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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楼房建筑用的智能废气通风装置

(57)摘要

本申请涉及废气处理的领域，尤其是涉及一

种基于楼房建筑用的智能废气通风装置，其包括

通风箱，所述通风箱一侧开设有吸风口，所述通

风箱相对于吸风口的一侧开设有排风口，所述通

风箱内设置有吸风设备，所述吸风设备从吸风口

处吸风，再从排风口处排出，所述通风箱未设置

吸风口和通风口的侧壁固定连接有放置架，所述

放置架上设置有吸收件用于吸收建筑室内有害

气体。本申请具有便于加速降低室内气体有害物

质的含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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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楼房建筑用的智能废气通风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通风箱(1)，所述通风

箱(1)一侧开设有吸风口，所述通风箱(1)相对于吸风口的一侧开设有排风口，所述通风箱

(1)内设置有吸风设备(2)，所述吸风设备(2)从吸风口处吸风，再从排风口处排出，所述通

风箱(1)未设置吸风口和通风口的侧壁固定连接有放置架(3)，所述放置架(3)上设置有吸

收件(4)用于吸收建筑室内有害气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楼房建筑用的智能废气通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吸风设备(2)包括抽风机(21)、抽风管(22)、排风管(23)，所述排风管(23)与所述抽风管

(22)连接在所述抽风机(21)上，所述抽风机(21)连接在所述通风箱(1)内，所述抽风管(22)

穿出吸风口，所述排风管(23)穿出排风口，所述排风管(23)处设置有净化件(5)。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楼房建筑用的智能废气通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通风箱(1)于吸风口和排风口处的侧壁固定连接有支撑管(6)，所述排风管(23)和所述抽风

管(22)穿设过所述支撑管(6)。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楼房建筑用的智能废气通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净化件(5)包括净化板(51)、净化网(52)，所述净化板(51)的表面开设有多个通孔，所述净

化板(51)固定连接在所述排风管(23)内，所述净化网(52)粘接在所述净化板(51)靠近所述

抽风机(21)的一侧，所述净化板(51)吸附一定量有害气体。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楼房建筑用的智能废气通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抽风管(22)远离所述抽风机(21)的一端套接有滤筒(7)，所述滤筒(7)内设置有除尘件(8)，

所述滤筒(7)外盖设有滤板(71)。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基于楼房建筑用的智能废气通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除尘件(8)包括除尘布袋(81)、布袋筒(82)，所述除尘布袋(81)套接在所述布袋筒(82)上，

所述布袋筒(82)套接所述除尘布袋(81)后放入所述滤筒(7)内，所述除尘布袋(81)的出气

口指向所述抽风机(21)处，所述滤筒(7)的滤孔分布于所述除尘布袋(81)出气口的范围内。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楼房建筑用的智能废气通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吸收件(4)包括吸收盒(41)、吸收盆(42)，所述放置架(3)上设置有多个隔间，所述吸收盆

(42)放置在所述放置架(3)的隔间上，所述吸收盆(42)内种植绿植，所述吸收盒(41)粘接在

所述放置架(3)的侧壁，所述吸收盒(41)内放置有吸附块(43)，所述吸收盒(41)上开设有多

个吸附孔。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基于楼房建筑用的智能废气通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吸收盒(41)上开设有置换口，所述吸收盒(41)于置换口处铰接有盒盖(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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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楼房建筑用的智能废气通风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废气处理的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基于楼房建筑用的智能废气通风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一般的通风方法指依靠主要通风机产生的风压进行通风的方法，称为全风压通

风，又称总风压通风。利用局部通风机作动力，通过风筒引导风流的局部通风方法，分为压

入式、抽出式和混合式。长巷道掘进多用混合式通风。

[0003] 当房屋建成后，许多业主会对新房进行装修，由于施工工期较长，很多人由于客观

因素无法在等太长时间，在装修完毕后就住进房间，屋内易残存有甲醛、苯及苯系物、总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等有害废气污染。

[0004] 针对上述中的相关技术，发明人认为新房装修完毕后，室内残存的气体对人体有

害，易导致住入的居民患病。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便于加速降低室内气体有害物质的含量，本申请提供一种基于楼房建筑用的

智能废气通风装置。

[0006] 本申请提供的一种基于楼房建筑用的智能废气通风装置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基于楼房建筑用的智能废气通风装置，包括通风箱，所述通风箱一侧开设有

吸风口，所述通风箱相对于吸风口的一侧开设有排风口，所述通风箱内设置有吸风设备，所

述吸风设备从吸风口处吸风，再从排风口处排出，所述通风箱未设置吸风口和通风口的侧

壁固定连接有放置架，所述放置架上设置有吸收件用于吸收建筑室内有害气体。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通风箱放置于窗户一侧，启动吸风设备，吸风设备使室

