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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消毒杀菌新风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消毒杀菌新风机，包

括壳体、新风风机和排风风机，壳体为中空密闭

腔体，壳体上设有室内新风口、室内排风口、室外

新风口和室外排风口，新风风机和排风风机容置

于中空密闭腔体内，中空密闭腔体内还设有沿室

外朝向室内方向依次间隔开设置的第一过滤件、

全热交换器、灭菌组件和第二过滤件，第一过滤

件和室外新风口之间设有第二控制阀，灭菌组件

和全热交换器之间设有第一控制阀。本实用新型

的消毒杀菌新风机结构简单，便于安装使用，成

本低；既能对空气中细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

(VOCs)进行净化，又能实现消毒杀菌；各级滤网

便于拆换、清洗；消毒杀菌及净化效率高，稳定可

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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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消毒杀菌新风机，包括：壳体、新风风机和排风风机，所述壳体为中空密闭腔体，

所述壳体上分别设有与中空密闭腔体连通的室内新风口、室内排风口、室外新风口和室外

排风口，所述新风风机和所述排风风机容置于所述中空密闭腔体内，所述新风风机的出风

口与所述室内新风口连接，所述排风风机的出风口与所述室外排风口连接，其特征在于，所

述中空密闭腔体内还设有沿室外朝向室内方向依次间隔开设置的第一过滤件、全热交换

器、灭菌组件和第二过滤件，所述第一过滤件通过第一卡扣板与所述壳体卡接，所述灭菌组

件和所述第二过滤件通过第二卡扣板与所述壳体卡接，其中所述第一过滤件和所述室外新

风口之间设有第二控制阀，所述灭菌组件和所述全热交换器之间设有第一控制阀。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消毒杀菌新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控制阀处于导通

状态，所述第一控制阀处于关闭状态时，所述室外新风口、所述第一过滤件、所述全热交换

器、所述灭菌组件、所述第二过滤件、所述新风风机和所述室内新风口依次连通，构成新风

进风通道，所述室内排风口、所述全热交换器、所述排风风机和所述室外排风口依次连通，

构成排气通道，所述新风进风通道和所述排气通道构成外循环风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消毒杀菌新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控制阀处于导通

状态，所述第二控制阀处于关闭状态时，所述室内排风口、所述灭菌组件、所述第二过滤件、

所述新风风机和所述室内新风口依次连通，构成内循环风道。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消毒杀菌新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灭菌组件

包括紫外线灯和光触媒滤网，其中所述紫外线灯设在所述光触媒滤网和所述第一控制阀之

间。

5.根据权利要求1至2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消毒杀菌新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过滤

件包括水洗初效过滤网和中效过滤网，其中所述水洗初效过滤网靠近所述第二控制阀设

置，所述中效过滤网上加载有杀菌涂层。

6.根据权利要求1至3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消毒杀菌新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过滤

件为高效过滤网，所述高效过滤网上加载有杀菌涂层。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消毒杀菌新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全热交换器为转轮式

全热交换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消毒杀菌新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上还设有多个安

装座。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消毒杀菌新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新风风机和所述排风

风机均为直流风机。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消毒杀菌新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室内新风口、所述室

内排风口、所述室外新风口和所述室外排风口均设有可拆卸连接的天圆地方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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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消毒杀菌新风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空气净化技术领域，具体而言，特别涉及一种消毒杀菌新风机。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空气质量问题随著城镇化率的提高，城镇居民的迅速增加，受到政府和人民

的关注度和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然而全国城市的空气质量达标率低，特别是位于北方地

区和西北工业地区的空气质量一直处于相对较差的状态。2019年12月以来，首先从湖北省

武汉市爆发的一种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即新冠肺炎，

给我国广大人民的健康安全及国家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和损失。新冠病毒的传播途

径主要是呼吸道飞沫传播，亦可通过接触传播，在封闭、通风不良及采用集中空调系统的建

筑内，该病毒可能会通过空气在室内或室间传播、形成交叉感染。改善室内空气质量环境

(包括消毒杀菌)，促进广大人民身心健康和国民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需求的问题亟待解

