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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空气消毒灯，其包括外

壳、紫外线灯和风扇，外壳设有消毒腔，紫外线灯

设置在消毒腔内，外壳的表面设有与消毒腔连通

的进风孔和出风孔，风扇设置在出风孔处或进风

孔处，所述外壳包括有固定安装板和功能件安装

板，所述出风孔或进风孔设置在功能件安装板

上，功能件安装板上设有用于与功能件连接的连

接位或连接件。此款空气消毒灯将紫外线灯设置

在消毒腔内，风扇设置在出风孔处或进风孔处，

进风孔和出风孔分别与消毒腔连通，风扇将空气

消毒灯外部的空气吸入到消毒腔内经过紫外线

灯照射后，经出风孔排出空气消毒灯外，如此循

环，实现对室内空气进行消毒，降低空气中细菌、

病毒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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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空气消毒灯，包括外壳（1）、紫外线灯（2）和风扇（3），外壳（1）设有消毒腔（11），

紫外线灯（2）设置在消毒腔（11）内，外壳（1）的表面设有与消毒腔（11）连通的进风孔（12）和

出风孔（13），风扇（3）设置在出风孔（13）处或进风孔（12）处，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1）包括

有固定安装板（14）和功能件安装板（15），所述出风孔（13）或进风孔（12）设置在功能件安装

板（15）上，功能件安装板（15）上设有用于与功能件连接的连接位或连接件（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空气消毒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1）还包括围板（16），围板

（16）设置在所述固定安装板（14）与所述功能件安装板（15）之间，固定安装板（14）、围板

（16）和功能件安装板（15）共同围成所述消毒腔（11），所述进风孔（12）设置在围板（16）上，

所述出风孔（13）设置在功能件安装板（15）上，所述风扇（3）设置在消毒腔（11）内、并位于出

风孔（13）上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空气消毒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功能件为照明灯具（5），照明灯具

（5）通过所述连接位或连接件（4）连接在功能件安装板（15）的外侧，照明灯具（5）与出风孔

（13）正对，照明灯具（5）的外径大于出风孔（13）的外径，照明灯具（5）与功能件安装板（15）

之间隔开形成排风风道（9）；所述外壳（1）内还设有控制电路，照明灯具（5）、风扇（3）和紫外

线灯（2）分别与控制电路电性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空气消毒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照明灯具（5）包括灯盘（51）和灯

罩（52），灯盘（51）与连接件（4）或连接位连接，灯罩（52）与灯盘（51）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空气消毒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功能件为导风板，导风板通过所

述连接位或连接件连接在功能件安装板的外侧，导风板与出风孔正对，导风板的外径大于

出风孔的外径，导风板与功能件安装板之间隔开形成排风通道。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空气消毒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功能件安装板（15）的外围还设有

引风板（16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空气消毒灯，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安装板（14）上设有连接孔

（141）或挂钩。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空气消毒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紫外线灯（2）环形分布在所述风

扇（3）外围，所述围板（16）上环形分布有若干进风孔（12）。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空气消毒灯，其特征在于：所述消毒腔（11）内还对应所述围板

（16）与紫外线灯（2）之间设有一块以上的隔光板，隔光板上设有透气孔，透气孔与进风孔

（12）相互错开。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空气消毒灯，其特征在于：所述隔光板设有两块，分别为第一隔

光板（7）和第二隔光板（8），第一隔光板（7）和第二隔光板（8）依次设置在围板（16）与紫外线

灯（2）之间，第一隔光板（7）表面设有若干第一透气孔（71），第二隔光板（8）表面设有若干第

二透气孔（81），第一透气孔（71）与第二透气孔（81）相互错开，第一透气孔（71）与进风孔

（12）相互错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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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消毒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消毒杀菌设备，特别是一种空气消毒灯。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专利文献号CN  207213838  U于2018年4月10日公开了一种LED光触媒杀菌环

