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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碳纤维空气过滤杀菌消毒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碳纤维空气过滤杀菌

消毒机，包括外箱体，空气进风口、新风出口、引

风机以及过滤杀菌装置，设置在外箱体上的电源

连接线，其电源连接线与供电电源相连接，其特

征在于，在外箱体1的内由下至上设有第一进风

箱、作为滤杀菌装置的第二过滤杀菌消毒箱和第

三净化空气排气箱，所述新风出口设置在外箱体

1前面板的上部，在外箱体前面板上还设有控制

面板。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是：由于本实用新型在

第二过滤杀菌消毒箱内的空气净化及杀菌消毒

滤芯采用静电发生器和两个碳纤维远红外加热

板，在静电发生器的作用下使流动的空气与活性

碳充分接触，仅具有空气消毒净化的效果，而且

还达到完成室内滤杀菌消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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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碳纤维空气过滤杀菌消毒机，包括外箱体，空气进风口、新风出口、引风机以及

过滤杀菌装置，设置在外箱体上的电源连接线，其电源连接线与供电电源相连接，其特征在

于，在外箱体的内由下至上设有第一进风箱、作为滤杀菌装置的第二过滤杀菌消毒箱和第

三净化空气排气箱，所述新风出口设置在外箱体1前面板的上部，在外箱体前面板上还设有

控制面板，

所述第一进风箱设置在外箱体内的下部，第一进风箱的右侧设有空气引风口，上部设

有出风口，左侧设有引风机，空气进风口设置在外箱体背板的下端，与第一进风箱的空气引

风口相连通，并在外箱体背板的下端、空气引风口处设有自动关闭门，

所述第一进风箱设置在外箱体内的下部，第一进风箱的右侧设有进风口，上部设有出

风口，左侧设有引风机，空气引风口设置在外箱体背板的下端，与第一进风箱的进风口相连

通，并在外箱体背板的下端、空气引风口处设有自动关闭门；

所述的第二过滤杀菌消毒箱包括上下贯通的长方形壳体，设置在长方形壳体内的空气

净化及杀菌消毒滤芯，所述的空气净化及杀菌消毒滤芯由多层活性碳、碳纤维远红外加热

板Ⅰ、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Ⅱ、用于支撑活性碳层的钢网和静电发生器所组成，在长方形壳

体的外部包敷有气凝胶保温材料，所述的第二过滤杀菌消毒箱下部与第一进风箱的上部的

出风口相连通；

所述的第三净化空气排气箱由后部带有开口的长方形壳体及与长方形壳体上部连接

的斜形出风口所组成，在所述长方形壳体，下部开有与第一进风箱的上部的出风口大小匹

配的开口，所述的第二过滤杀菌消毒箱置于第三净化空气排气箱的长方形壳体内，下部与

第一进风箱的上部的出风口相连通，上部与斜形出风口连通；所述的斜形出风口又与外箱

体1的新风出口相连通；

所述的引风机、静电发生器、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Ⅰ、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Ⅱ和自动关

闭门均与控制面板内的控制电路通过导线电连接，所述的供电电源通过电源连接线为控制

面板供电，所述的控制面板采用直流或交流民用电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碳纤维空气过滤杀菌消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空气净化及

杀菌消毒滤芯的多层活性碳为四层活性碳，所述的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Ⅰ和碳纤维远红外

加热板Ⅱ设置在四层活性碳的两端，所述用于支撑活性碳层的钢网设置在第一层活性碳与

第二层活性碳以及第三层活性碳与第四层活性碳之间，静电发生器为一个，设置在第二层

活性碳与第三层活性碳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碳纤维空气过滤杀菌消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空气净化及

杀菌消毒滤芯的多层活性碳为六层活性碳，所述的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Ⅰ和碳纤维远红外

加热板Ⅱ设置在六层活性碳的两端，所述用于支撑活性碳层的钢网设置在第一层活性碳与

第二层活性碳以及第五层活性碳与第六层活性碳之间，静电发生器为三个，设置在第二层

活性碳与第三层活性碳以及第四层活性碳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碳纤维空气过滤杀菌消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空气净化及

杀菌消毒滤芯的多层活性碳为八层活性碳，所述的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Ⅰ和碳纤维远红外