决。

[0003] 长时间使用室内空气单循环的空气净化器(即室内空气循环利用，未从室外引入

新风的净化装置)会导致空气质量恶化、病毒可能在室内传播；而不带消毒杀菌功能的新风

机虽然能实现对空气净化和与室外新鲜空气的交换，但又不能对室外的细菌病毒进行消毒

处理；空气净化装置需要定期拆洗或更换滤芯，不便于拆装的结构和较高的更换成本是阻

碍空气净化和新风机普遍应用的重要因素。目前改善室内空气质量的方法一般采用室内空

气单循环的空气净化器，少量安装使用从室外引入新风的净化机。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旨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现有技术中的上述技术问题之一。有鉴于

此，本实用新型需要提供一种结构简单，便于安装使用，成本低；既能对空气中细颗粒物、挥

发性有机物(VOCs)进行净化，又能实现消毒杀菌；各级滤网便于拆换、清洗；消毒杀菌及净

化效率高，稳定可靠的消毒杀菌新风机。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消毒杀菌新风机，包括：壳体、新风风机和排风风机，所述壳

体为中空密闭腔体，所述壳体上分别设有与中空密闭腔体连通的室内新风口、室内排风口、

室外新风口和室外排风口，所述新风风机和所述排风风机容置于所述中空密闭腔体内，所

述新风风机的出风口与所述室内新风口连接，所述排风风机的出风口与所述室外排风口连

接，所述中空密闭腔体内还设有沿室外朝向室内方向依次间隔开设置的第一过滤件、全热

交换器、灭菌组件和第二过滤件，所述第一过滤件通过第一卡扣板与所述壳体卡接，所述灭

菌组件和所述第二过滤件通过第二卡扣板与所述壳体卡接，其中所述第一过滤件和所述室

外新风口之间设有第二控制阀，所述灭菌组件和所述全热交换器之间设有第一控制阀。

[0006]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所述第二控制阀处于导通状态，所述第一控制阀

处于关闭状态时，所述室外新风口、所述第一过滤件、所述全热交换器、所述灭菌组件、所述

第二过滤件、所述新风风机和所述室内新风口依次连通，构成新风进风通道，所述室内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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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所述全热交换器、所述排风风机和所述室外排风口依次连通，构成排气通道，所述新风

进风通道和所述排气通道构成外循环风道。

[0007]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所述第一控制阀处于导通状态，所述第二控制阀

处于关闭状态时，所述室内排风口、所述灭菌组件、所述第二过滤件、所述新风风机和所述

室内新风口依次连通，构成内循环风道。

[0008]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所述灭菌组件包括紫外线灯和光触媒滤网，其中

所述紫外线灯设在所述光触媒滤网和所述第一控制阀之间。

[0009]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所述第一过滤件包括水洗初效过滤网和中效过滤

网，其中所述水洗初效过滤网靠近所述第二控制阀设置，所述中效过滤网上加载有杀菌涂

层。

[0010]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所述第二过滤件为高效过滤网，所述高效过滤网

上加载有杀菌涂层。

[0011]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所述全热交换器为转轮式全热交换器。

[0012]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所述壳体上还设有多个安装座。

[0013]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所述新风风机和所述排风风机均为直流风机。

[0014]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所述室内新风口、所述室内排风口、所述室外新风

口和所述室外排风口均设有可拆卸连接的天圆地方接管。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消毒杀菌新风机，其设计中的第一控制阀和第二控制阀的不同操作

过程，使新风机具备外循环风道和内循环风道两种功能模式，结构简单，构造新颖，便于安

装使用且成本低；通过壳体内的紫外线灯和光触媒滤网实现杀菌消毒的双重效果，提高杀

菌消毒的净化效率，其中壳体中使用的水洗初效过滤网、中效过滤网和高效过滤网，能实现

对细颗粒物(包括PM2 .5)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高效过滤，且上述各级滤网均与壳体卡

接，便于拆换和清洗；通过壳体内的全热交换器提高了新风机的能源利用率。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消毒杀菌新风机的结构示意图。

[0017] 附图标记：1-壳体；2-新风风机；3-排风风机；4-第一过滤件；5-全热交换器；6-灭

菌组件；7-第二过滤件；8-第一卡扣板；9-第二卡扣板；11-室内新风口；12-室内排风口；13-

室外新风口；14-室外排风口；15-第二控制阀；16-第一控制阀；17-安装座；18-天圆地方接

管；41-水洗初效过滤网；42-中效过滤网；61-紫外线灯；62-光触媒滤网。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详细描述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所述实施例的示例在附图中示出，其中自始

至终相同或类似的标号表示相同或类似的元件或具有相同或类似功能的元件。下面通过参

考附图描述的实施例是示例性的，旨在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而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

