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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智能监控、调节仿生态新风空气净化装

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设有无线模块、综合检

测模块、触摸控制面板、光线传感电路、MCU单片

机主控板和手机客户端软件功能的智能监控、调

节仿生态新风空气净化装置。本实用新型有效解

决了长期使用室内空气净化器室内缺氧，并且不

能有效全部排放有害气体，以及只是固化模式强

制换风导致室内能耗损耗大实际使用效果差的

缺陷。净化空气与通入新风兼顾，按室内当前空

气质量需求与设置自动切换，可以24小时保持室

内空气洁净清新的同时损耗小能耗小，提高空气

质量生活质量。全面的空气质量监测使设备更高

效、更节能、空气质量更好。有多种工作模式和安

装方式可选，智能化程度高，结构紧凑设置合理，

合理做风体力学设计，使设置的整个风路低振低

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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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监控、调节仿生态新风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智能监控、调节仿生态

新风空气净化系统装置，是由：室外进风口（1）、室内进风口（2）、雨水检测电路（3）、风门Ⅰ

（4）、风门Ⅱ（5）、风门控制电路（6）、初级过滤网（7）、中级过滤网（8）、高效过滤网（9）、活性

炭过滤网（10）、光触媒过滤网（11）、紫外杀菌灯（12）、加湿滤网（13）、辅热加热体（14）、小粒

径负离子发生器（15）、风机（16）、出风口（17）、无线模块（18）、综合检测模块（19）、触摸控制

面板（20）、光线传感电路（21）、MCU单片机主控板（22）、手机客户端软件（23）、加湿水箱（25）

及水泵（26）组成，雨水检测电路（3）设置在室外进风口（1）上，在风门Ⅰ（4）和风门Ⅱ（5）中间

设有风门控制电路（6），在外壳体（24）内依次设有初级过滤网（7）、中级过滤网（8）、高效过

滤网（9）、活性炭过滤网（10）、光触媒过滤网（11）、紫外杀菌灯（12）和加湿滤网（13）；MCU单

片机主控板（22）分别与雨水检测电路（3）、风门控制电路（6）、紫外杀菌灯（12）、无线模块

（18）、综合检测模块（19）、辅热加热体（14）、小粒径负离子发生器（15）、风机（16）、触摸控制

面板（20）、光线传感电路（21）及水泵（26）连接；风机（16）与出风口（17）联通；在外壳体（24）

的顶部设有室内出风口（17），下部设有室外进风口（1）、室内进风口（2），前部设有触摸控制

面板（20）；加湿水箱（25）和水泵（26）设置在外壳体（24）内的底部，水泵（26）分别通过管路

与加湿水箱（25）及加湿滤网（13）连接；风门控制电路（6）分别连接风门Ⅰ（4）和风门Ⅱ（5）；

MCU单片机主控板（22）和手机客户端软件（23）通过无线模块（18）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监控、调节仿生态新风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

述的综合检测模块（19）上设置有：电化学甲醛检测传感器、激光颗粒物传感器、低功耗高精

度非色散NDIR红外CO2二氧化碳传感器、臭氧传感器、TVOC高灵敏低功耗半导体气体传感器

和高精度数字温湿度传感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监控、调节仿生态新风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

述的无线模块（18）上设置有：WIFI模块、NB-IOT模块、GPRS模块/GSM模块和ZigBee无线收发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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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监控、调节仿生态新风空气净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环保设备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可用于空气检测、空气调节和空气

换气的空气净化设备，特别涉及一种智能监控、调节仿生态新风空气净化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代社会，人的百分之八十时间都是在室内度过，而由于精装修大量使用各种装