加热板Ⅱ设置在八层活性碳的两端，所述用于支撑活性碳层的钢网设置在第一层活性碳与

第二层活性、第三层活性碳与第四层活性碳、第五层活性碳与第六层活性碳以及第七层活

性碳与第八层活性碳之间，静电发生器为三个，设置在第二层活性碳与第三层活性碳、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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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活性碳与第五层活性碳以及第六层活性碳与第七层活性碳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碳纤维空气过滤杀菌消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静电发生器采

用红外碳纤维静电面状发热板，所述的红外碳纤维静电面状发热板是由0.01mm的碳纤维导

电纸、0.1mm的电子绝缘树脂板及0.  5μm厚度的电极经过高温160-180度，高压单位压力为

21MPa制作而成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碳纤维空气过滤杀菌消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电路包括

电源、控制器、中间继电器J1、中间继电器J2、限位开关、静电发生器、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

Ⅰ、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Ⅱ和贯流风机及显示器，控制器的L极、N极分别与电源的L极、N极相

连接，控制器的输出端的两个端口分别与第一中间继电器J1的线圈的D17端接点相连接和

第二中间继电器J2的线圈的D16端接点相连接，第一中间继电器J1的线圈的另一端和第二

中间继电器J2的线圈的另一端与所述电源N极相连接，第一中间继电器J1的常开触点J1-1、

1-2和J1-3的一端连接所述第一中间继电器J1的线圈的D17端接点，另一端连接碳纤维远红

外加热板R2和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R3的闭触点，第二中间继电器J2的常开触点J2-1和J2-2

的一端连接所述第二中间继电器J2的线圈的D16端接点，另一端连接静电发生器R1的闭触

点和控制器的端子D21和D22。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所述的碳纤维空气过滤杀菌消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直

流或交流民用电压为220V、110  V  、36V或2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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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碳纤维空气过滤杀菌消毒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消毒杀菌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一种碳纤维空气过滤杀菌

消毒机。

背景技术

[0002] 空气净化器又称“空气清洁器”、空气清新机、净化器，是指能够吸附、分解或转化

各种空气污染物。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雾霾和空气质量已经成为了人们越来越

关心的问题。因此，为了改善空气质量，空气净化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应用。

[0003] 现在目前市场上普遍推出的那些消毒机都是，第一个是紫外线的，紫外线采用紫

外线灯管，还有就臭氧发生器，臭氧也是高压电，还有一个是吸附的，它也是采用高压电有

很高的电晕，安全性能差，这些东西产品，在正常使用的在情况下，都存在着很多缺点，例如

紫外线，它是指外线灯泡儿，他不仅杀人的白血球，而且使用起来有很多地方还是不方便

的，不能靠近，使用时都需要多方注意。

[0004] 另外，由于臭氧发生器一般都是高压放电式。这种臭氧发生器具有技术成熟、工作

稳定、使用寿命长、臭氧产量大等优点，常见于消毒碗柜上使用。但是，由于高压放电，使用

时要有一定的危险。

[0005] 随着空气净化技术的快速发展，空气净化材料不断更新，涌现出许多新型空气净

化器。目前，市场上应用最广泛的主要分为家用、商用、工业、楼宇，空气净化器中有多种不

同的技术和介质，最主要有新型吸附材料、低温等离子体、光催化、催化氧化和复合式空气

净化器，使它能够向用户提供清洁和安全的空气。

[0006] 但是空气中除了PM2  .5、粉尘、花粉、异味、甲醛之类的装修污染、过敏原外，还存

在大量的细菌、病菌等，尤其当前的新冠状病毒的爆发,病人的数量较多，病菌也很多，病菌

弥漫在空气中，所以需要灭菌消毒空气净化器对家庭、医院及楼宇等的空气进行消毒杀菌，

由于传统的空气净化器消毒杀菌效果差，降低了空气净化器的工作效率，决无法实现的空

气净化、杀菌和消毒三种功能。

[0007] 因此，如何研发一种即能提高空气净化效果，又能解决空气净化、消毒和杀菌的空

气净化器，便成为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8] 鉴于以上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碳纤维空气过滤杀菌消毒机

[0009]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是：

[0010]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碳纤维空气过滤杀菌消毒机，包括外箱体，空气进风口、新风出

