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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电式气体清净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静电式气体清净机，包含一

主体、一电晕模块、一电极模块以及一风扇；在主

体设有一气流通道，电晕模块、电极模块与风扇

都设置于气流通道；电晕模块用以产生具有第一

电性的尖端放电；由风扇将气体抽入气流通道，

当气体通过电晕模块时，气体中的微粒会被电晕

模块的电场充电，而后于气体通过电极模块时，

气体中的微粒会被电极模块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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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静电式气体清净机，包含：

主体，于该主体设有一气流通道；

电晕模块，设置于该气流通道，用以产生具有第一电性的尖端放电；

电极模块，设置于该气流通道；以及

风扇，设置于该气流通道，该风扇将气体抽入该气流通道，当该气体通过该电晕模块

时，该气体中的微粒会被该电晕模块的电场充电，而后于该气体通过该电极模块时，该气体

中的微粒会被该电极模块捕捉；

其中该电极模块包括：

至少一第一电极单元，其具有多个第一叶片，每一该第一叶片呈扇型，相邻该第一叶片

间具有空隙；以及

至少一第二电极单元，其具有至少一第二叶片，该第一电极单元与该第二电极单元相

互串接，由该第一叶片与该第二叶片构成部分该气流通道。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静电式气体清净机，其中该电极模块具有第二电性，该第二电性

与该第一电性相反。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静电式气体清净机，其中该电极模块不具有电性。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静电式气体清净机，其中该第一电极单元不具有电性，该第二电

极单元具有第二电性，该第二电性与该第一电性相反，该第一电极单元与该第二电极单元

间隔设置。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静电式气体清净机，其中该第一电极单元具有该第一电性，该第

二电极单元具有第二电性，该第二电性与该第一电性相反，该第一电极单元与该第二电极

单元间隔设置。

6.一种静电式气体清净机，包含：

主体，于该主体设有一气流通道；

电晕模块，设置于该气流通道，用以产生具有第一电性的尖端放电；

电极模块，设置于该气流通道；以及

风扇，设置于该气流通道，该风扇将气体抽入该气流通道，当该气体通过该电晕模块

时，该气体中的微粒会被该电晕模块的电场充电，而后于该气体通过该电极模块时，该气体

中的微粒会被该电极模块捕捉；

其中该电极模块包括：

至少一第一电极单元，其具有至少一第一叶片；以及

至少一第二电极单元，其具有至少一第二叶片，该第一电极单元与该第二电极单元相

互串接，由该第一叶片与该第二叶片构成部分该气流通道，

其中该第一叶片与该第二叶片呈螺旋型，该第一电极单元与该第二电极单元间隔设

置，且该第一电极单元与该第二电极单元相互串接后，由该第一叶片与该第二叶片构成一

螺旋型的通道。

7.如权利要求1或6所述的静电式气体清净机，其中该电晕模块由一座体及多个呈尖锥

状的放电单元构成，该座体呈环状，该多个放电单元设置于该座体。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静电式气体清净机，其中该座体呈圆环状，该多个放电单元设置

于该座体的内环侧，每一该放电单元呈尖锥状的一端朝向该座体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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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静电式气体清净机，其中该多个放电单元相互平行地设置于该

座体上，每一该放电单元呈尖锥状的一端朝向同一方向。

10.如权利要求1或6所述的静电式气体清净机，其中该主体具有主体壁，该电晕模块由

多个呈尖锥状的放电单元构成，该多个放电单元设置于该主体壁内。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静电式气体清净机，其中该多个放电单元相互平行地设置于

该主体壁中，每一该放电单元尖端朝向气流进气方向。

12.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静电式气体清净机，其中该尖锥状的放电单元为圆柱状或多

角型柱状或锥状、或具有螺纹。

13.如权利要求1或6所述的静电式气体清净机，其中该电晕模块为圆形筒体，以该圆形

筒体的筒壁为放电单元，该圆形筒体的一轴向边缘朝向气流进气方向。

14.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静电式气体清净机，其中该圆形筒体的筒壁具有通孔，以利气

流通过，其孔隙率占截面总面积比值为介于0.3～0.8之间。

15.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静电式气体清净机，其中该圆形筒体，其孔隙率占截面总面积

