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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离子风管净化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离子风管净化系统，包

括：风机、总气管、若干支气管、若干离子发生器。

风机的输出端与总气管的输入端连接，若干支气

管的输入端分别与总气管的输出端连接，若干离

子发生器分别至少部分收容于若干支气管中。离

子发生器包括驱动器和电离器，驱动器和电离器

驱动连接，驱动器与支气管连接，电离器至少部

分收容于支气管中，驱动器设置有驱动开关。离

子发生器产生大量的正离子和负离子，大量的正

离子和负离子在风机产生的风力作用下被吹到

各支气管通往的工作空间，使得离子发生器电离

产生的大量的正离子和负离子得到有效地扩散，

离子发生所器作用的空间得到扩展，改善了离子

发生器的净化效果，提高了离子发生器的工作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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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离子风管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风机、总气管、若干支气管、若干离子发

生器；

所述风机的输出端与所述总气管的输入端连接，所述若干支气管的输入端分别与所述

总气管的输出端连接，若干所述离子发生器分别至少部分收容于若干所述支气管中；

所述离子发生器包括驱动器和电离器，所述驱动器和所述电离器驱动连接，所述驱动

器与所述支气管连接，所述电离器至少部分收容于所述支气管中，所述驱动器设置有驱动

开关。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离子风管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若干所述支气管的输入端设

置有第一过滤网。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离子风管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若干所述支气管的输出端设

置有风量调节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离子风管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若干所述支气管的输出端设

置有格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离子风管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风机设置有风量调节开

关。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离子风管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空调机，所述空调机

的输出端和所述风机的输入端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离子风管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加湿器，所述加湿器

的输出端和所述风机的输入端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离子风管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控制机构，所述若干

驱动器、所述风机、所述空调机以及所述加湿器分别与所述控制机构电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离子风管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若干空气检测器，若

干所述空气检测器分别与所述控制机构电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离子风管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机构设置有显示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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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风管净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空气净化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离子风管净化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离子发生器是一种产生正离子和负离子的空气净化装置，其在正高压电场和负高

压电场作用下电离空气，产生大量正离子和负离子，正负离子在空气中进行正负电荷中和

的瞬间会释放巨大能量造成周围细菌结构的改变导致细菌死亡从而实现杀菌的作用。并

且，空气中的飘尘在遇到极性的离子后，会产生凝并现象，增大颗粒物的质量加速飘尘的沉

降，实现除尘的效果。此外，带有极性的离子具有较强的氧化能力和分解能力，能够达到高

效分解甲醛、苯系物、氨等TVOC（Total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总挥发性有机物）的

效果，离子发生器是目前国内最常见的一种空气净化装置，被广泛应用于家居装修、工业制

造、生化产业等领域。

[0003] 但是，传统的离子发生器工作效率较低，在有限空间内分离出来的正负离子得不

到有效的扩散，所作用的范围受到限制，对空气的净化效果不佳，满足不了大空间内的空气

净化需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基于此，有必要提供一种离子风管净化系统。

[0005] 一种离子风管净化系统，包括：风机、总气管、若干支气管、若干离子发生器。

[0006] 所述风机的输出端与所述总气管的输入端连接，所述若干支气管的输入端分别与

所述总气管的输出端连接，若干所述离子发生器分别至少部分收容于若干所述支气管中。

[0007] 所述离子发生器包括驱动器和电离器，所述驱动器和所述电离器驱动连接，所述

驱动器与所述支气管连接，所述电离器至少部分收容于所述支气管中，所述驱动器设置有

驱动开关。

[0008]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若干所述支气管的输入端设置有第一过滤网。

[0009]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若干所述支气管的输出端设置有风量调节板。

[0010]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若干所述支气管的输出端设置有格栅。

[0011]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风机设置有风量调节开关。

[0012]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还包括空调机，所述空调机的输出

端和所述风机的输入端连接。

[0013]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还包括加湿器，所述加湿器的输出

端和所述风机的输入端连接。

[0014]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还包括控制机构，所述若干驱动器、

所述风机、所述空调机以及所述加湿器分别与所述控制机构电连接。

[0015]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还包括若干空气检测器，若干所述

空气检测器分别与所述控制机构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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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控制机构设置有显示器。