口、引风机以及过滤杀菌装置，设置在外箱体上的电源连接线，其电源连接线与供电电源相

连接，其特征在于，在外箱体的内由下至上设有第一进风箱、作为滤杀菌装置的第二过滤杀

菌消毒箱和第三净化空气排气箱，所述新风出口设置在外箱体前面板的上部，在外箱体前

面板上还设有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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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第一进风箱设置在外箱体内的下部，第一进风箱的右侧设有空气引风口，上

部设有出风口，左侧设有引风机，空气进风口设置在外箱体背板的下端，与第一进风箱的空

气引风口相连通，并在外箱体背板的下端、空气引风口处设有自动关闭门；

[0012] 所述的第二过滤杀菌消毒箱包括上下贯通的长方形壳体，设置在长方形壳体内的

空气净化及杀菌消毒滤芯，所述的空气净化及杀菌消毒滤芯由多层活性碳、碳纤维远红外

加热板Ⅰ、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Ⅱ、用于支撑活性碳层的钢网和静电发生器所组成，包敷在

长方形壳体外部的气凝胶保温材料，所述的第二过滤杀菌消毒箱下部与第一进风箱的上部

的出风口相连通；

[0013] 所述的第三净化空气排气箱由后部带有开口的长方形壳体及与长方形壳体上部

连接的斜形出风口所组成，在所述长方形壳体，下部开有与第一进风箱5的上部的出风口大

小匹配的开口，所述的第二过滤杀菌消毒箱置于第三净化空气排气箱的长方形壳体内，下

部与第一进风箱的上部的出风口相连通，上部与斜形出风口连通；所述的斜形出风口又与

外箱体1的新风出口相连通；

[0014] 所述的引风机、静电发生器、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Ⅰ、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Ⅱ和自

动关闭门均与控制面板内的控制电路通过导线电连接，所述的供电电源通过电源连接线为

控制面板供电，所述的控制面板采用直流或交流民用电压。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的多层空气净化及杀菌消毒滤芯的多层活性碳为四层活性碳，所

述的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Ⅰ和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Ⅱ设置在四层活性碳的两端，所述用于

支撑活性碳层的钢网设置在第一层活性碳与第二层活性碳以及第三层活性碳与第四层活

性碳之间，静电发生器为一个，设置在第二层活性碳与第三层活性碳之间。

[0016] 进一步地，所述的多层空气净化及杀菌消毒滤芯的多层活性碳为六层活性碳，所

述的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Ⅰ和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Ⅱ在六层活性碳的两端，所述用于支撑

活性碳层的钢网设置在第一层活性碳与第二层活性碳以及第五层活性碳与第六层活性碳

之间，静电发生器为三个，设置在第二层活性碳与第三层活性碳以及第四层活性碳之间。

[0017] 进一步地，所述的多层空气净化及杀菌消毒滤芯的多层活性碳为八层活性碳，所

述的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Ⅰ和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Ⅱ设置在八层活性碳的两端，所述用于

支撑活性碳层的钢网设置在第一层活性碳与第二层活性、第三层活性碳与第四层活性碳、

第五层活性碳与第六层活性碳以及第七层活性碳与第八层活性碳之间，静电发生器为三

个，设置在第二层活性碳与第三层活性碳、第四层活性碳与第五层活性碳以及第六层活性

碳与第七层活性碳之间。

[0018] 进一步地，所述静电发生器采用红外碳纤维静电面状发热板，所述的红外碳纤维

静电面状发热板是由0.01mm的碳纤维导电纸、0.1mm的电子绝缘树脂板及0.  5μm厚度的电

极经过高温160-180度，高压单位压力为21MPa制作而成的。

[0019] 进一步地，所述控制电路包括电源、控制器、中间继电器J1、中间继电器J2、限位开

关和静电发生器、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Ⅰ和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Ⅱ、贯流风机及显示器，控

制器的L极、N极分别与电源的L极、N极相连接，  控制器的输出端的两个端口分别与第一中

间继电器J1的线圈的D17端接点相连接和第二中间继电器J2的线圈的D16端接点相连接，第

一中间继电器J1的线圈的另一端和第二中间继电器J2的线圈的另一端与所述电源N极相连

接，第一中间继电器J1的常开触点J1-1、1-2和J1-3的一端连接所述第一中间继电器J1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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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的D17端接点，另一端连接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ⅠR2和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ⅠR3的闭触点，