保灯，包括灯座和灯罩，其特征在于：灯座采用吸顶底盘，吸顶底盘设有散热透气孔，灯罩和

吸顶底座之间构成双层空腔，灯罩与LED灯板构成第一空腔用于日常照明，LED灯板朝下设

置，LED灯板背部与吸顶底盘构成第二空腔，第二空腔中间设有控制器件分隔挡板，分隔挡

板与灯罩侧壁形成环形区域，第一空腔大于第二空腔，第二空腔外壁设有光触媒涂层，第二

空腔内壁设有LED紫外灯，灯罩开口边缘设有旋转固定凸块，旋转固定凸块与吸顶底盘匹

配。

[0003] 该结构是将灯罩内部分隔两个空腔，两个空腔分别设置照明用LED灯板和LED紫外

灯，其虽然是在一个灯具上同时具有照明和杀菌的功能，但是，其杀菌的方式是利用紫外光

向外照射实现杀菌，所以，当其安装场合有人畜存在时，则不能启动紫外灯进行杀菌。当人

们长期停留在该场合时，有于LED紫外灯不能启动，所以，即使该场合的细菌含量不断增大，

但也无法及时起到杀菌作用。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结构简单、合理，带动空气流动经过设有紫外灯

光的消毒腔，实现对空气进行循环消毒的空气消毒灯。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6] 一种空气消毒灯，包括外壳、紫外线灯和风扇，外壳设有消毒腔，紫外线灯设置在

消毒腔内，外壳的表面设有与消毒腔连通的进风孔和出风孔，风扇设置在出风孔处或进风

孔处，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包括有固定安装板和功能件安装板，所述出风孔或进风孔设置

在功能件安装板上，功能件安装板上设有用于与功能件连接的连接位或连接件。本实用新

型通过风扇将空气消毒灯外部的空气吸入到消毒腔内经过紫外线灯照射后，经出风孔排出

空气消毒灯外，如此循环，实现对室内空气进行消毒，降低空气中细菌、病毒的含量；另外，

空气消毒灯可以通过其固定安装板固定在天花板或墙面上，以及在功能件安装板可以安装

导风板、照明灯、空调风扇、暖风机等，使得空气消毒灯的功能提升。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还可以采用以下技术措施解决：

[0008] 作为更具体的方案，所述外壳还包括围板，围板设置在所述固定安装板与所述功

能件安装板之间，固定安装板、围板和功能件安装板共同围成所述消毒腔，所述进风孔设置

在围板上，所述出风孔设置在功能件安装板上，所述风扇设置在消毒腔内、并位于出风孔上

方。

[0009] 作为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功能件为照明灯具，照明灯具通过所述连接位或连接件

连接在功能件安装板的外侧，照明灯具与出风孔正对，照明灯具的外径大于出风孔的外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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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灯具与功能件安装板之间隔开形成排风风道；所述外壳内还设有控制电路，照明灯具、

风扇和紫外线灯分别与控制电路电性连接。控制电路可以是线控电路或无线控制电路，控

制电路可以控制空气消毒灯和照明灯具同时打开，照明和空气消毒同步进行。当然，如果采

用无线控制电路，实现空气消毒灯和照明灯分别控制，更加方便。另外，由于出风孔对着照

明灯具顶部吹风，起到对灯具散热的作用，提高照明灯具的使用寿命。

[0010] 作为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照明灯具包括灯盘和灯罩，灯盘与连接件或连接位连接，

灯罩与灯盘连接。

[0011] 作为更具体的另一方案，所述功能件为导风板，导风板通过所述连接位或连接件

连接在功能件安装板的外侧，导风板与出风孔正对，导风板的外径大于出风孔的外径，导风

板与功能件安装板之间隔开形成排风通道。导风板可以是锥形结构，有效引导被消毒后的

空气向下、向外扩散，让更大的空间的空气流动起来。

[0012] 作为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功能件安装板的外围还设有引风板。引风板将被消毒后

的空气向下引导，使得出风方向离进风孔更远，避免被消毒后的空气不断在空气消毒灯内

外侧循环消毒。

[0013] 作为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固定安装板上设有连接孔或挂钩。更便于空气消毒灯的

安装。

[0014] 作为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紫外线灯环形分布在所述风扇外围，所述围板上环形分

布有若干进风孔。紫外线灯及进风孔环形分布，提升消毒效果。

[0015] 作为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消毒腔内还对应所述围板与紫外线灯之间设有一块以上

