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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消杀空气中冠状病毒的消

毒机，包括机壳、高密度进气过滤网、高密度排气

过滤网、高压变频复合电场发生器、负氧离子发

生器、处理器和风机；空气通过高密度进气滤网

后能够过滤空气中的大颗粒尘埃和其他杂质，防

止大颗粒灰尘和杂质进入高压变频复合电场发

生器产生的高压复合电场影响杀毒效果，空气经

过高压复合电场后能够有效杀除呼吸道流感病

毒，从而避免过滤后的气体留存呼吸道流感病毒

影响人们的呼吸安全，同时负氧离子发生器能够

在杀菌消毒的过程中释放一定量的负氧离子，改

善空气质量，排气口底部的高密度排气过滤网能

够进一步保证消毒后的气体带有尘埃和其他杂

质，保证了杀毒过滤后的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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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消杀空气中冠状病毒的消毒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机壳、高密度进气过滤网、高

密度排气过滤网、高压变频复合电场发生器、负氧离子发生器、处理器和风机；

所述机壳的一侧壁设有进气口，所述机壳的顶部设有排气口，所述机壳内部靠近所述

进气口的位置设有空气消毒腔室与所述进气口相连通，所述高密度进气过滤网设置于所述

空气消毒腔室内靠近所述进气口的位置，所述风机设置于所述空气消毒腔室内远离所述进

气口的位置，所述高压变频复合电场发生器设置于所述风机和高密度进气过滤网之间，所

述高压变频复合电场发生器能够产生变频电场和高压电场，所述负氧离子发生器设置于所

述空气消毒腔室的侧壁上，所述风机与所述排气口之间设有排风通道，所述高密度排气过

滤网设置于所述排气口的底部；

所述处理器设置于所述机壳内，所述机壳的侧壁上设有电源接口，所述处理器分别与

所述高压变频复合电场发生器、负氧离子发生器、电源接口和风机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消杀空气中冠状病毒的消毒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活性炭过

滤网；

所述活性炭过滤网设置于所述高密度排气过滤网和高压变频复合电场发生器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消杀空气中冠状病毒的消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壳的侧壁

底部均布有散热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消杀空气中冠状病毒的消毒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开机按

钮、清洗信号灯和工作信号灯；

所述开机按钮、清洗信号灯和工作信号灯均设置于所述机壳的一侧壁上，所述处理器

分别与所述开机按钮、清洗信号灯和工作信号灯电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消杀空气中冠状病毒的消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壳相对的

两侧壁上分别设有扣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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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消杀空气中冠状病毒的消毒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气净化设备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消杀空气中冠状病毒的消毒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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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包括PM2 .5、粉尘、花粉、异味、甲醛之类的装修污染、细菌、过敏原

等)，有效提高空气清洁度的产品，主要分为家用、商用、工业、楼宇。

[0003]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空气质量需求也越来越高，而目前的空气污染却越

来越严重，且空气中隐藏着冠状肺炎病毒、HlN1、甲流、乙流等呼吸道流感病毒，影响着人们

的身体健康。

发明内容

[0004] (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消杀空气中冠状病毒的消毒机，

能够提高人们的呼吸安全。

[0006] (二)技术方案

[0007]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主要技术方案包括：一种消杀空气中冠状病毒

的消毒机，包括机壳、高密度进气过滤网、高密度排气过滤网、高压变频复合电场发生器、负

氧离子发生器、处理器和风机；

[0008] 所述机壳的一侧壁设有进气口，所述机壳的顶部设有排气口，所述机壳内部靠近

所述进气口的位置设有空气消毒腔室与所述进气口相连通，所述高密度进气过滤网设置于

所述空气消毒腔室内靠近所述进气口的位置，所述风机设置于所述空气消毒腔室内远离所

述进气口的位置，所述高压变频复合电场发生器设置于所述风机和高密度进气过滤网之

间，所述高压变频复合电场发生器能够产生变频电场和高压电场，所述负氧离子发生器设

置于所述空气消毒腔室的侧壁上，所述风机与所述排气口之间设有排风通道，所述高密度

排气过滤网设置于所述排气口的底部；

[0009] 所述处理器设置于所述机壳内，所述机壳的侧壁上设有电源接口，所述处理器分

别与所述高压变频复合电场发生器、负氧离子发生器、电源接口和风机电连接。

[0010] (三)有益效果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空气通过高密度进气滤网后能够过滤空气中的大颗粒尘埃

