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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的空气净化器包括：上部具有吹出

口、前表面具有吸入口的主体壳；设置在主体壳

内的空气净化部和风机；调整吹出口的吹出口开

口面积的吹出口调整部；和与风机和吹出口调整

部连接的控制部。控制部具有分别控制风机和吹

出口调整部的通常模式和清扫模式。而且，清扫

模式的吹出口开口面积比通常模式的吹出口开

口面积小，并且清扫模式的风机的转速等于或大

于通常模式的风机的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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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包括：

上部具有吹出口、前表面具有吸入口的主体壳；

设置在所述主体壳内的空气净化部和风机；

调整所述吹出口的吹出口开口面积的吹出口调整部；和

与所述风机和所述吹出口调整部连接的控制部，

在所述吹出口设置有构成所述吹出口调整部且吹出方向在仰角方向改变的吹出百叶

板，通过减小所述吹出百叶板的仰角来减小所述吹出口开口面积，

所述控制部具有分别控制所述风机和所述吹出口调整部的通常模式和清扫模式，其

中，所述清扫模式包括第1清扫模式和在该第1清扫模式运转规定时间后进行的第2清扫模

式，

在所述第1清扫模式下，在所述吹出百叶板的仰角方向大的状态和小的状态之间周期

性地往复运动，并且与所述通常模式相比，使所述风机的转速等于或大于所述通常模式的

所述风机的转速，

在所述第2清扫模式下，与所述通常模式相比，将所述吹出口的百叶板保持为前方斜上

方，使所述吹出口开口面积较小，并且使所述清扫模式的所述风机的转速等于或大于所述

通常模式的所述风机的转速，增大所述吹出口的吹出速度，保持规定时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控制部还连接有调整所述吸入口的吸入口开口面积的吸入口调整部，且所述清

扫模式的所述吸入口开口面积等于或大于所述通常模式的所述吸入口开口面积。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主体壳的前表面设置有构成所述吸入口调整部的前表面装饰板，通过使所述前

表面装饰板向上方移动，来使所述清扫模式的所述吸入口开口面积等于或大于所述通常模

式的所述吸入口开口面积。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控制部还连接有设定所述通常模式和所述清扫模式的操作部。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控制部还连接有人检测传感器，在所述人检测传感器未检测到人时设定为所述

清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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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净化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在一般家庭或办公室等使用的空气净化器。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这种空气净化器在主体前表面设有人检测传感器。当由该人检测传

感器检测出人的次数多时，运转风量增大，空气净化能力提高。这种现有空气净化器在例如

日本特开平1－163546号公报中被公开。

发明内容

[0003] 上述现有空气净化器的课題是，当人不在室内居住时，向地板面的尘埃沉积就会

变多。即，当人不在室内居住时，人检测传感器就会检测到没有人居住而使风机停止。因此

由于人活动形成的气流或空气净化器运转的气流而悬浮在室内空间的粉尘颗粒就会逐渐

落下、沉降，作为尘埃沉积在地板面上。

[0004] 于是，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减少向地板面的尘埃沉积。

[0005] 为此，本发明的空气净化器包括：上部具有吹出口、前表面具有吸入口的主体壳；

设置在主体壳内的空气净化部和风机；调整吹出口的吹出口开口面积的吹出口调整部；和

与风机和吹出口调整部连接的控制部。控制部具有分别控制风机和吹出口调整部的通常模

式和清扫模式。而且，清扫模式的吹出口开口面积比通常模式的吹出口开口面积小，并且清

扫模式的风机的转速等于或大于通常模式的风机的转速。

[0006] 这种空气净化器，由于在清扫模式下风机的转速高、吹出口开口面积小，所以从主

体壳上部的吹出口吹出的空气被吹出到很远。而且，从主体壳前表面的吸入口有效地吸入

室内下部的尘埃，减少向地板面的尘埃沉积。

附图说明

[0007] 图1是本发明实施方式的空气净化器的外观立体图。

[0008] 图2是该空气净化器的截面结构图。

[0009] 图3是该空气净化器的前表面装饰板滑动时的截面结构图。

[0010] 图4是该空气净化器的框图。

[0011] 图5是表示该空气净化器的控制动作的流程图。

[0012] 图6是室内空气的悬浮粉尘分布的概念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参照附图进行说明。

[0014] (实施方式)

[0015] 图1是本发明实施方式的空气净化器的外观立体图，图2是该空气净化器的截面结

构图。如图1、图2所示，空气净化器的主体壳1形成为大致箱形。在主体壳1的前表面设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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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室内的空气的吸入口3。另外，以覆盖吸入口3的方式在主体壳1的前表面设有前表面装