比值为介于0.01～0.5之间。

16.如权利要求1或6所述的静电式气体清净机，其中该电晕模块为圆形筒体，该圆形筒

体的筒壁具有凸出部以作为放电单元，该凸出部位于该气流通道的气体流动路径上。

17.如权利要求16所述的静电式气体清净机，其中该放电单元具有朝向该气流通道的

一端，且该端的断面具有至少一尖点。

18.如权利要求16所述的静电式气体清净机，其中该凸出部为多个圆环状突出结构所

形成。

19.如权利要求18所述的静电式气体清净机，其中各该些圆环状突出结构具有至少一

断开区，各该圆环状突出结构的各该断开区的位置为互相对应或错位。

20.如权利要求17所述的静电式气体清净机，其中该凸出部为多个圆环状突出结构所

形成。

21.如权利要求20所述的静电式气体清净机，其中各该些圆环状突出结构具有至少一

断开区，各该圆环状突出结构的各该断开区的位置为互相对应或错位。

22.如权利要求16所述的静电式气体清净机，其中该凸出部为螺旋形突出结构所形成。

23.如权利要求17所述的静电式气体清净机，其中该凸出部为螺旋形突出结构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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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电式气体清净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静电式气体清净机，尤其是涉及一种具有特殊电极设计，可增加

携带灰尘微粒的气流与电极接触时间的静电式气体清净机。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气象局在1月28日修订霾预警标准，将PM2.5指数(<2.5μm/m3)作为发布预警

的重要指标之一，新英格兰医学期刊指出PM2.5(<2.5μm)每增加10微克，就会提高10％的肺

癌发生率，各类癌症也会提高5％。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及：每增加10μg/m3的PM10将提高0.2-

0.6％的死亡率，每增加10μg/m3的PM2.5将提高6-13％的心肺疾病致死率。由于环境气体中

的灰尘微粒对人体具有极大的危害，因此气体清净机的结构也不断地改良。

[0003] 市面上的气体清净机种类虽然很多，但针对可真正去除PM2.5(包含纳米粉尘病

毒、细菌、霉菌孢子及尘螨排泄物等细微粒)的清净机并不多，静电式集尘器由于具备高细

微粒去除效率、省电、低压损及无滤材的特性，预计将来将成为气体清净机的主流。但也因

需要较大灰尘与电极接触的时间，因此要达到可携式设计较为困难。

[0004] 目前工业用或一般市售静电式气体清净机，大多以多片式或蜂巢结构来达到增加

灰尘与电极接触的时间的效果，但无论是多片式或蜂巢结构虽然可以增加去除的功效，但

使用者在后续保养与清洁上，却较为困难。

[0005] 因此，如何能有一种可增加携带灰尘微粒的气流与电极接触的时间，并同时可增

加灰尘微粒截留效果，达到增加灰尘微粒的去除效率、减少体积的功效，且易于拆卸与清

洁，以提升使用者便利性，使商品更具竞争力的气体清净机，实为当前重要课题之一。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静电式气体清净机，以解决上述问题。

[0007] 为达上述目的，在一实施例中，本发明提出一种静电式气体清净机，其包含一主

体、一电晕模块、一电极模块以及一风扇；在主体设有一气流通道，电晕模块、电极模块与风

扇都设置于气流通道；电晕模块用以产生具有第一电性的尖端放电；由风扇将气体抽入气

流通道，当气体通过电晕模块时，气体中的微粒会被电晕模块的电场充电，而后于气体通过

电极模块时，气体中的微粒会被电极模块捕捉。

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结构示意图；

[0009] 图2为图1实施例的A-A剖面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0] 图3为图1实施例的一部分主体与电晕模块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11] 图4为图1实施例另一部分主体与电极模块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12] 图5为本发明的电晕模块的一实施例的分解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3] 图6为本发明的电极模块的一实施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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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图7为本发明的电极模块另一实施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8为图1实施例的气流路径示意图；

[0016] 图9为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7] 图10为图9实施例的气流路径示意图；

[0018] 图11为本发明又一实施例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12为图11实施例的B-B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0] 图13及图14为本发明的电极模块的不同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15至图20为本发明的放电单元的示意图；