内气体从吸风口处被吸入通风箱内，再从排风口排出，将排风口指向窗外，加速室内的空气

流通，且空气在经过放置架处时，吸收件将空气中的一些有害物质进行吸附，降低室内空气

的污染物含量，通过主动吸风和对有害物质进行吸附，加快室内空气中的有害物质流出室

内，进而净化室内空气。

[0009] 可选的，所述吸风设备包括抽风机、抽风管、排风管，所述排风管与所述抽风管连

接在所述抽风机上，所述抽风机连接在所述通风箱内，所述抽风管穿出吸风口，所述排风管

穿出排风口，所述排风管处设置有净化件。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排风管伸入窗外，启动抽风机，抽风机带动抽风管将室

内的空气进行抽取，被抽取的气体从排风管排出，完成室内的空气置换，降低室内有害气体

的含量，通过主动抽取室内空气后向外排出，进而节约通风时间。

[0011] 可选的，所述通风箱于吸风口和排风口处的侧壁固定连接有支撑管，所述排风管

和所述抽风管穿设过所述支撑管。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排风管通过支撑管在靠近通风箱侧托起排风管与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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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使排风管与抽风管在伸出箱体的一端收到支撑力，减少在排风或吸风时的偏移和振动。

[0013] 可选的，所述净化件包括净化板、净化网，所述净化板的表面开设有多个通孔，所

述净化板固定连接在所述排风管内，所述净化网粘接在所述净化板靠近所述抽风机的一

侧，所述净化板吸附一定量有害气体。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经过抽风机抽取的空气从出气管排出时，依次经过净化

板和净化网，净化板初步将气体内的甲醛、TVOC等有害物质进行吸附，再经过滤板进一步吸

收过滤空气中污染物后排放，使得气体直接排放在屋内也能快速减少屋内污染物的含量，

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污染。

[0015] 可选的，所述抽风管远离所述抽风机的一端套接有滤筒，所述滤筒内设置有除尘

件，所述滤筒外盖设有滤板。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屋内灰尘过多时，气体经过滤板进入滤筒内，滤板拦截

一部分体积较大的毛发等物质，除尘件将空气中的灰尘进行清洁，使得气体更加洁净，减少

对抽风机的污染，也减少最终排放时对环境的污染。

[0017] 可选的，所述除尘件包括除尘布袋、布袋筒，所述除尘布袋套接在所述布袋筒上，

所述布袋筒套接所述除尘布袋后放入所述滤筒内，所述除尘布袋的出气口指向所述抽风机

处，所述滤筒的滤孔分布于所述除尘布袋出气口的范围内。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布袋筒将除尘布袋撑起，气体进入滤筒内后，从除尘布袋

中渗入，再从除尘布袋出气口中流出，最后从滤孔中流入抽风机内，经过除尘布袋的气体中

的灰尘被除尘布袋拦截，当除尘布袋上灰尘过多时，从滤筒中取出除尘布袋进行更换清洁，

使除尘布袋能够持续性使用。

[0019] 可选的，所述吸收件包括吸收盒、吸收盆，所述放置架上设置有多个隔间，所述吸

收盆放置在所述放置架的隔间上，所述吸收盆内种植绿植，所述吸收盒粘接在所述放置架

的侧壁，所述吸收盒内放置有吸附块，所述吸收盒上开设有多个吸附孔。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绿植对室内的甲醛等有害物质有着良好的吸收作用，将

放置架设置为多个隔间架体，使放置架上能够放置更多物品，在隔间内放置吸收盆种植绿

植，使室内的气体被绿植进行净化，绿植无害且可持续性吸收室内的有害气体，释放氧气，

提升室内环境，同时在吸收盒内放置吸附块，对有害气体加快吸收速度，便于快速净化室内

环境。

[0021] 可选的，所述吸收盒上开设有置换口，所述吸收盒于置换口处铰接有盒盖。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吸附块使用一段时间后效果可能降低，打开盒盖，将吸附

块从置换口处取出更换，保持吸收盒内的吸附效果。

[0023] 综上所述，本申请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0024] 1.启动吸风设备，将排风口指向室外，室内气体从吸风口处被吸入通风箱内，再从

排风口排出至屋外，通过主动吸风和对有害物质进行吸附，加快室内空气中的有害物质流

出室内，进而净化室内空气；

[0025] 2.空气从出气管排出时，依次经过净化板和净化网，净化板初步将气体内的甲醛、

TVOC等有害物质进行吸附，再经过滤板进一步吸收过滤空气中污染物后排放，使得气体直

接排放在屋内也能快速减少屋内污染物的含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污染；

[0026] 3.在放置架上放置绿植，绿植对室内的甲醛等有害物质有着良好的吸收作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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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的气体被绿植进行净化，绿植无害且可持续性吸收室内的有害气体，释放氧气，提升室