饰板2。被吸入到主体壳1的空气，通过前表面装饰板2的周围、即主体壳1与前表面装饰板2

之间，被吸入口3吸入。

[0016] 图3是本发明实施方式的空气净化器的前表面装饰板滑动时的截面结构图。如图3

所示，在前表面装饰板2设有向前方斜上方滑动的机构。即吸入口3通过未图示的电机使前

表面装饰板2向前方斜上方滑动来改变吸入口开口面积3a。由该电机和前表面装饰板2构成

的吸入口调整部11，调整吸入口3的吸入口开口面积3a。

[0017] 在主体壳1的上表面(上部)，设有将净化后的空气吹出到室内的吹出口5。在吹出

口5设置有利用未图示的电机将吹出方向4a变为仰角方向的吹出百叶板(louver)4。由该电

机和吹出百叶板4构成的吹出口调整部10，调整吹出口5的吹出口开口面积5a。

[0018] 如图3所示，在主体壳1内具备过滤器6、作为风机的一个例子的风扇电机7、吹出口

调整部10、和控制部9。过滤器6是对从吸入口3吸入的空气进行净化的空气净化部。风扇电

机7是使从吸入口3吸入的空气向过滤器6通风，再从吹出口5送出的风机。控制部9与风扇电

机7、吹出口调整部10和吸入口调整部11连接。

[0019] 另外，人检测传感器8设于主体壳1的前表面。人检测传感器8是判定有没有人在室

内的在室内判定部。人检测传感器8由例如对红外线进行聚光的菲涅尔透镜、高介电陶瓷等

热释电元件、对人动作的动作速度为例如1Hz～10Hz频带具有增益的过滤器10构成。人检测

传感器8利用因从人体辐射的红外线能量而改变热释电元件的表面温度、在表面产生电荷

的热释电效应，将人的动作作为电压信号输出。

[0020] 图4是本发明实施方式的空气净化器的框图。如图4所示，控制部9基于人检测传感

器8的检测信号，控制风扇电机7、前表面装饰板2和吹出百叶板4的驱动。即，风扇电机7、吹

出百叶板4驱动用的电机、和前表面装饰板2驱动用的电机，与控制部9连接。

[0021] 用图5说明上述结构中的控制部9的动作，图5是表示本发明实施方式的空气净化

器的控制动作的流程图。在图3的主体壳1的运转开关(操作部12的一个例子)开启(ON)时，

空气净化器开始运转(S1)，控制部9以风速A的转速驱动风扇电机7(S2)。该状态为通常模

式。

[0022] 人检测传感器8感测室内是否有人，对室内的人在还是不在进行判定(S3)。在人检

测传感器8判定为人在室内的期间，控制部9以风速A的转速继续驱动风扇电机7。

[0023] 人检测传感器8在判定为人不在室内时，即未检测到人时，设定包括清扫模式A和

清扫模式B的清扫模式(S4)。在清扫模式开始后，控制部9以风速B的转速驱动风扇电机7

(S5)。该风速B为风速B＞风速A的关系。即，清扫模式时的风扇电机7的转速比通常模式时的

风扇电机7的转速大。

[0024] 接着，前表面装饰板2向上方移动(S6)。之后，作为清扫模式A在吹出百叶板4的仰

角方向大的(正上方向)状态和小的(前方斜上方向)状态之间周期性地往复运动(S7)。这

样，在人不在时开始清扫模式的运转。在清扫模式中，以比人在室内时的风速A大的风速B驱

动风扇电机7。

[0025] 而且，图3所示的主体壳1的前表面的吸入口3的吸入口开口面积3a增加，吹出百叶

板4摆动，以使得从吹出口5吹出的空气在图6的室内的高区域空间进行循环，其中，图6为室

内空气的悬浮粉尘分布的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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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如图6所示，在室内空间，粒径大的螨的粪便和尸体、花粉和尘埃等粉尘容易沉降，

