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0454805.4

(22)申请日 2020.03.31

(73)专利权人 惠州麦麦消毒器械有限公司

地址 516000 广东省惠州市惠州大亚湾霞

涌霞光二路18号华浩海悦湾18栋二单

元612号房

(72)发明人 杨丽红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浙科专利事务所(普通

合伙) 33213

代理人 杨建龙

(51)Int.Cl.

F24F 3/16(2006.01)

F24F 13/28(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与空调集成配套的消毒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与空调集成配套的

消毒装置，包括至少一个空气调节系统，所述空

气调节系统包括至少一个出风端和至少一个进

风端，所述出风端配合设有负离子发生器，所述

进风端配合设有消毒装置。本实用新型通过优化

设计，方便与现有空调配套使用，特别适用于中

央空调，方便各个部件的快装快拆，有利于后期

维护、更换、维修；优化循环风空气净化消毒方

式，利用负离子实现微粒、病菌等聚集形成颗粒，

随气流循环进入消毒装置内实现拦截杀菌消毒，

具有紫外剂量大、光功率小、消毒效率高、成本低

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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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与空调集成配套的消毒装置，包括至少一个空气调节系统(1)，所述空气调节系

统(1)包括至少一个出风端(2)和至少一个进风端(3)，其特征在于：所述出风端(2)配合设

有负离子发生器(4)，所述进风端(3)配合设有消毒装置(5)；所述消毒装置(5)包括壳体

(51)、滤网(52)和消毒组件，所述滤网(52)用以对进入进风端(3)内的空气进行过滤，所述

消毒组件用以对所述滤网(52)进行消毒处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与空调集成配套的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出风端

(2)通过出风将所述负离子发生器(4)产生的负离子吹入至室内，所述负离子发生器(4)数

量为至少一个。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与空调集成配套的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负离子发

生器(4)数量为一个，所述负离子发生器(4)位于出风端(2)中部。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与空调集成配套的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负离子发

生器(4)数量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相邻两个负离子发生器(4)之间间距为出风端(2)总长度

的1/10～1/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与空调集成配套的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消毒组件

包括至少一个紫外线灯板(53)，所述消毒组件用以与所述壳体(51)配合安装，所述紫外线

灯板(53)面向所述滤网(52)照射。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与空调集成配套的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紫外线灯

板(53)包括铝基板(531)、设置于铝基板(531)上的电源模块和若干个安装于铝基板(531)

上的LED紫外线灯珠(532)。

7.根据权利要求1或5或6所述的一种与空调集成配套的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滤网

(52)安装于壳体(51)一侧面，壳体(51)内设有用以与所述滤网(52)配合安装的滤网安装槽

(511)，所述壳体(51)另一侧面用以配合安装进风格栅板(31)。

8.根据权利要求1或5或6所述的一种与空调集成配套的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壳体

(51)内设有通风空腔(513)。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与空调集成配套的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滤网(52)

厚度尺寸为5mm～200mm。

10.根据权利要求1或5或6所述的一种与空调集成配套的消毒装置，其特征在于：消毒

组件与滤网(52)间隔间距为5mm～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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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与空调集成配套的消毒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空气净化消毒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与空调集成配套的消

毒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空调通常包括一个或多个冷热源系统和一个或多个空气调节系统，冷热源系统用

以实现制冷或制热，空气调节系统用以实现冷气互换或热气互换。空调在现今社会中已经

得到普遍应用。中央空调系统特别适用于各大医院、商场、企业、写字楼或套房中，中央空调

系统中的空气调节系统是对室内空气进行循环利用，然而中央空调虽然设有换气口，但通

常是限制在30％左右的换气量，室内存量空气的70％仍是被反复循环使用。因此，室内空气

的污染程度要比室外空气严重2～5倍，人们平均有80％以上的时间  是在室内度过的，所以

室内空气质量是人们健康的关键。

[0003] 如何消灭室内空气的病菌、传染性病毒，净化室内空气；特别是医院手术室、病房

等区域，因存在较多病患、人员有时候相对较为密集，特别是手术室需要持续保持无菌环

境，便于手术治疗。在上述空间中，极易滋生病菌，不利于室内空气的净化。为了实现医院手

术室、病房空气飞沫细菌、病毒等消毒，其需要符合《WS/T  648—2019空气消毒机通用卫生

要求》。现有消毒方式包括药物熏、蒸、药水喷洒、紫外灯照射、负离子净化等，但是其均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药物熏、蒸、药水喷洒均需要通过人为不断重复的操作，其操作繁琐、药物使