第二中间继电器J2的常开触点J2-1和J2-2的一端连接所述第二中间继电器J2的线圈的D16

端接点，另一端连接静电发生器R1的闭触点和控制器的端子D21和D22。

[0020] 进一步地，所述直流或交流民用电压为220V、110  V  、36V或24  V。

[0021]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利用碳纤维空气过滤杀菌消毒机的过滤杀菌消毒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下列步骤：

[0022] 1）将控制器预先设定房间过滤面积程序；

[0023] 2）打开电源开关，根据过滤房间的面积在控制面板上首先选择“空气过滤”键，控

制器对控制电路的D16端子有输出，控制电路内的第二中间继电器J2得电，J2常闭点打开，

J2常开点闭合，第一中间继电器J1不得电，J1常开点打开，J1常闭点闭合；此时，控制电路的

端子D21、D22、D24有输出，即引风机得电运转，自动关闭门的风门电机得电打开，静电发生

器4-5工作，运行100-300分钟后，能产生200伏以上的静电荷，在第二过滤杀菌消毒箱内形

成一个静电回路，利用所述静电发生器R1将空气中的各种有害物质及病毒过滤吸附在活性

碳上面，对室内空气进行除霾、除甲醛净化处理；

[0024] 3) “空气过滤”程序停止后自动启动“杀菌消毒”程序，控制电路内的第一中间继

电器J1得电、第二中间继电器J2掉电，运行“杀菌消毒”程序，控制器屏幕显示“84”，此时，控

制器对控制盒的D17端子有输出，中间继电器J1得电、J2不得电，此时，中间继电器J1常开点

闭合，常闭点打开，端子D21、D22无输出，端子D23、D24、D26、D28有输出，风门风机运行至下

限位停止并保持，使腔体的空气不流通；设置在第二过滤杀菌消毒箱内的两侧的碳纤维远

红外加热板ⅠR3、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ⅡR2和静电发生器R1接通开始工作，加热约15分钟

后，杀毒箱体部分温度可达到90℃到120℃，在这个温度中再工作30分钟之后，利用所述的

两个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将病茵病毒全部杀死，设备的进风口的自动关闭门会自动打开，

过滤杀菌消毒后的空气从新风出口排出，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完成室内过滤杀菌消毒。

[0025]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有益技术效果：

[0026] 1）由于本实用新型的空气净化及杀菌消毒滤芯采用静电发生器，且静电发生器采

用红外碳纤维静电面状发热板的两个电极与只采用L火线和N零线的两插电源线连接，使静

电发生器能产生200V以上的静电荷，它可在第二过滤杀菌消毒箱内形成一个静电回路，本

实用新型首先利用所述静电发生器将空气中的各种有害物质及病毒过滤吸附在活性碳上

面，对进入滤芯内部的空气进行过滤杀菌消毒，在静电发生器的作用下使流动的空气与活

性碳充分接触，达到空气消毒净化的目的，对室内空气进行除霾、除甲醛净化处理；能够促

进进入净化器内部的空气净化，提高对空气的过滤效果非常好。

[0027] 2）由于本实用新型在第二过滤杀菌消毒箱内设置了两个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在

90℃的温度中工作30分钟，内箱体的温度能达到100度，两个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工作时，

设备的进风口的自动关闭门会自动关闭，利用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将病茵病毒全部杀死，

周而复始，完成室内滤杀菌消毒；同时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具有发热效率高、供热均匀、成

本低和节能的特点。

[0028] 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使用220V、110V安全供电电压，或使用24  V、36V电压即可产

生200V以上的静电荷，进行杀菌消毒，为全物理性的，无任何副作用，全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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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为第二过滤杀菌消毒箱和第三净化空气排气箱的侧视图。

[0031] 图3为第二过滤杀菌消毒箱的外部放大图。

[0032] 图4为图3的A-A剖视图。

[0033] 图5为本实用新型多层空气净化及杀菌消毒滤芯的多层活性碳为六层的结构示意

图。

[0034] 图6为本实用新型多层空气净化及杀菌消毒滤芯的多层活性碳为八层的结构示意

图。

[0035]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控制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37] 如图1-4图所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碳纤维空气过滤杀菌消毒机，包括外箱体1，空