[0017] 上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在工作过程中，所述风机将外界的新鲜空气通过所述总气

管抽送到所述若干支气管，需要说明的是，所述若干支气管分别通往不同的工作空间。与所

述若干支气管连接的所述若干离子发生器将通过所述若干支气管中的新鲜空气在正高压

电场和负高压电场作用下电离产生大量的正离子和负离子，大量的正离子和负离子在所述

风机产生的风力作用下被吹到各所述支气管通往的工作空间，使得所述若干离子发生器电

离产生的大量的正离子和负离子得到有效地扩散，离子发生所器作用的空间得到扩展，改

善了离子发生器的净化效果，提高了离子发生器的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一个实施例中离子风管净化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另一个实施例中离子风管净化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一个实施例中控制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对本

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详细的说明。在下面的描述中阐述了很多具体细节以便于充分

理解本实用新型。但是本实用新型能够以很多不同于在此描述的其它方式来实施，本领域

技术人员可以在不违背本实用新型内涵的情况下做类似改进，因此本实用新型不受下面公

开的具体实施例的限制。

[0022]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中心”、“纵向”、“横向”、“长度”、“宽

度”、“厚度”、“上”、“下”、“前”、“后”、“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

“顺时针”、“逆时针”、“轴向”、“径向”、“周向”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

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

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

的限制。

[0023] 此外，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或者隐含指明所指示的技术特征的数量。由此，限定有“第一”、“第二”的特征可以明示或者

隐含地包括至少一个该特征。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多个”的含义是至少两个，例如两

个，三个等，除非另有明确具体的限定。

[0024] 在本实用新型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相连”、“连接”、“固

定”等术语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成一体；可以是

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两个

元件内部的连通或两个元件的相互作用关系，除非另有明确的限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实用新型中的具体含义。

[0025] 在本实用新型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第一特征在第二特征“上”或“下”

可以是第一和第二特征直接接触，或第一和第二特征通过中间媒介间接接触。而且，第一特

征在第二特征“之上”、“上方”和“上面”可是第一特征在第二特征正上方或斜上方，或仅仅

表示第一特征水平高度高于第二特征。第一特征在第二特征“之下”、“下方”和“下面”可以

说　明　书 2/7 页

4

CN 209197076 U

4



是第一特征在第二特征正下方或斜下方，或仅仅表示第一特征水平高度小于第二特征。

[0026] 需要说明的是，当元件被称为“固定于”或“设置于”另一个元件，它可以直接在另

一个元件上或者也可以存在居中的元件。当一个元件被认为是“连接”另一个元件，它可以

是直接连接到另一个元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元件。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垂直的”、“水平

的”、“上”、“下”、“左”、“右”以及类似的表述只是为了说明的目的，并不表示是唯一的实施

方式。

[0027] 请参阅图1，其为一个实施例中的一种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

包括风机100、总气管200、若干支气管300、若干离子发生器400。所述风机100的输出端与所

述总气管200的输入端连接，所述若干支气管300的输入端分别与所述总气管200的输出端

连接，若干所述离子发生器400分别至少部分收容于若干所述支气管300中。所述风机100用

于将外界的新鲜空气通过所述总气管200以及所述若干支气管300抽送到各所述离子发生

器400，在各所述离子发生器400的电离作用下产生大量的正离子和负离子通过气流从各所

述支气管300的输出端涌出。在本实施例中，所述若干支气管300分别通往不同的工作空间。

在其他实施例中，为了增加空气净化的效果，不同的工作空间与多个所述支气管连通。所述

离子发生器400包括驱动器410和电离器420，所述驱动器410和所述电离器420驱动连接，所

述电离器420包括两个离子片。所述驱动器410驱动所述电离器420进行电离工作，所述驱动

器410与所述支气管420连接，所述电离器420至少部分收容于所述支气管420中，所述驱动

器410设置有驱动开关411。在使用过程中，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通过控制所述驱动开关

411来控制所述离子发生器400是否工作。

[0028] 上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在工作过程中，所述风机100将外界的新鲜空气通过所