用量大，导致需要较高的使用成本，其容易存在死角；紫外灯照射、负离子净化在消毒净化

领域中具有广泛的应用。然而现有的负离子净化设备或者紫外线消毒设备通常是采用独立

的设备实现消毒或净化。现有独立的消毒净化设备还有部分集成了紫外线灯光消毒功能和

负离子净化功能，但是其中起到消毒作用的是采用紫外线灯光消毒，紫外线灯光消毒功通

常仅用于循环空气的消毒，因受限于产品空间，导致内部消毒容积有限，空气循环导致空气

在消毒腔体内停留时间短暂，因此紫外线灯光对循环空气消毒的效果较差，无法满足一些

高标准需求，及时紫外线灯光功率调整至极高，同样无法达到良好的杀菌消毒效果，无法符

合《消毒技术规范》（2002 年版）的相关要求。

[0004] 等离子体净化消毒在医院手术室或病房内较为常用，等离子体净化消毒因采用经

高压电晕放电产生的电子撞击到空气中的氧分子离解出的O单原子氧与O2氧气化学反应结

合成臭氧，特别是病房、手术室等区域门窗通常紧闭，等离子体体连续工作消毒、臭氧常温

下难以分解，容易造成室内臭氧浓度超标；特别是在手术室内，等离子体体消毒技术容易造

成颗粒流向手术病人腹腔问题，大颗粒异物或者等离子体体反应器电极氧化物易随气流降

落到手术病人腹腔内；等离子体体反应器因异物或者高压电极接触不良将会放出大量的高

幅度尖脉冲波污染国家电网与手术室设备，造成EMC电磁兼容超标；等离子体体反应器因异

物或者高压电极接触不良所引起的高压打火，在酒精、汽油等可燃性环境下容易引爆，存在

安全隐患。

[0005] 为此，CN1310316A提出一种中央空调复合式高效空气净化器，是用过滤网进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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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过滤，用负离子发生器净化空气，消除异味，避免空调病。它虽然能改善空气的质量，但仍

解决不了中央空调造成空气质量低劣，有害细菌、传染病毒繁衍滋生的问题，负离子通常只

能达到聚集、沉降，无法实现有效的杀菌。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与空调集成配套的消毒装置，用于解决上述技术

问题，方便与现有空调配套使用，特别适用于中央空调，优化循环风空气净化消毒方式，利

用负离子实现微粒、病菌等聚集形成颗粒，随气流循环进入消毒装置内实现拦截杀菌消毒。

[0007] 本实用新型所解决的技术问题可以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8] 一种与空调集成配套的消毒装置，包括至少一个空气调节系统，所述空气调节系

统包括至少一个出风端和至少一个进风端，所述出风端配合设有负离子发生器，所述进风

端配合设有消毒装置；所述消毒装置包括壳体、滤网和消毒组件，所述滤网用以对进入进风

端内的空气进行过滤，所述消毒组件用以对所述滤网进行消毒处理。

[0009] 所述出风端通过出风将所述负离子发生器产生的负离子吹入至室内，所述负离子

发生器数量为至少一个。

[0010] 所述负离子发生器数量为一个，所述负离子发生器位于出风端中部。

[0011] 所述负离子发生器数量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相邻两个负离子发生器之间间距为出

风端总长度的1/10~1/2。

[0012] 所述消毒组件包括至少一个紫外线灯板，所述消毒组件用以与所述壳体配合安

装，所述紫外线灯板面向所述滤网照射。

[0013] 所述紫外线灯板包括铝基板、设置于铝基板上的电源模块和若干个安装于铝基板

上的LED紫外线灯珠

[0014] 所述滤网安装于所述壳体一侧面，壳体内设有用以与所述滤网配合安装的滤网安

装槽，所述壳体另一侧面用以配合安装进风格栅板。

[0015] 所述壳体内设有通风空腔。

[0016] 所述滤网厚度尺寸为5mm~200mm，优选厚度为5mm~60mm。

[0017] 所述消毒组件与所述滤网间隔间距为5mm~200mm，优选为10mm~100mm。

[0018]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突出优点和效果：本实用新型通过优化设

计，方便与现有空调配套使用，特别适用于中央空调，方便各个部件的快装快拆，有利于后

期维护、更换、维修；优化循环风空气净化消毒方式，利用负离子实现微粒、病菌等聚集形成

颗粒，随气流循环进入消毒装置内实现拦截杀菌消毒，具有紫外剂量大、光功率小、消毒效

率高、成本低的特点。

[0019] 本实用新型的特点可参阅本案图式及以下较好实施方式的详细说明而获得清楚

地了解。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一；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二；

[0022]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消毒装置与进风格栅板结构示意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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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消毒装置与进风格栅板结构示意图二；

[0024]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消毒装置与进风格栅板结构示意图三；

[0025]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消毒装置与进风格栅板结构示意图四；

[0026]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消毒装置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7] 图8为本实用新型的消毒装置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8] 图9为本实用新型的紫外线灯板结构示意图；