饰、装修材料带来了室内空气污染，各种化学成分甲醛、苯等毒害气体使人罹患各种疾病。

由于室内养宠物、下水道返臭等产生室内空气异味和病菌。汽车尾气、工业废气的超额排放

等导致城市雾霾很高，依靠开窗换气来解决室内空气污染的同时又带来了空气的二次污

染，危害身体健康。2013年底，世界卫生组织WHO经过整理全世界相关研究报告后得出“空气

污染致癌”的结论，同时将雾霾PM2.5认定为是与吸烟一类的致癌物质，即1类致癌物。近年

来，机动车尾气，高空臭氧层流入，土壤、生物排放，紫外光源泄露，滥用臭氧发生器导致夏

季臭氧浓度超标，低浓度的臭氧污染因其无色无味的特征而不易察觉，成为继PM2.5之后又

一健康杀手。由于阴雨天时，新风系统吸入大量潮湿空气使得过滤网加速失效使室内湿度

过高，并加速了电器设备老化，同时使过滤系统滋生大量病菌。由于夏天和冬天，室内外温

差极大，大量引入新风导致能源的浪费。室内湿度低于40%时，蒸发加快，干燥的空气夺走人

体的水分，使人皮肤干裂，口腔、鼻腔黏膜受到刺激，出现口渴、干咳、声哑、喉痛等症状，所

以在秋冬季干冷空气侵入时，极易诱发咽炎、气管炎、肺炎等病症。目前，国内在现有技术

中，采用空气净化器循环室内空气虽然能缓解室内污染情况，但是室内二氧化碳含量增高、

氧浓度降低，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部分分解甲醛，不能有效处理其它有害气体及因室

内空气质量变差而导致人体致病。传统使用的新风系统是室内一侧用新风设备送风口向室

内送新风，同时将室内空气从新风设备回风口用风机排出室外。在室内形成“新风流动场”，

需要全部房间布置管线、设置进出风口、工程浩大，特别不适合已装修的房间使用，在夜晚

休息情况下，新风机高速运转的噪音影响睡眠，同时也存在上述一些问题，不能准确、智能

监测室内比较全面的各项空气指标以做出准确判断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克服了上述存在的缺陷，目的是通过检测室内、外空气质量做出判断

引入新风，净化、除异味、杀菌、加湿、制造负离子及进行温度补偿来模拟自然森林般的空气

释放在室内，提供一种智能监控、调节仿生态新风空气净化装置。

[0004] 本实用新型智能监控、调节仿生态新风空气净化装置内容简述：

[0005] 本实用新型智能监控、调节仿生态新风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智能监控、调

节仿生态新风空气净化系统装置，是由：室外进风口、室内进风口、雨水检测电路、风门Ⅰ、风

门Ⅱ、风门控制电路、初级过滤网、中级过滤网、高效过滤网、活性炭过滤网、光触媒过滤网、

紫外杀菌灯、加湿滤网、辅热加热体、小粒径负离子发生器、风机、出风口、无线模块、综合检

测模块、触摸控制面板、光线传感电路、MCU单片机主控板、手机客户端软件、加湿水箱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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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组成，雨水检测电路设置在室外进风口上，在风门Ⅰ和风门Ⅱ中间设有风门控制电路，在

外壳体内依次设有初级过滤网、中级过滤网、高效过滤网、活性炭过滤网、光触媒过滤网、紫

外杀菌灯和加湿滤网；MCU单片机主控板分别与雨水检测电路、风门控制电路、紫外杀菌灯、

无线模块、综合检测模块、辅热加热体、小粒径负离子发生器、风机、触摸控制面板、光线传

感电路及水泵连接；风机与出风口联通；在外壳体的顶部设有室内出风口，下部设有室外进

风口、室内进风口，前部设有触摸控制面板；加湿水箱和水泵设置在外壳体内的底部，水泵

分别通过管路与加湿水箱及加湿滤网连接；风门控制电路分别与风门Ⅰ和风门Ⅱ连接；MCU

单片机主控板和手机客户端软件通过无线模块进行连接。

[0006] 在所述的综合检测模块上设置有：电化学甲醛检测传感器、激光颗粒物传感器、低

功耗高精度非色散NDIR红外CO2二氧化碳传感器、臭氧传感器、TVOC高灵敏低功耗半导体气

体传感器和高精度数字温湿度传感器。

[0007] 在所述的无线模块上设置有：WIFI模块、NB-IOT模块、GPRS模块/GSM模块和ZigBee

无线收发模块。

[0008] 本实用新型智能监控、调节仿生态新风空气净化装置，有效解决了长期使用室内

空气净化器室内缺氧，并且不能有效全部排放有害气体，以及一般新风机不考虑实际情况

只是固化模式强制换风导致室内能耗损耗大实际使用效果差的缺陷。净化空气与通入新风

兼顾，按室内当前空气质量需求与设置自动切换，可以24小时保持室内的空气洁净清新的

同时损耗小能耗小，提高了空气质量生活质量。全面的空气质量监测使设备更高效、更节

能、空气质量更好。有多种工作模式和安装方式可选，智能化程度极高，结构紧凑设置合理，

合理做风体力学设计，使设置的整个风路低振低噪。

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智能监控、调节仿生态新风空气净化系统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0] 图2是智能监控、调节仿生态新风空气净化系统装置外部结构示意图；