述总气管200抽送到各所述支气管300，与各所述支气管300连接的各所述离子发生器400将

通过各所述支气管300中的新鲜空气在正高压电场和负高压电场作用下电离产生大量的正

离子和负离子，大量的正离子和负离子在所述风机产生的风力作用下被吹到各所述支气管

300通往的工作空间，使得所述若干离子发生器400电离产生的大量的正离子和负离子得到

有效地扩散，离子发生所器400作用的空间得到扩展，改善了离子发生器400的净化效果，提

高了离子发生器400的工作效率。

[0029] 为了对从所述总气管200进入各所述支气管300的新鲜空气进行初步过滤，在其中

一个实施例中，若干所述支气管300的输入端设置有第一过滤网。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

过滤网为通风过滤网，所述通风过滤网以纤维一体纺织成型。所述通风过滤网耐酸碱性较

好，耐腐蚀性较佳，方便清洗且可以反复清洗并且，具有极佳的耐用性。对于气流的阻力较

低，在过滤掉空气中的长短纤维以及较大尘粒的同时对空气的流动速度不会造成太大的影

响。在其他实施例中，所述第一过滤网采用空调过滤网，所述空调过滤网为凹凸式蜂巢结

构。所述空调过滤网易于多次清洗和更换，起效时间持久，使用寿命长。如此，所述第一过滤

网对从所述总气管200进入各所述支气管300的新鲜空气进行初步过滤，提高了所述离子风

管净化系统10的空气净化效果。

[0030] 为了对进入所述总气管200中的新鲜空气进行过滤，所述风机100的输出端设置有

第二过滤网。需要说明的是，在所述风机100的抽吸作用下进入总气管200中的外界新鲜空

气往往会携带有较多的大尘粒、长纤维杂质以及其他大颗粒杂质。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二

过滤网为粗效过滤网，所述粗效过滤网用于对进入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的外界新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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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进行预过滤，主要对外界新鲜空气中的粗尘杂质进行过滤。在其他实施例中，所述第二过

滤网为金属橡胶过滤网，金属橡胶过滤网采用不锈钢丝制成，具有毛细疏松结构，适合于温

差大、压强差大、震动剧烈等特殊环境下。也就是说，金属橡胶过滤网适用于风机工作时震

动剧烈的环境。并且，通过调节金属橡胶过滤网中金属丝的粗细、密度可以调节过滤精度，

以适应外界空气不同的洁净程度。如此，所述第二过滤网对进入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

的外界新鲜空气进行预过滤，提高了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的空气净化效果。

[0031] 为了调控从若干所述支气管300输出的风量的大小，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若干所

述支气管300的输出端设置有风量调节板。在本实施例中，所述风量调节板包括若干叶片，

所述叶片为顺开式菱形双叶片，所述若干叶片之间采用软搭接以实现所述风量调节板良好

的密闭性。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叶片为塑料板。在其他实施例中，所述叶片可以为铁板、镀锌

板、铝合金板、不锈钢板等。在本实施例中，所述风量调节板为电动风量调节板，以方便用户

远距离遥控操作。所述风量调节板运转灵活、噪声低。在其他实施例中，所述风量调节板为

为手动风量调节板。如此，通过控制所述风量调节板中叶片的张开程度来调控从若干所述

支气管300输出的风量的大小，以适用于不同的工作环境需求。

[0032] 为了防止大颗粒异物从所述支气管300的输出端进入所述支气管300，在其中一个

实施例中，若干所述支气管300的输出端设置有格栅310。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格栅310为平

面格栅，所述格栅310包括框架和若干栅条，若干所述栅条的两端分别与所述框架连接，所

述若干栅条横纵交织形成若干个规格相同的格栅孔。所述平面格栅一体式注塑成型。在其

他实施例中，所述格栅为曲面格栅。如此，在若干所述支气管300的输出端设置的格栅310防

止大颗粒异物进入所述支气管300，避免了所述离子发生器400与大颗粒异物的直接接触，

对所述离子发生器400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提高了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的工作性

能和使用寿命。

[0033] 为了调节进入所述总气管200中气流量的大小，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风机

100设置有风量调节开关110。在本实施例中，所述风量调节开关110对应有不同的档位，所

述风机100在不同的档位下所输出的功率不同，产生的风量和达到的风速也不同，以满足不

同的工作环境下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对风速和风量的要求。如此，用户通过调节风量