[0029] 其中，1、空气调节系统；2、出风端；3、进风端；31、进风格栅板；4、负离子发生器；5、

消毒装置；51、壳体；511、滤网安装槽；512、安装腔体；513、通风空腔；52、滤网；53、紫外线灯

板；531、铝基板；532、LED紫外线灯珠。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

面结合具体图示，进一步阐述本实用新型。

[0031] 如图1至图9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与空调集成配套的消毒装置，包括至少

一个空气调节系统1，空气调节系统1包括至少一个出风端2和至少一个进风端3，出风端2配

合设有负离子发生器4，进风端3配合设有消毒装置5。

[0032] 本实施例中，优选的空气调节系统1采用现有技术中中央空调中的室内空气调节

系统，负离子发生器4和消毒装置5为同组配对，分别用以设置在同一个室内空间中的出风

端2和进风端3中。因此，通过中央空调系统依据客户需求，可以设置多个消毒装置5和多个

负离子发生器4。

[0033] 本实施例的设计特点是可以实现与现有空调装置进行加装集成配套使用，利用空

调的循环风系统实现对室内空气的净化消毒，负离子发生器4和消毒装置5方便快速拆装于

空调内机中。

[0034] 优选的，本实施例中出风端2通过出风将负离子发生器4产生的负离子吹入至室

内，负离子发生器4数量为至少一个；负离子发生器4数量依据出风端尺寸规格或室内空间

大小进行匹配选择，负离子发生器4优选采用现有技术中常用的微型负离子发生器，负离子

发生器4优选安装于出风端2中出风格栅内侧，现有空气调节系统中的出风端2通常在出风

格栅和机口之间设有间距，负离子发生器4优选放置于该空间内，通过导线实现通电连接设

置。

[0035] 优选的，本实施例中负离子发生器4为一个，负离子发生器4优选位于出风端2中

部，采用居中设置结构，方便出风端2出风实现对负离子的最大扩散，通常适用于面积较小

房间使用。

[0036] 优选的，本实施例中负离子发生器4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相邻两个负离子发生器4

之间间距为出风端2总长度的1/10~1/2，依据室内空间需求，可以设置多个负离子发生器4，

提高负离子总量，有利于对大空间的空气净化和微颗粒等物质的聚集。

[0037] 优选的，本实施例中消毒装置5包括壳体51、滤网52和消毒组件，消毒组件用以对

滤网52进行消毒处理，滤网52用以对进风端2空气的过滤；优选的，滤网52采用静电驻极滤

网，通过出风端2将负离子发生器4产生的负离子吹入至室内，使得室内空气中携带的细菌、

病毒、微粒等物质实现聚集变大，进风端3实现循环进风，将空气中聚集变大的颗粒进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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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端3中，通过滤网52实现过滤，采用上述方式可以降低滤网52等级要求与风机规格的要