和其他杂质，防止大颗粒灰尘和杂质进入高压变频复合电场发生器产生的高压复合电场影

响杀毒效果，空气经过高压复合电场后能够有效杀除呼吸道流感病毒，从而避免过滤后的

气体留存呼吸道流感病毒影响人们的呼吸安全，同时负氧离子发生器能够在杀菌消毒的过

程中释放一定量的负氧离子，改善空气质量，排气口底部的高密度排气过滤网能够进一步

保证消毒后的气体带有尘埃和其他杂质，保证了杀毒过滤后的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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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消杀空气中冠状病毒的消毒机的爆炸图；

[0013] 图2为本发明的消杀空气中冠状病毒的消毒机的结构示意图；

[0014] 【附图标记说明】

[0015] 1、机壳；2、高密度进气过滤网；3、活性炭过滤网；4、高压变频复合电场发生器；5、

散热孔；6、高密度排气过滤网；7、排气口；8、风机；9、负氧离子发生器；10、处理器；11、扣槽；

12、开机按钮；13、工作信号灯；14、清洗信号灯；15、电源接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为了更好的解释本发明，以便于理解，下面结合附图，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

明作详细描述。

[0017] 请参照图1和图2所示，一种消杀空气中冠状病毒的消毒机，包括机壳、高密度进气

过滤网、高密度排气过滤网、高压变频复合电场发生器、负氧离子发生器、处理器和风机；

[0018] 所述机壳的一侧壁设有进气口，所述机壳的顶部设有排气口，所述机壳内部靠近

所述进气口的位置设有空气消毒腔室与所述进气口相连通，所述高密度进气过滤网设置于

所述空气消毒腔室内靠近所述进气口的位置，所述风机设置于所述空气消毒腔室内远离所

述进气口的位置，所述高压变频复合电场发生器设置于所述风机和高密度进气过滤网之

间，所述负氧离子发生器设置于所述空气消毒腔室的侧壁上，所述风机与所述排气口之间

设有排风通道，所述高密度排气过滤网设置于所述排气口的底部；

[0019] 所述处理器设置于所述机壳内，所述机壳的侧壁上设有电源接口，所述处理器分

别与所述高压变频复合电场发生器、负氧离子发生器、电源接口和风机电连接。

[0020] 本发明的杀毒原理是：针对呼吸道流感病毒(例如HlN1、甲流、乙流和冠状病毒等)

的特有介电常数和固有频率，处理器控制高压变频复合电场发生器释放足够强度的复合电

场，复合电场内含有变频区域，呼吸道流感病毒的毒株在经过复合电场的变频区域时，复合

电场会对呼吸道流感病毒的毒株施加特殊频率，对呼吸道流感病毒的毒株内部的RNA、DNA

片段产生不可逆的破坏，而使呼吸道流感病毒的毒株彻底灭活；在复合电场的高压区域中

的高压电场可电离、碳化和击穿呼吸道病毒的毒株外膜，破坏呼吸道流感病毒的毒株的内

部结构，使之丧失活性，达到杀毒效果。

[0021] 从上述描述可知，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空气通过高密度进气滤网后能够过滤

空气中的大颗粒尘埃和其他杂质，防止大颗粒灰尘和杂质进入高压变频复合电场发生器产

生的高压复合电场影响杀毒效果，空气经过高压复合电场后能够有效杀除呼吸道流感病

毒，从而避免过滤后的气体留存呼吸道流感病毒影响人们的呼吸安全，同时负氧离子发生

器能够在杀菌消毒的过程中释放一定量的负氧离子，改善空气质量，排气口底部的高密度

排气过滤网能够进一步保证消毒后的气体带有尘埃和其他杂质，保证了杀毒过滤后的空气

质量。

[0022] 进一步地，还包括活性炭过滤网；

[0023] 所述活性炭过滤网设置于所述高密度排气过滤网和高压变频复合电场发生器之

间。

[0024] 从上述描述可知，活性炭过滤网具有吸味、去毒、除臭、去湿、防霉、杀菌、净化等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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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功能，在吸附有害气体的同时，杀灭霉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脓菌等致病菌，抑