大多分布在室内的低区域空间。另外，粒径小的香烟的烟、煤烟、和病毒等大多分布在室内

的高区域空间。

[0027] 因此，在清扫模式运转开始时，对图6的高区域空间吹出空气，促进悬浮的粉尘颗

粒的沉降。而且，对在清扫模式A运转开始经过规定时间S进行判定(S8)。如果在规定时间S

(本实施方式为30分)经过前，则控制部9维持至S7的动作状态。

[0028] 经过规定时间S(30分)后，图3的控制部9作为清扫模式B将吹出百叶板4的吹出方

向4a保持为前方斜上方(仰角小)(S9)。

[0029] 然后，控制部9对将吹出百叶板4的吹出方向4a保持为前方斜上方之后经过了规定

时间T进行判定(S10)。

[0030] 如果是经过规定时间T(本实施方式为30分)前，则控制部9维持S9的动作状态。经

过规定时间T(30分)时，控制部9将清扫模式B、即清扫模式关闭(OFF)(S11)，返回通常的空

气净化器运转(S1)。

[0031] 这样，在图6的室内的低区域空间，存在因清扫模式A的运转而沉降的粉尘颗粒和

原来大量分布的粒径大的粉尘颗粒。

[0032] 在清扫模式B，吹出百叶板4保持为前方斜上方(仰角小)以使从吹出口5吹出的空

气在图6的室内的低区域空间进行循环，且以大风量(风扇电机7为高速旋转)吹出。而且，图

3的吸入口开口面积3a增加，存在于图6的低区域空间的粉尘颗粒被有效地集尘。

[0033] 在清扫模式A中，吹出百叶板4的往复运动连续进行20分钟～40分钟程度即可。优

选连续30分钟左右。在室内无人状态下，在图6的高区域空间悬浮的粉尘颗粒沉降需要30分

钟～40分钟。因此，从空气净化器向图6的高区域空间吹出的清扫模式A的时间为30分钟左

右即可。

[0034] 另外，对于10～15榻榻米(约合16.56～24.84平米)程度的面积的空间，沉降至接

近地板面的尘埃等的集尘需要20分钟～40分钟左右。在无人的状态下空气净化器运转的清

扫模式优选短的时间，所以清扫模式B优选30分钟左右。

[0035] 另外，在清扫模式B，也是前表面装饰板2也向上方移动，成为下方的吸入口3的吸

入口开口面积3a大的状态较好。即，在清扫模式B，由于吸入了图6的低区域空间的粉尘颗

粒，所以来自空气净化器的下方的吸入风量增多，粉尘颗粒被有效地吸入。

[0036] 另外，清扫模式B的吹出百叶板4的仰角优选为20°～45°范围，更优选保持30°左

右。通过以该角度吹出空气，只要是10～15榻榻米的面积，就能够使空气遍布至相对的内壁

附近，在图6的低域空间悬浮着的粉尘颗粒被高效地收集。

[0037] 如上所述，在本实施方式中，在设定清扫模式时，风扇电机7的转速大。而且，通过

减小图3的吹出百叶板4的仰角，来减小吹出口5的吹出口开口面积5a。因此，从主体壳1上部

的吹出口5吹出的空气被吹出到更远方。其结果，抑制了室内下部的尘埃的飞扬。而且，在该

状态下，室内下部的尘埃从主体壳1前表面的吸入口3被有效地吸入，减少了尘埃向地板面

的沉积。

[0038] 而且，由于吸入口开口面积3a增大，所以室内下部的尘埃被从吸入口3有效地吸

入。其结果，减少了尘埃向地板面的沉积。这样，图3所示的控制部9具备分别控制风扇电机7

和吹出口调整部10的通常模式和清扫模式。而且，在清扫模式下，与通常模式相比，减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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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出口开口面积5a，并且风扇电机7的转速提高，前表面装饰板2向上方移动，使得吸入口开

口面积3a相同或在其之上。

[0039] 另外，就通常模式的风扇电机7的转速而言，在静音运转时为320rpm(revolutions 

per  minute：每分钟转数)，在中运转时为650rpm，大风量运转时为1430rpm。另外，在清扫模

式B，风扇电机7的转速通常为1430rpm。即，在清扫模式B，风扇电机7以通常模式的最大、或

其附近的速度旋转，形成大风量。

[0040] 另外，通常模式与清扫模式B的图3的吹出口开口面积5a之比，从铅垂方向看，通常

模式:清扫模式B＝26:17。即，清扫模式B的吹出口开口面积5a比通常模式的吹出口开口面

积5a小。因此，在清扫模式B为大风量、且风吹送较远。

[0041] 另外，通常模式与清扫模式B的吸入口开口面积3a之比为通常模式:清扫模式B＝

77～100:100。即，清扫模式B的吸入口开口面积3a设为通常模式的吸入口开口面积3a以上。

因此，在清扫模式B以大风量且大量地吸入空气。

[0042] 其结果，在清扫模式B，能够大幅地减少向地板面的尘埃沉积。而且可以认为，清扫

模式B与通常模式相比，在地板面上流向吸入口3的空气的风量变大，所以大幅地降低向地

板面的尘埃沉积。

[0043] 即，清扫模式B的吹出口开口面积5a比通常模式小，吹出百叶板4的吹出方向4a也

接近水平方向(吹出的方向4a的仰角小)。因此，从吹出口5吹出的空气沿水平方向被吹出到

远离吸入口3的地方后，至少一部分向下方去。之后，向下方去的大风量的空气，向大开口面

积的吸入口3去。其结果是可以认为，清扫模式B与通常模式相比，在地板面上流向吸入口3

的空气的风量增大，大幅减少了向地板面的尘埃沉积。

[0044] 另外，在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中，设有使吹出百叶板4往复运动的清扫模式A。但是，

在清扫模式下，清扫模式A不是必须的，也可以仅为清扫模式B。

[0045] 另外，在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中，利用人检测传感器8进行通常模式和清扫模式的切

换。但是，也可以通过手动操作由设定通常模式和清扫模式的图3所示的操作部12进行清扫

模式设定。这样，控制部9还可以与操作部12或人检测传感器8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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