求，实现滤网52阻力更低、电机电功率更小、运行成本更低、噪音也更低的特点。

[0038] 优选的，本实施例中消毒组件包括至少一个紫外线灯板53，消毒组件用以与壳体

51配合安装，紫外线灯板53面向滤网52照射；滤网52优选采用静电驻极滤网，滤网52将带负

电荷的聚集颗粒进行吸附与拦截，使空气中的细菌、病毒、微粒等停留在滤网52上，通过紫

外线灯板53面向滤网52照射，提高了提高紫外消毒剂量，降低了光功率能耗、也降低了成

本。

[0039] 优选的，本实施例中紫外线灯板53包括铝基板531、设置于铝基板531上的电源模

块和若干个回流焊接在铝基板531上的LED紫外线灯珠532，另外铝基板531上通常会配置设

有用以实现散热的散热器，紫外线灯板53固定安装于壳体51中，壳体51中设有用以与紫外

线灯板53固定安装的安装腔体512，LED紫外线灯珠532面向滤网52实现紫外线灯光照射，

LED紫外线灯珠532具有体积小、寿命长、能耗低、光波纯度高、发射距离短、无泄漏的特点。

[0040] 优选的，本实施例中滤网52安装于壳体51一侧面，壳体51内设有用以与滤网52配

合安装的滤网安装槽511，壳体51另一侧面用以配合安装进风格栅板31；壳体51上优选设有

用以固定安装进风格栅板31的卡扣部件或卡槽部件，方便完成组合固定。

[0041] 优选的，本实施例中壳体51内设有通风空腔513，方便进风。

[0042] 优选的，本实施例中滤网52厚度尺寸为5mm~200mm，优选厚度为5mm~60mm。

[0043] 优选的，本实施例中消毒组件与滤网52间隔间距为5mm~200mm，优选的设置间距为

10mm~10mm，方便实现消毒组件中紫外线灯光对滤网的最大紫外线灯光照射消毒；其中，单

个LED紫外线灯珠的光照角度为5°~180°，优选排布LED紫外线灯珠的间距和与滤网之间的

间距，实现最大面积的光照消毒。

[0044] 本实施例中的工作原理为：利用现有空调中的空气调节系统，实现室内空气的循

环，结合利用在出风端处设置负离子发生器产生负离子，使得负离子随着出风端出风将负

离子带入至室内空气中，从而可以使得室内空气中的微粒、病菌等发生聚集；由于室内不同

的细菌、病毒等参与紫外线消毒反应需要一定的时间，即剂量=强度μw/cm²*s时间，由于空

气循环流体速度快（＞1m/s），即使采用高强度紫外灯管也无法满足瞬间消毒灭杀，只有把

细菌、病毒等拦截停留下来才能高效杀灭，因此结合进风端吸入室内空气进行循环，通过滤

网实现对聚集变大的微粒、病菌聚集物进行吸附，使得完成隔离的空气进入循环，再结合消

毒组件中的紫外线灯板实现对滤网的紫外线灯光照射消毒，紫外线灯板对滤网所拦截的微

生物等进行长时间的紫外线灯光照射消毒，可以实现良好的消毒效果；且上述各部件方便

拆装，便于后期维护、更换、维修，且其成本相对较低。

[0045] 本实用新型通过优化设计，方便与现有空调配套使用，特别适用于中央空调，方便

各个部件的快装快拆，有利于后期维护、更换、维修；优化循环风空气净化消毒方式，利用负

离子实现微粒、病菌等聚集形成颗粒，随气流循环进入消毒装置内实现拦截杀菌消毒，具有

紫外剂量大、光功率小、消毒效率高、成本低的特点。

[0046] 本实施例中公开的技术方案，我方通过检测获得以下内容：

[0047] 检测依据：卫生部《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2.1.3空气消毒效果鉴定试验。

[0048] 检测项目：消毒器械空气消毒现场试验。

[0049] 检测方法为：1、将待检测设备安装入试验空间中，关闭门窗，用六级筛孔空气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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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微生物采样器在0min采样，获得试验前样本（消毒前对照菌数）；2、启动设备，运行120min

后关闭，用六级筛孔空气撞击式微生物采样器采样，，获得试验后样本（消毒后残留菌数）；

3、采样时，六级筛孔空气撞击式微生物采样器置于室内中央1m高处，采样流量为28.3L/

min；4、将收集到的试验样本及时放入37℃生化培养箱中培养（24~48）h后作出菌数计数；5、

取未用的同批培养基2份，与试验采样的样本同时进行培养，作为阴性对照组；6、试验期间

环境温度介于（25~30）℃，环境湿度介于（50~60）%RH，试验重复3次，计算出每次的消亡率。

[0050] 检测实施例：分为三组试验，每组试验采集3次试验结果，三组试验分为为紫外线

灯板功率最低组、紫外线灯板功率标准组、紫外线灯板功率最高组。

[0051] 检测结果：实施例实样经检测，该样品在100m3密闭空间中开机消毒作用120min，

对空气中自然菌的消亡率，试验结果均≥90%，符合《消毒技术规范》（2002  年版）2.1.3中现

场试验测试要求，为消毒合格。

[0052] 表1紫外线功率最低组试验数据

[0053] 试验序号 作用时间 消毒前对照菌数（cfu/m3） 消毒后残留菌数（cfu/m3） 消亡率Kt（%）

1 120min 1.45*104 1.41*103 90.28

2 120min 2.08*104 1.87*103 91.01

3 120min 1.21*104 1.19*103 90.17

[0054] 表2紫外线功率标准组试验数据

[0055] 试验序号 作用时间 消毒前对照菌数（cfu/m3） 消毒后残留菌数（cfu/m3） 消亡率Kt（%）

1 120min 1.48*104 0.95*103 93.58

2 120min 1.97*104 1.25*103 93.65

3 120min 1.58*104 1.00*103 93.67

[0056] 表3紫外线功率最高组试验数据

[0057] 试验序号 作用时间 消毒前对照菌数（cfu/m3） 消毒后残留菌数（cfu/m3） 消亡率Kt（%）

1 120min 2.05*104 0.98*103 95.22

2 120min 1.77*104 0.87*103 95.08

3 120min 1.36*104 0.66*103 95.15

[0058] 其中，阴性对照组均无菌生长。

[0059] 其中，消亡率Kt（%）=(V0-Vt）*100/V0，V0为消毒前对照菌数，Vt为消毒后残留菌

数。

[0060] 由技术常识可知，本实用新型可以通过其它的不脱离其精神实质或必要特征的实

施方案来实现。因此，上述公开的实施方案，就各方面而言，都只是举例说明，并不是仅有

的。所有在本实用新型范围内或在等同于本实用新型的范围内的改变均被本实用新型包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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