的隔光板，隔光板上设有透气孔，透气孔与进风孔相互错开。避免或减少紫外光线向外照

射，使用更安全。

[0016] 作为进一步的方案，所述隔光板设有两块，分别为第一隔光板和第二隔光板，第一

隔光板和第二隔光板依次设置在围板与紫外线灯之间，第一隔光板表面设有若干第一透气

孔，第二隔光板表面设有若干第二透气孔，第一透气孔与第二透气孔相互错开，第一透气孔

与进风孔相互错开。

[0017]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8] （1）此款空气消毒灯将紫外线灯设置在消毒腔内，风扇设置在出风孔处或进风孔

处，进风孔和出风孔分别与消毒腔连通，风扇将空气消毒灯外部的空气吸入到消毒腔内经

过紫外线灯照射后，经出风孔排出空气消毒灯外，如此循环，实现对室内空气进行消毒，降

低空气中细菌、病毒的含量。

[0019] （2）此款空气消毒灯的进风孔内侧设置隔光板，避免紫外光线向外照射，出风孔外

可以设置照明灯、空调风扇、暖风机等功能件，功能件一方面可提升空气消毒灯的功能，另

一方面可以遮挡出风孔透出的紫外光线，因此，用户存在于空气消毒灯的安装场所，也不怕

被紫外光线照射而产生不良影响，同时，亦可根据需要同时使用功能件。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角度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实用新型另一角度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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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4为本实用新型（撤去固定安装板后）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图2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为图5的A‑A截面结构示意图。

[0026] 图7为图6的B‑B截面结构示意图。

[0027] 图8为图7中C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8] 图中：

[0029] 图1为外壳、11为消毒腔、12为进风孔、13为出风孔、14为固定安装板、141为连接

孔、15为功能件安装板、16为围板、161为引风板、2为紫外线灯、3为风扇、4为连接件、5为照

明灯具、51为灯盘、52为灯罩、7为第一隔光板、71为第一透气孔、8为第二隔光板、81为第二

透气孔、9为排风风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0031] 结合图1至图6所示，一种空气消毒灯，包括外壳1、紫外线灯2和风扇3，外壳1设有

消毒腔11，紫外线灯2设置在消毒腔11内，外壳1的表面设有与消毒腔11连通的进风孔12和

出风孔13，风扇3设置在出风孔13处，所述外壳1包括有固定安装板14和功能件安装板15，所

述出风孔13设置在功能件安装板15上，功能件安装板15上设有用于与功能件连接的连接件

4。

[0032] 所述外壳1还包括围板16，围板16设置在所述固定安装板14与所述功能件安装板

15之间，固定安装板14、围板16和功能件安装板15共同围成所述消毒腔11，所述进风孔12设

置在围板16上，所述出风孔13设置在功能件安装板15上，所述风扇3设置在消毒腔11内、并

位于出风孔13上方。

[0033] 所述功能件为照明灯具5，照明灯具5通过所述连接件4连接在功能件安装板15的

外侧，照明灯具5与出风孔13正对，照明灯具5的外径大于出风孔13的外径，照明灯具5与功

能件安装板15之间隔开形成排风风道9；所述外壳1内还设有控制电路（图中未示出），照明

灯具5、风扇3和紫外线灯2分别与控制电路电性连接。

[0034] 所述照明灯具5包括灯盘51和灯罩52，灯盘51与连接件4连接，灯罩52与灯盘51连

接，所述灯盘51下方设置有LED灯。

[0035] 所述固定安装板14上设有连接孔141。

[0036] 所述紫外线灯2环形分布在所述风扇3外围，所述围板16上环形分布有若干进风孔

12。

[0037] 结合图7和图8所示，所述消毒腔11内还对应所述围板16与紫外线灯2之间设有两

块隔光板，两块隔光板分别为第一隔光板7和第二隔光板8，第一隔光板7和第二隔光板8依

次设置在围板16与紫外线灯2之间，第一隔光板7表面设有若干第一透气孔71，第二隔光板8

表面设有若干第二透气孔81，第一透气孔71与第二透气孔81相互错开，第一透气孔71与进

风孔12相互错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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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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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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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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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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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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