内环境，同时在吸收盒内放置吸附块，对有害气体加快吸收速度，便于快速净化室内环境。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申请一种基于楼房建筑用的智能废气通风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图1中放置架处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是图2中通风箱处的局部截面示意图。

[0030] 图4是图1中抽风管处的局部结构爆炸图。

[0031] 图5是图1中排风管处的局部结构爆炸图。

[0032] 附图标记说明：1、通风箱；2、吸风设备；21、抽风机；22、抽风管；23、排风管；3、放置

架；4、吸收件；41、吸收盒；411、盒盖；42、吸收盆；43、吸附块；5、净化件；51、净化板；52、净化

网；6、支撑管；7、滤筒；71、滤板；72、筒体；73、抵接环；8、除尘件；81、除尘布袋；82、布袋筒；

9、刹车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以下结合附图1‑4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4] 本申请实施例公开一种基于楼房建筑用的智能废气通风装置，参照图1，包括通风

箱1，通风箱1为长方体的木质箱，通风箱1较窄的竖直侧壁上开设有吸风口，通风箱1靠近吸

风口所在侧壁的竖直侧壁上开设有排风口；通风箱1内设置有吸风设备2，吸风设备2由吸风

口处吸风，排风口处进行排风；通风箱1与排风口所在侧的相对侧壁上粘接有放置架3，放置

架3上设置有吸收件4，吸收件4吸收一定量的室内有害气体，如甲醛、苯化物等。

[0035] 参照图2，吸收件4包括吸收盒41和吸收盆42，放置架3上设置有多个隔间，吸收盆

42放置在隔间内，吸收盆42内种植有绿植，绿植可选择龟背竹、杜鹃花等对甲醛吸收性能

好、且容易种植的植物；放置架3的表面上粘接有多个吸收盒41，吸收盒41上开设有置换口，

吸收盒41于置换口处铰接有盒盖411，在吸收盒41内放置有吸附块43，吸附块43选择活性炭

块，吸收盒41的竖直侧壁上开设有多个吸附孔供气体进入。

[0036] 参照图1和图3，吸风设备2包括抽风机21、抽风管22和排风管23，抽风管22和排风

管23为金属软管，通风箱1下表面通过螺栓连接有刹车轮9，便于通风箱1的移动，通风箱1与

排风口和吸风口处粘接有支撑管6；支撑管6为不锈钢材质，支撑管6的边缘弯折为圆弧形，

避免划伤各种管，支撑管6的内径与抽风管22的外径大小一致，排风管23与吸风管的圆周尺

寸一致；抽风机21放置于通风箱1的内部，排风管23与抽风管22插接式连接在抽风机21上，

排风管23从排风管23口处伸出，排风管23内设置有净化件5，抽风管22从吸风管口处伸出进

行室内空气抽取。

[0037] 参照图3和图4，在抽风管22的伸出端内套接有滤筒7，滤筒7包括筒体72和抵接环

73，抵接环73焊接在筒体72上，抵接环73的环形孔与筒体72内径一致，抵接环抵接在抽风管

22的端面上，滤筒7的侧壁抵接在抽风管22的内壁上，滤筒7靠近吸风口的一端开设有多个

滤孔，滤筒7远离吸风口的一端卡接有滤板71，滤筒7内设置有除尘件8；除尘件8包括除尘布

袋81、布袋筒82，除尘布袋81套接在布袋筒82上，将套设有除尘布袋81的布袋筒82竖直插入

滤筒7内，除尘布袋81的开口指向滤筒7开设滤孔的一端，使过滤后的气体流入抽风管22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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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参照图5，净化件5包括净化板51、净化网52，净化板51为活性炭材质，净化板51上

开设有多个通孔供气体流通，净化板51远离抽风机21的一侧粘接有净化网52；净化网52为

多层材质组成，分别选用初效滤网、HEPA滤网、活性炭滤网和抗菌滤网依次粘接制成，净化

板51与净化网52的侧壁固定抵接在排风管23的内壁上，经过净化后的气体能够直接排入室

内。

[0039] 本申请实施例一种基于楼房建筑用的智能废气通风装置的实施原理为：在置物架

上放置吸收盆42，吸收盆42内种植有绿植，在吸收盒41内放置吸附块43，推动通风箱1至窗

边，启动抽风机21，抽风管22开设抽取室内空气，空气经过抽风管22被除尘布袋81将灰尘去

除，经过除尘的气体进入箱体内由排风管23处排出，在排出前，气体被净化板51和净化网52

依次吸附，减少气体内的污染物，降低气体内异味，使排出的气体对环境的污染度降低。

[0040] 以上均为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申请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申请

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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