

紫外线灯2与后级紫外线灯3保持电连接，且电源转换器  7与控制器6交互。控制器6控制整

个净化器的动作，当风动传感器接受到壳体外部一定空气流速时，该气流流动信号反馈至

控制器6，风机启动，外界环境中的空气被送入净化器中，同时控制电源转换器7开始向前级

紫外线灯2与后级紫外线灯3供电，两级紫外线灯开始工作，开始对在风道空间中流通的气

体作出对应的净化。

[0024] 以上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实用

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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