[0022] 图21为本发明的电晕模块另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2A、图23A、图24A、图25A及图26分别为本发明的电晕模块不同实施例的结构示

意图；

[0024] 图22B为图22A实施例的C-C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3B为图23A实施例的D-D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4B为图24A实施例的E-E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5B为图25A实施例的F-F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8] 符号说明

[0029] 100、200、300-静电式气体清净机

[0030] 110、210、310-主体

[0031] 111、211、311-进气部

[0032] 112、212、312-排气部

[0033] 113-空间

[0034] 114-上盖体

[0035] 115、116-副主体

[0036] 120、220、320、420、520A～520E-电晕模块

[0037] 121、221、321-座体

[0038] 122、222、322、422A～422F-放电单元

[0039] 130、130A、230、330、430-电极模块

[0040] 131、131A-第一电极单元

[0041] 1311、1311A-第一叶片

[0042] 132、132A-第二电极单元

[0043] 1321、1321A-第二叶片

[0044] 133-轴体

[0045] 140、240、340-风扇

[0046] 213、313-主体壁

[0047] 214、314-容置空间

[0048] 421-圆形筒体的一轴向边缘

[0049] 422-通孔

[0050] 431、432-圆形筒体

[0051] 522A、522B、522C、522D、522E-凸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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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523E-断开区