气进风口、新风出口2、引风机以及过滤杀菌装置，设置在外箱体上的电源连接线8，其电源

连接线8与供电电源相连接，其特征在于，在外箱体1的内由下至上设有第一进风箱5、作为

滤杀菌装置的第二过滤杀菌消毒箱4和第三净化空气排气箱3，所述新风出口2设置在外箱

体1前面板的上部，在外箱体前面板上还设有控制面板9，

[0038] 所述第一进风箱5设置在外箱体1内的下部，第一进风箱5的右侧设有空气引风口

5-1，上部设有出风口5-2，左侧设有引风机5-3，空气进风口设置在外箱体1背板的下端，与

第一进风箱的空气引风口5-1相连通，并在外箱体背板的下端、空气引风口处设有自动关闭

门6，

[0039] 如图4、5和图6所述的第二过滤杀菌消毒箱包括上下贯通的长方形壳体4-1，设置

在长方形壳体4-1内的空气净化及杀菌消毒滤芯，所述的空气净化及杀菌消毒滤芯由多层

活性碳4-3、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Ⅰ4-2、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Ⅱ4-7、用于支撑活性碳层的钢

网4-4和静电发生器4-5所组成，在长方形壳体4-1的外部包敷有气凝胶保温材料4-6，所述

的第二过滤杀菌消毒箱4下部与第一进风箱5的上部的出风口5-2相连通；

[0040] 所述的第三净化空气排气箱3由后部带有开口的长方形壳体3-1及与长方形壳体

3-1上部连接的斜形出风口3-2所组成，在所述长方形壳体3-1的，下部开有与第一进风箱5

的上部的出风口5-2大小匹配的开口，所述的第二过滤杀菌消毒箱4置于第三净化空气排气

箱3的长方形壳体3-1内，下部与第一进风箱5的上部的出风口5-2相连通，上部与斜形出风

口3-2连通；所述的斜形出风口3-2又与外箱体1的新风出口2相连通；

[0041] 所述的引风机5-3、静电发生器4-5、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Ⅰ4-2、碳纤维远红外加热

板Ⅱ4-7和自动关闭门6均与控制面板9内的控制电路通过导线电连接，所述的供电电源通

过电源连接线8为控制面板9供电，所述的控制面板9采用直流或交流民用电压。

[0042] 本实用新型所述静电发生器4-5采用红外碳纤维静电面状发热板，所述的红外碳

纤维静电面状发热板是由0.01mm的碳纤维导电纸、0.1mm的电子绝缘树脂板及0.  5μm厚度

的电极经过高温160-180度，高压单位压力为21MPa制作而成的。每片静电板为500×600×

0.1mm,可产生200V以上的静电。利用所述静电发生器将空气中的各种有害物质及病毒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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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在活性碳上面，对进入滤芯内部的空气进行过滤杀菌消毒，在静电发生器的作用下使

流动的空气与活性碳充分接触，达到空气消毒净化的目的，对室内空气进行除霾、除甲醛净

化处理；能够促进进入净化器内部的空气净化，提高对空气的过滤效果非常好。

[0043] 如图4所示，作为实施例，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多层空气净化及杀菌消毒滤芯的多层

活性碳为四层活性碳，所述的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Ⅰ4-2和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Ⅱ4-7设置

在四层活性碳4-3的两端，所述用于支撑活性碳层的钢网4-4设置在第一层活性碳4-3与第

二层活性碳4-3以及第三层活性碳4-3与第四层活性碳4-3之间，静电发生器4-5为一个，设

置在第二层活性碳4-3与第三层活性碳4-3之间。这种结构的多层空气净化及杀菌消毒滤芯

适用于10-20m2房间空气净化及杀菌消毒。

[0044] 如图5所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多层空气净化及杀菌消毒滤芯的多层活性碳为六

层活性碳4-3，所述的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Ⅰ4-2和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Ⅱ4-7设置在六层活

性碳的两端，所述用于支撑活性碳层的钢网4-4设置在第一层活性碳4-3与第二层活性碳4-

3以及第五层活性碳4-3与第六层活性碳4-3之间，静电发生器4-5为三个，分别设置在第二

层活性碳4-3与第三层活性碳4-3以及第四层活性碳4-3之间。这种结构的多层空气净化及

杀菌消毒滤芯适用于20-30m2房间空气净化及杀菌消毒。

[0045] 如图6所示，所述的多层空气净化及杀菌消毒滤芯的多层活性碳4-3为八层活性

碳，所述的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Ⅰ4-2和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Ⅱ4-7设置在八层活性碳的两