调节开关110来控制所述风机100的输出功率从而改变所述总气管200中气流量的大小。

[0034] 为了调节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所输出的空气的温度，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

请参阅图2，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还包括空调机500。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空调机500的

输出端和所述风机100的输入端连接。所述空调机500为冷暖两用空调。为了节省能耗，在其

他实施例中，所述空调为制冷空调，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还包括电热炉以及对应的热

风扇，所述热风扇将所述电热炉产生的热量从所述风机100的输入端吹入。在另外的实施例

中，所述空调机的输出端与所述总气管的输入端连接。如此，通过调节所述空调机500来控

制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所输出的空气的温度，以满足不同工作环境下对所述离子风管

净化系统10所输出空气的温度需求，扩展了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的适用范围。

[0035] 为了方便对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的智能性管理。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请参

阅图3，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还包括控制机构700，所述若干驱动器410、所述风机100以

及所述空调机500分别与所述控制机构700电连接。通过所述控制机构700可以控制若干所

述驱动器410的开关以控制所述离子发生器400开闭。通过所述控制机构700可以控制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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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100以及所述空调机500的开闭。并且所述控制机构700可以控制所述风机100以及所述

空调机500的工作功率。以满足不同的工作环境对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的多样性需求。

如此，通过所述控制机构500可以实现对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输入的空气状况进行管

理。具体的，通过所述控制机构500可以对空气温度、洁净度以及气流大小精准控制，实现了

对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的智能性管理。

[0036] 为了调节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所工作的空间中空气的湿度，在其中一个实施

例中，请参阅图2，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还包括加湿器600。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加湿器

600的输出端和所述风机100的输入端连接。当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所工作的环境空气

过于干燥时所述加湿器600工作为其提高湿度。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还

包括若干抽湿机，若干所述抽湿机以及所述加湿器600分别与所述控制机构700电连接。当

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所工作的环境空气过于潮湿时，所述控制机构700控制所述若干

抽湿机工作以降低空气的湿度。在其他实施例中，所述加湿器的输出端和所述总气管200的

输入端连接。所述加湿器600为超声波加湿器，超声波加湿器采用超声波高频震荡，将水雾

化为1微米至5微米的超微粒子和负氧离子，在为空气加湿的同时也产生了具有空气净化功

能的负氧离子，进一步地提高了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的空气净化能力。在其他实施例

中，所述加湿器为电热式加湿器，将水在加热体中加热到100摄氏度以产生水蒸汽。如此，通

过控制所述加湿器600以及各所述抽湿机的工作状态来调节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所工

作的空间中空气的湿度，以满足不同工作环境下对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所输出空气湿

度的需求，扩展了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的适用范围。

[0037] 为了获取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所工作环境的空气状况，在其中一个实施例

中，请参阅图2，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还包括若干空气检测器800，若干所述空气检测器

800分别与所述控制机构700电连接。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空气检测器800是集温度检测、湿

度检测、空气洁净度检测等功能于一体的空气质量检测设备。所述空气检测器800将检测到

的空气湿度、空气温度、空气洁净度输入到控制机构700并与控制机构700中的温度预设值、

湿度预设值、以及洁净度预设值进行比较。所述控制机构700根据比较的结果自动控制所述

风机100、所述离子发生器400、所述空调机500以及所述加湿器600工作以维持所述离子风

管净化系统10所工作环境中良好的空气状况。

[0038] 具体的，所述温度预设值包括第一温度预设值、第二温度预设值和第三温度预设

值，第一温度预设值低于第二温度预设值，第二温度预设值低于第三温度预设值，当所述空

气检测器800检测到的空气温度值低于第一温度预设值时，所述控制机构700控制所述空调

机500工作对空气进行加热。当所述空气检测器800检测到的空气温度值达到第二温度预设

值时，所述控制机构700控制所述空调机500停止加热工作。对应的，当所述空气检测器800

检测到的空气温度值高于第三温度预设值时，所述控制机构700控制所述空调机500工作对

空气进行制冷。当所述空气检测器800检测到的空气温度值达到第二温度预设值时，所述控

制机构700控制所述空调机500停止制冷工作。以使得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所工作环境