具体实施方式

[0053] 请参阅图1及图2所示实施例，本发明的一种静电式气体清净机100，包含一主体

110、一电晕模块120、一电极模块130以及一风扇140。主体110概呈一圆筒状，主体110具有

一进气部111与一排气部112，排气部112设置于主体110顶部，进气部111的位置低于排气部

112，进气部111与排气部112相连通并于主体110内形成一气流通道，电晕模块120、电极模

块130与风扇140都设置于前述气流通道中，在主体110内的底部设有一空间113，可用以设

置所需的驱动元件，例如电路板、马达，连接并用以驱动电晕模块120、电极模块130与风扇

140运作。风扇140设置于主体110内靠近进气部111处。

[0054] 请参阅图2至图5所示，本实施例的电晕模块120由一座体121及多个呈尖锥状的放

电单元122构成，座体121呈圆环状，放电单元122设置于座体121的内环侧，每一放电单元

122呈尖锥状的一端朝向座体122的中心(图2、图4仅简要示出对称的两放电单元122)，每一

放电单元122可产生具有第一电性的尖端放电，该第一电性可为正电或负电。放电单元122

的材质可为具有导电性的金属、石墨、碳刷。电晕模块120被夹设于二副主体115、116之间。

[0055] 请参阅图2至图4及图6所示，电极模块130由间隔设置的多个第一电极单元131以

及多个第二电极单元132构成，每一第一电极单元131具有一螺旋型的第一叶片1311，每一

第二电极单元132具有一螺旋型的第二叶片1321。第一电极单元131与第二电极单元132通

过一轴体133相互串接于一上盖体114底部，由第一叶片1311与第二叶片1321构成一螺旋型

的通道，而该通道构成本发明的部分的气流通道。

[0056] 电极模块130不具有电性或具有一第二电性，第二电性与放电单元122的第一电性

相反。电极模块130若具有第二电性，其材质可为具有导电性的金属；电极模块130若不具有

电性，其材质则可为塑胶等高分子聚合物，包括PP、PE、PVC、PC。

[0057] 此外，可分别设置第一电极单元131与第二电极单元132的电性，第二电极单元132

可具有一第二电性，第二电性与放电单元122的第一电性相反，而第一电极单元131可具有

或不具有电性，第一电极单元131若具有电性，则第一电极单元131的电性与放电单元122相

同。例如，放电单元122带正电，则第二电极单元132带负电，而第一电极单元131不具电性或

带正电；或是，放电单元122带负电，则第二电极单元132带正电，而第一电极单元131不具电

性或带负电。

[0058] 请参阅图7所示电极模块另一实施例结构，电极模块130A由间隔设置的多个第一

电极单元131A以及多个第二电极单元132A构成，每一第一电极单元131A具有多个扇型的第

一叶片1311A，每一第二电极单元132A具有多个扇型的第二叶片1321A。本实施例的第一电

极单元131A与第二电极单元132A的外型相同，以第一电极单元131A为例，相邻二第一叶片

1311A之间具有空隙以供气流通过，其空隙率占截面总面积比值为介于0.3～0.8之间，第二

电极单元132A的设计方式亦同。第一电极单元131A与第二电极单元132A相互串接(例如可

通过图1的轴体133)后，由第一叶片1311A与第二叶片1321A构成一具孔隙可通过的通道，亦

即构成本发明的气流通道的一部分。第一叶片1311A与第二叶片1321A可如图7所示规则交

错设置，或不规则交错设置，亦即各层的叶片的投影位置不同。此外，第一叶片1311A与第二

叶片1321A的形状亦可不同。至于第一电极单元131A与第二电极单元132A的电性设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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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照前述电极模块130的电性设置方式。

[0059] 请参阅图8所示，本实施例的气体的流动路径如图8的箭头所示路径。本实施例的

工作原理为，风扇140运作时可将主体110外部的携带有微粒(包含纳米粉尘病毒、细菌、霉

菌孢子及尘螨排泄物等细微粒)的气体由进气部111抽入主体110内，当气体通过电晕模块

120时，气体中的微粒会被电晕模块120的电场充电，而后，当气体通过电极模块130时，气体

中的微粒会因带电荷而产生电动飘移，同时通过电极模块130的螺旋型通道的螺旋气流产

生的离心力而被电极模块130捕捉，亦即，微粒会被吸附于电极模块130上。而不带有害微粒

的干净气体可由主体110顶部的排气部112被送出。

[0060] 请参阅图9所示的另一实施例，本发明的一种静电式气体清净机200，包含一主体

210、一电晕模块220、一电极模块230以及一风扇240。本实施例的特征在于，电晕模块220设

置于电极模块230外部，电晕模块220由座体221及多个呈尖锥状的放电单元222构成，而放

电单元222相互平行地设置于座体221上，每一放电单元222呈尖锥状的一端朝向同一方向，

如图9所示，每一放电单元222呈尖锥状的一端朝向上，在图9仅简要示出对称的两放电单元

222，然而其数量可依所需而设置。同样地，每一放电单元222可产生具有第一电性的尖端放

电，该第一电性可为正电或负电。此外，主体210具有一进气部211与一排气部212，进气部

211设置于主体110顶部，排气部212的位置低于进气部211，进气部211与排气部212相连通

并于主体210内形成一气流通道。而风扇240设置于主体210内靠近排气部212处。

[0061] 就图9而言，主体210由具有一厚度的主体壁213构成，因此可于主体壁213设置容

置空间214，该容置空间214构成本发明的气流通道的一部分，该多个呈尖锥状的放电单元

222可相互平行地设置于容置空间214中，且每一放电单元222的尖端朝向气流进气方向，如

图9所示由主体210顶部进气，因此放电单元222的尖端朝向上方。至于座体221的态样则不

限定于图5所示的环状。

[0062] 此外，本实施例的电极模块230呈筒状。电极模块230不具有电性或具有一第二电

性，第二电性与放电单元222的第一电性相反。同样地，电极模块230若具有第二电性，其材

质可为具有导电性的金属；电极模块230若不具有电性，其材质则可为塑胶等高分子聚合

物，包括PP、PE、PVC、PC。

[0063] 请参阅图10所示，本实施例的气体的流动路径如图10的虚线箭头所示路径。本实

施例的工作原理为，风扇240运作时可将主体210外部的携带有微粒(包含纳米粉尘病毒、细

菌、霉菌孢子及尘螨排泄物等细微粒)的气体由顶部的进气部211抽入主体210内，当气体通

过电晕模块220时，气体中的微粒会被电晕模块220的电场充电，而后，当气体通过电极模块

230时，气体中的微粒会因带电荷而产生电动飘移而被电极模块230捕捉，亦即，微粒会被吸

附于电极模块230的内侧壁上。而不带有害微粒的干净气体可由排气部212被送出。

[0064] 请参阅图11及图12所示实施例，本发明的一种静电式气体清净机300，包含一主体

310、一电晕模块320、一电极模块330以及一风扇340。电晕模块320由座体321及多个呈尖锥

状的放电单元322构成。主体310具有一进气部311与一排气部312，进气部311与排气部312

都设置于主体310顶部，但是排气部312的位置高于进气部311。放电单元322相互平行地设

置于主体壁313的容置空间314中，且每一放电单元322的尖端朝向气流进气方向，当风扇

340运作时，可将气体由进气部311抽入主体310内，气体依序通过电晕模块320、电极模块

330后，不带有害微粒的干净气体即可由排气部312被送出。图12所示实施例相较于图8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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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实施例，结构更为精简。