[0011] 图中：1是室外进风口、2是室内进风口、3是雨水检测电路、4是风门Ⅰ、5是风门Ⅱ、6

是风门控制电路、7是初级过滤网、8是中级过滤网、9是高效过滤网、10是活性炭过滤网、11

是光触媒过滤网、12是紫外杀菌灯、13是加湿滤网、14是辅热加热体、15是小粒径负离子发

生器、16是风机、17是出风口、18是无线模块、19是综合检测模块、20是触摸控制面板、21是

光线传感电路、22是MCU单片机主控板、23是手机客户端软件、24是外壳体、25是加湿水箱、

26是水泵。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本实用新型智能监控、调节仿生态新风空气净化系统，是这样实现的，下面结合附

图做具体说明。

[0013] 见图1、图2，本实用新型智能监控、调节仿生态新风空气净化系统装置，是由：室外

进风口1、室内进风口2、雨水检测电路3、风门Ⅰ  4、风门Ⅱ  5、风门控制电路6、初级过滤网7、

中级过滤网8、高效过滤网9、活性炭过滤网10、光触媒过滤网11、紫外杀菌灯12、加湿滤网

13、辅热加热体14、小粒径负离子发生器15、风机16、出风口17、无线模块18、综合检测模块

19、触摸控制面板20、光线传感电路21、MCU单片机主控板22和手机客户端软件23、加湿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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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及水泵26组成，雨水检测电路3设置在室外进风口1上，在风门Ⅰ  4和风门Ⅱ  5中间设有风