的限制。

[0019] 如图1所示，一种消毒杀菌新风机包括：壳体1、新风风机2和排风风机3，壳体1为中

空密闭腔体，壳体1上分别设有与中空密闭腔体连通的室内新风口11、室内排风口12、室外

新风口13和室外排风口14，新风风机2和排风风机3容置于中空密闭腔体内，新风风机2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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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口与室内新风口11连接，排风风机3的出风口与室外排风口13连接，中空密闭腔体内还设

有沿室外朝向室内方向依次间隔开设置的第一过滤件4、全热交换器5、灭菌组件6和第二过

滤件7，其中全热交换器5采用转轮式全热交换器，第一过滤件4通过第一卡扣板8与壳体1卡

接，灭菌组件6和第二过滤件7通过第二卡扣板9与壳体1卡接，其中第一过滤件4和室外新风

口13之间设有第二控制阀15，灭菌组件6和全热交换器5之间设有第一控制阀16，需要理解

的是，第一卡扣板8和第二卡扣板9各自的一端与壳体1铰接，另一端可通过壳体1上的外罩

板(图中未示出)对二者进行压接，从而使灭菌组件6、第二过滤件7和第一过滤件4快速的卡

接在壳体中。

[0020] 本实用新型的消毒杀菌新风机，其设计中的第一控制阀15和第二控制阀16的不同

操作过程，使新风机具备外循环风道和内循环风道两种功能模式，结构简单，构造新颖，便

于安装使用且成本低；通过壳体1内的紫外线灯61和光触媒滤网62实现杀菌消毒的双重效

果，提高杀菌消毒的净化效率，其中壳体1中使用的水洗初效过滤网、中效过滤网和高效过

滤网，能实现对细颗粒物(包括PM2.5)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高效过滤，且上述各级滤网

均与壳体卡接，便于拆换和清洗；通过壳体1内的全热交换器5提高了新风机的能源利用率。

[0021] 如图1所示，第二控制阀15处于导通状态，第一控制阀16处于关闭状态时，室外新

风口13、第一过滤件4、全热交换器5、灭菌组件6、第二过滤件7、新风风机2和室内新风口11

依次连通，构成新风进风通道，室外新风通过进风通道并经过多级过滤和消毒杀菌后进入

室内，室内排风口12、全热交换器5、排风风机3和室外排风口14依次连通，构成排气通道，室

内污浊空气通过排气通道排出，新风进风通道和排气通道构成外循环风道。

[0022] 如图1所示，第一控制阀16处于导通状态，第二控制阀15处于关闭状态时，室内排

风口12、灭菌组件6、第二过滤件7、新风风机2和室内新风口11依次连通，构成内循环风道，

通过内循环风道将室内的污浊空气进行消毒杀菌和高效过滤后重新排进室内，完成室内空

气的内循环。

[0023] 如图1所示，灭菌组件6包括紫外线灯61和光触媒滤网62，其中紫外线灯61设在光

触媒滤网62和第一控制阀16之间，紫外线灯61和光触媒滤网62的双级使用，可将进行交换

的空气或室内循环的空气进行高效的消毒杀菌，能有效提升对室外新风和室内污浊空气的

净化效率，稳定可靠，使用周期长。

[0024] 如图1所示，第一过滤件4包括水洗初效过滤网41和中效过滤网42，其中水洗初效

过滤网41靠近第二控制阀15设置，便于拆卸和清理，中效过滤网42上加载有杀菌涂层；第二

过滤件7为加载有杀菌涂层的高效过滤网，其中水洗初效过滤网41、中效过滤网42和高效过

滤网的多级过滤结构设计，能实现对细颗粒物(包括PM2.5)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高效过

滤，并且具有协同灭菌组件6的杀菌作用。

[0025] 如图1所示，壳体1上还设有多个安装座17，便于新风机与室内不同位置进行快速

的安装和拆卸，节省新风机的组拆时间成本。

[0026] 如图1所示，新风风机2和排风风机3均为直流风机，便于操作控制，且设计成本低。

[0027] 如图1所示，室内新风口11、室内排风口12、室外新风口13和室外排风口14均设有

可拆卸连接的天圆地方接管18，需要理解的是，天圆地方接管18的管径可根据室内所需的

不同的进风量或不同的室内换风量而进行任意更换，构造新颖、实用，便于安装、投产。

[0028] 尽管上面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可以理解的是，上述实施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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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性的，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内可以对上述实施例进行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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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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