的空气温度在第一温度预设值到第三温度预设值的区间范围内。

[0039] 所述湿度预设值包括第一空气湿度值、第二空气湿度值以及第三空气湿度值，第

一湿度预设值低于第二湿度预设值，第二湿度预设值低于第三湿度预设值，当所述空气检

测器800检测到的空气湿度值低于第一湿度预设值时，所述控制机构700控制所述加湿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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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对空气进行加湿。当所述空气检测器800检测到的空气湿度值达到第二湿度预设值时，所

述控制机构700控制所述加湿器停止加湿工作。对应的，当所述空气检测器800检测到的空

气湿度值高于第三湿度预设值时，所述控制机构700控制各所述抽湿机工作对空气进行抽

湿。当所述空气检测器800检测到的空气湿度值达到第二湿度预设值时，所述控制机构700

控制各所述抽湿机停止抽湿工作。以使得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所工作环境的空气湿度

在第一湿度预设值到第三湿度预设值的区间范围内。

[0040] 洁净度预设值包括第一洁净度预设值和第二洁净度预设值，第一洁净度预设值低

于第二洁净度预设值，当所述空气检测器800检测到的空气洁净度值低于第一洁净度预设

值时，所述控制机构700控制所述离子发生器400工作。当所述空气检测器800检测到的空气

洁净度值达到第二洁净度预设值时，所述控制机构700控制所述离子发生器400停止工作。

以使得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所工作环境的空气洁净度在第一洁净度预设值到第二洁

净度预设值的区间范围内。需要说明的是，所述风机100在所述离子发生器400或者所述空

调机500或者所述加湿器600工作时同时工作。

[0041] 如此，通过所述空气检测器800就能获取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所工作环境的

空气状况，在所述空气检测器800与所述控制机构700的共同作用下实现自动控制所述风机

100、所述离子发生器400、所述空调机500以及所述加湿器600的工作，以维持所述离子风管

净化系统10所工作环境中良好的空气状况。提高了对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的智能性。

[0042] 为了方便获取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中所述风机100、所述若干离子发生器400、所

述空调机500、所述加湿器600以及所述若干抽湿机的工作情况，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请参

阅图3，所述控制机构700设置有显示器710。所述控制机构700将与之连接的所述风机100、

所述离子发生器400、所述空调机500、所述加湿器600以及所述抽湿机的工作功率通过所述

显示器710显示出来。并且，所述若干空气检测器800检测到的空气湿度值、空气温度值和空

气洁净度值同样通过所述控制机构700的显示器710显示出来。如此，用户通过所述控制机

构700上的显示器710可以方便读取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中所述风机100、各所述离子

发生器400、所述空调机500、所述加湿器600以及各所述抽湿机的工作情况。并且，通过所述

控制机构700上的显示器710可以方便读取所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所工作环境的空气湿

度值、空气温度值和空气洁净度值，实现对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工作状况的全面监控。

[0043] 为了实现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的报警功能，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请参阅图3，所

述控制机构700设置有警报器720。在本实施例中，所述警报器720为蜂鸣报警器，当所述控

制机构700接收来自所述风机100、各所述离子发生器400、所述空调机500、所述加湿器600

以及各所述若干抽湿机的工作情况并判断所述风机100、各所述离子发生器400、所述空调

机500、所述加湿器600以及各所述抽湿机是否产生异常，根据不同的异常情况控制机构700

会控制报警器720发出不同的报警信号声。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控制机构700还包括报警器

开关721以及报警器指示灯722。所述报警器指示灯722的显示色彩与不同的报警信号声相

对应，当用户收到报警信号后，通过报警器开关721即可关闭报警器的报警工作，即关闭报

警器指示灯722和控制报警器730停止发出报警信号声。如此，方便对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

进行监测，实时掌握离子风管净化系统10的异常工作情况。

[0044] 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各技术特征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为使描述简洁，未对上述实

施例中的各个技术特征所有可能的组合都进行描述，然而，只要这些技术特征的组合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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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矛盾，都应当认为是本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0045]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实用新型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

但并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实用新型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

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因此，本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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