门控制电路6，在外壳体24内依次设有初级过滤网7、中级过滤网8、高效过滤网9、活性炭过

滤网10、光触媒过滤网11、紫外杀菌灯12和加湿滤网13；MCU单片机主控板22分别与雨水检

测电路3、风门控制电路6、紫外杀菌灯12、无线模块18、综合检测模块19、辅热加热体14、小

粒径负离子发生器15、风机16、触摸控制面板20、光线传感电路21及水泵26连接；风机16与

出风口17联通；在外壳体24的顶部设有室内出风口17，下部设有室外进风口1、室内进风口

2，前部设有触摸控制面板20；加湿水箱25和水泵26设置在外壳体24内的底部，水泵26分别

通过管路与加湿水箱25及加湿滤网13连接；风门控制电路6分别连接风门Ⅰ  4和风门Ⅱ  5；

MCU单片机主控板22和手机客户端软件23通过无线模块18进行连接。

[0014] 在综合检测模块19上设置有：电化学甲醛检测传感器、激光颗粒物传感器、低功耗

高精度非色散NDIR红外CO2二氧化碳传感器、臭氧传感器、TVOC高灵敏低功耗半导体气体传

感器和高精度数字温湿度传感器。

[0015] 在无线模块18上设置有：WIFI模块、NB-IOT模块、GPRS模块/GSM模块和ZigBee无线

收发模块。

[0016] 本实用新型工作过程：通过触摸控制面板20选择新风净化模式、内循环净化模式

及智能新风净化模式。

[0017] 内循环净化模式：室内风从室内进风口2进入系统装置的外壳体24内，控制指令通

过触摸控制面板20发送给MCU单片机主控板22，MCU单片机主控板22控制风门控制电路6来

控制风门Ⅱ  5开启，风口Ⅰ  4关闭，室内风从室内进风口2经过初级过滤网7、中级过滤网8、

高效过滤网9、活性炭过滤网10、光触媒过滤网11到达紫外杀菌灯12、加湿滤网13，经过辅热

加热体14和小粒径负离子发生器15通过风机16进入风道，从出风口17排入室内。通过手动

控制触摸控制面板20或者手机客户端软件23向  MCU单片机主控板22发送各项操作指令，

MCU单片机主控板22分别按照需要控制各个功能开启或者关闭。当选择开启杀菌功能则MCU

单片机主控板22开启紫外杀菌灯12进行杀菌；当选择开启加湿功能则MCU单片机主控板22

控制水泵26从加湿水箱25中抽水供给加湿滤网13进行滤网加湿；当选择开启辅热功能则

MCU单片机主控板22开启辅热加热体14进行加热；当选择开启负离子功能时MCU单片机主控

板22开启小粒径负离子发生器15进行模拟生态环境释放小粒径负离子，使经过机体24的室

内空气杀菌、加湿、加热、净化。

[0018] 外循环新风净化模式：智能新风系统需靠墙体或窗体安装，室外进风口1需连接管

路至户外。不同机型可在设备后面、下面及两侧选择室外进风口1安装连接。控制指令通过

触摸控制面板20发送给MCU单片机主控板22，MCU单片机主控板22控制风门控制电路6来控

制风门Ⅰ  4开启，风门Ⅱ  5关闭，室外风从室外进风口1经过初级过滤网7、中级过滤网8、高

效过滤网9、活性炭过滤网10、光触媒过滤网11到达紫外杀菌灯12、加湿滤网13，经过辅热加

热体14和小粒径负离子发生器15通过风机16进入风道，从出风口17排入室内。通过手动控

制触摸控制面板20或者手机客户端软件23向  MCU单片机主控板22发送各项操作指令，MCU

单片机主控板22分别按照需要控制各个功能开启或者关闭。当选择开启杀菌功能则MCU单

片机主控板22开启紫外杀菌灯12进行杀菌；当选择开启加湿功能则MCU单片机主控板22控

制水泵26从加湿水箱25中抽水供给加湿滤网13进行滤网加湿；当选择开启辅热功能则MCU

单片机主控板22开启辅热加热体14进行加热；当选择开启负离子功能时MCU单片机主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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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开启小粒径负离子发生器15进行模拟生态环境释放小粒径负离子，使经过机体24的室内

空气杀菌、加湿、加热、净化。同时雨水检测电路3进入监测状态，当感知降雨，发送指令给

MCU单片机主控板22，MCU单片机主控板22发送指令给风门控制电路6控制自动关闭风门Ⅰ 

4，自动切换到内循环净化模式。

[0019] 智能新风模式模式：外壳体24中综合检测模块19采集得到当前室内二氧化碳、甲

醛、TVOC浓度，颗粒物浓度、PM1.0\PM2.5\PM10浓度、臭氧、温度、湿度通电后进行检测综合

指标进入MCU内部与MCU内预设值进行比较，判断当前空气质量决定是否开启新风通道引入

室外新风进行净化。需要开启时，通过MCU单片机主控板22发送指令给风门控制电路6控制

风门Ⅰ  4开启，开启的角度、移动或卷起的位置来控制新风比例，需要混合室内新风时风门

控制电路6控制风门Ⅱ  5开启，开启的角度、移动或卷起的位置来控制室内风量比例，进风

经过初级过滤网7，中级过滤网8，高效过滤网9，活性炭过滤网10，光触媒过滤网11到达紫外

杀菌灯12，加湿滤网13，经过辅热加热体14和小粒径负离子发生器15通过风机16进入风道，

从出风口17排入室内。MCU单片机主控板22根据预存恒湿、恒温、二氧化碳浓度、臭氧浓度、

颗粒物数量、TVOC含量、甲醛浓度数据判断自动开启紫外杀菌灯12进行杀菌；开启水泵26从

加湿水箱25中抽水供给加湿滤网13进行加湿；开启辅热加热体14进行加热；开启小粒径负

离子发生器15进行模拟生态环境释放小粒径负离子，使经过外壳体24的室内空气杀菌、加

湿、加热、净化。同时雨水检测电路3进入监测状态，当感知降雨，发送指令给MCU单片机主控

板22，MCU单片机主控板22发送指令给风门控制电路6控制自动关闭风门Ⅰ  4；同时光线传感

电路21将室内光亮强度的数据传送给MCU单片机主控板22，当检测到夜晚时，自动进入睡眠

模式，MCU单片机主控板22发送预存指令控制各个功能进入低功耗低噪音运行状态。

[0020] 通过手机的短信或者手机客户端软件23连接无线模块18，无线模块18将手机指令

发送给MCU单片机主控板22，在软件界面上对装置进行功能操作、工作状态查看，同时将当

前室内空气质量同步到手机。

[0021] 本实用新型有效解决了长期使用室内空气净化器室内缺氧，并且不能有效全部排

放有害气体。以及一般新风机不考虑实际情况只是固化模式强制换风导致室内能耗损耗大

实际使用效果差的缺陷，净化空气与通入新风兼顾，按室内当前空气质量需求与设置自动

切换，可以24小时保持室内的空气洁净清新的同时损耗小能耗小，提高了空气质量生活质

量。全面的空气质量监测使设备更高效、更节能、空气质量更好。有多种工作模式和安装方

式可选，智能化程度极高，结构紧凑设置合理，合理做风体力学设计，使设置的整个风路低

振低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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