制流行性病原的传播，进一步清除室内环境污染。

[0025] 进一步地，所述机壳的侧壁底部均布有散热孔。

[0026] 从上述描述可知，在机壳的侧壁底部均布散热孔，能够方便装置的散热。

[0027] 进一步地，还包括开机按钮、清洗信号灯和工作信号灯；

[0028] 所述开机按钮、清洗信号灯和工作信号灯均设置于所述机壳的一侧壁上，所述处

理器分别与所述开机按钮、清洗信号灯和工作信号灯电连接。

[0029] 从上述描述可知，当清洗信号灯亮则表示需清洗消毒机内部和各个滤网，工作信

号灯亮则表示消毒机正在工作，灯灭则处于关机状态，方便用户了解装置的状态。

[0030] 进一步地，所述机壳相对的两侧壁上分别设有扣槽。

[0031] 从上述描述可知，在机壳相对的两侧壁上分别设置扣槽，方便了装置的搬运。

[0032] 实施例一

[0033] 请参照图1和图2所示，一种消杀空气中冠状病毒的消毒机，一种消杀空气中冠状

病毒的消毒机，包括机壳1、高密度进气过滤网2、高密度排气过滤网6、高压变频符合电场发

生器4、负氧离子发生器9、处理器10和风机8；

[0034] 所述机壳1的一侧壁设有进气口，所述机壳1的顶部设有排气口7，所述机壳1内部

靠近所述进气口的位置设有空气消毒腔室与所述进气口相连通，所述高密度进气过滤网2

设置于所述空气消毒腔室内靠近所述进气口的位置，所述风机8设置于所述空气消毒腔室

内远离所述进气口的位置，所述高压变频符合电场发生器4设置于所述风机8和高密度进气

过滤网2之间，所述高压变频符合电场发生器4能够产生变频电场和高压电场，所述负氧离

子发生器9设置于所述空气消毒腔室的侧壁上，所述风机8与所述排气口7之间设有排风通

道，所述高密度排气过滤网6设置于所述排气口7的底部；

[0035] 所述处理器10设置于所述机壳1内，所述机壳1的侧壁上设有电源接口15，所述处

理器10分别与所述高压变频符合电场发生器4、负氧离子发生器9、电源接口15和风机8电连

接。

[0036] 具体地，所述处理器10为Intel  I5处理器。

[0037] 其中，还包括活性炭过滤网3；

[0038] 所述活性炭过滤网3设置于所述高密度排气过滤网6和高压变频符合电场发生器4

之间。

[0039] 其中，所述机壳1的侧壁底部均布有散热孔5。

[0040] 其中，还包括开机按钮12、清洗信号灯14和工作信号灯13；

[0041] 所述开机按钮12、清洗信号灯14和工作信号灯13均设置于所述机壳1的一侧壁上，

所述处理器10分别与所述开机按钮12、清洗信号灯14和工作信号灯13电连接。其中在所述

排气口7下方设有风速感应器，所述风速感应器与所述处理器10电连接，当各个过滤网堵塞

导致风速感应器感应到排出排气口7的风速低于设定的阈值时，所述处理器10控制清洗信

号灯14发亮。

[0042] 其中，所述机壳1相对的两侧壁上分别设有扣槽11。

[0043]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的消杀空气中冠状病毒的消毒机，空气通过高密度进气滤

网后能够过滤空气中的大颗粒尘埃和其他杂质，防止大颗粒灰尘和杂质进入高压变频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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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场发生器产生的高压复合电场影响杀毒效果，空气经过高压复合电场后能够有效杀除呼

吸道流感病毒，从而避免过滤后的气体留存呼吸道流感病毒影响人们的呼吸安全，同时负

氧离子发生器能够在杀菌消毒的过程中释放一定量的负氧离子，改善空气质量，排气口底

部的高密度排气过滤网能够进一步保证消毒后的气体带有尘埃和其他杂质，保证了杀毒过

滤后的空气质量。

[004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

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同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

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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