[0065] 图8、图10及图12的实施例结构虽不尽相似，但其共同结构特征在于，于一主体形

成一气流通道，在气流通道上设有电晕模块、电极模块与风扇，通过风扇将气体由进气部抽

入气流通道，气体可依序通过电晕模块、电极模块，最后由排气部排出主体。换言之，本发明

的进气部与排气部的位置高低安排没有限制，气流通道的设计没有限制，电晕模块、电极模

块与风扇的型态也无限制，只要能达到上述共同的结构特征即可。

[0066] 请参阅图13所示，电极模块330可为带正电性的单一圆形筒体，亦或不带电。

[0067] 请参阅图14所示，电极模块430可为二同心圆形筒体，其中一圆形筒体431带负电，

而另一圆形筒体432的电性为正电或不带电性，进气流(图示虚线箭头)通过该二圆形筒体

431、432之间。

[0068] 请参阅图15至图20所示，其分别发明不同态样的放电单元结构。如图15所示的圆

锥状放电单元422A；如图16所示的三角锥状放电单元422B；如图17所示的四角锥状放电单

元422C；如图18所示的五角锥状放电单元422D；如图19所示的六角锥状放电单元422E；如图

20所示的螺纹锥状放电单元422F。上述实施例说明，本案的尖锥状放电单元可为圆柱状或

多角型柱状或锥椎状、或具有螺纹。

[0069] 请参阅图21所示本发明的电晕模块另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电晕模块420为圆

形筒体，以该圆形筒体的筒壁为放电单元，该圆形筒体的一轴向边缘421朝向气流进气方向

(图示电晕模块420顶部的虚线箭头)。本实施例中，该圆形筒体的筒壁具有通孔422，以利气

流通过，其孔隙率占截面总面积比值可为介于0.3～0.8之间，或介于0.01～0.5之间。

[0070] 关于上述孔隙率的定义如下：

[0071] 孔隙率＝(可通过气流的镂空面积)/(可通过气流的镂空面积+无法通过气流的实

体面积)；

[0072] 以图21而言，可通过气流的镂空面积亦即通孔422的面积总和，而无法通过气流的

实体面积则是该圆形筒体表面不含通孔的实体面积。

[0073] 请参阅图22A至图26所示本发明的电晕模块不同实施例。该多个实施例的电晕模

块520A～520E为圆形筒体，该圆形筒体的筒壁具有凸出部以作为放电单元，该凸出部位于

该气流通道的气体流动路径上。气体流动路径如图中虚线所示，但进气流(图示虚线箭头)

的方向则不以图示为限。如图22A至图26所示，凸出部可为多个圆环状突出结构522A、522B、

522C、522D、522E所形成。如图22B、图23B、图24B、图25B所示，本实施例的放电单元具有朝向

该气流通道的一端，并且该端的断面具有至少一尖点。又，如图26所示，各该些圆环状突出

结构522E可具有至少一断开区523E，各圆环状突出结构522E的各该断开区523E的位置设计

没有限制，可为互相对应或错位。又，上述该多个实施例的凸出部也可为螺旋形突出结构所

形成。

[0074] 上述该多个电极模块、放电单元及电晕模块的实施例态样，均可视需求配置于图

8、图10及图12的实施例结构中。

[0075] 综上所述，本发明所提供的静电式气体清净机，由于具有特殊电极设计，因此可增

加携带灰尘微粒的气流与电极接触时间，提高去除微粒的效率。此外，在长时间使用后，可

将吸附有微粒的电极模块拆下清洗或保养，即可继续使用，也提升使用者的便利性。

[0076] 但是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于例释本发明的特点及功效，而非用于限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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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的可实施范畴，在未脱离本发明上揭的精神与技术范畴下，任何运用本发明所揭示内

容而完成的等效改变及修饰，均仍应为下述的权利要求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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