端，所述用于支撑活性碳层的钢网4-4设置在第一层活性碳4-3与第二层活性碳4-3、第三层

活性碳4-3与第四层活性碳4-3、第五层活性碳4-3与第六层活性碳4-3以及第七层活性碳4-

3与第八层活性碳4-3之间，静电发生器4-5为三个，设置在第二层活性碳4-3与第三层活性

碳4-3、第四层活性碳4-3与第五层活性碳4-3以及第六层活性碳4-3与第七层活性碳4-3之

间。这种结构的多层空气净化及杀菌消毒滤芯适用于30m2以上房间空气净化及杀菌消毒。

[0046] 如图7所示，本实用新型所述控制电路包括电源、控制器、中间继电器J1、中间继电

器J2、限位开关和静电发生器4-5、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Ⅰ4-2和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Ⅱ4-7、

贯流风机及显示器，控制器的L极、N极分别与电源的L极、N极相连接，控制器的输出端的两

个端口分别与第一中间继电器J1的线圈的D17端接点相连接和第二中间继电器J2的线圈的

D16端接点相连接，第一中间继电器J1的线圈的另一端和第二中间继电器J2的线圈的另一

端与所述电源N极相连接，第一中间继电器J1的常开触点J1-1、1-2和J1-3的一端连接所述

第一中间继电器J1的线圈的D17端接点，另一端连接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R2和碳纤维远红

外加热板R3的闭触点，第二中间继电器J2的常开触点J2-1和J2-2的一端连接所述第二中间

继电器J2的线圈的D16端接点，另一端连接静电发生器R1的闭触点和控制器的端子D21和

D22。

[0047] 本实用新型所述直流或交流民用电压为220V、110  V  、36V或24  V。使用220V、110V

安全供电电压，或使用24  V、36V电压即可产生00伏以上的静电荷，进行杀菌消毒，为全物理

性的，无任何副作用，全安全可靠。

[0048] 本实用新型所述自动关闭门为常用公知技术，在此不作赘述。

[0049]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利用碳纤维空气过滤杀菌消毒机的过滤杀菌消毒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下列步骤：

[0050] 1）将控制器预先设定房间过滤面积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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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2）打开电源开关，屏幕会根据按动的次数不同，分别显示“00”、“10”、“20”、“30”，

分别对应的工作状态是“待机”、“选择10平方米房间过滤”、“选择20平方米房间过滤”、“选

择30平方米房间过滤”。

[0052] 根据过滤房间的面积在控制面板上首先选择“空气过滤”键，控制器对控制电路的

D16端子有输出，控制电路内的第二中间继电器J2得电，J2常闭点打开，J2常开点闭合，第一

中间继电器J1不得电，J1常开点打开，J1常闭点闭合；此时，控制电路的端子D21、D22、D24有

输出，即引风机得电运转，自动关闭门的电机得电打开，静电发生器工作，运行100分钟后，

能产生200伏以上的静电荷，在第二过滤杀菌消毒箱内形成一个静电回路，利用所述静电发

生器R1将空气中的各种有害物质及病毒过滤吸附在活性碳上面，对室内空气进行除霾、除

甲醛净化处理；

[0053] 3) “空气过滤”程序停止后自动启动“杀菌消毒”程序，控制电路内的第一中间继

电器J1得电、第二中间继电器J2掉电，运行“杀菌消毒”程序，控制器屏幕显示“84”，此时，控

制器对控制盒的D17端子有输出，中间继电器J1得电、J2不得电，此时，中间继电器J1常开点

闭合，常闭点打开，端子D21、D22无输出，端子D23、D24、D26、D28有输出，风门风机运行至下

限位停止并保持，使腔体的空气不流通；设置在第二过滤杀菌消毒箱内的两侧的碳纤维远

红外加热板ⅠR3、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ⅡR2和静电发生器R1接通开始工作，加热约15分钟

后，杀毒箱体部分温度可达到90℃到120℃，在这个温度中再工作30分钟之后，利用所述的

两个碳纤维远红外加热板将病茵病毒全部杀死，设备的进风口的自动关闭门会自动打开，

过滤杀菌消毒后的空气从新风出口排出，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完成室内过滤杀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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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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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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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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