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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物品表面病毒的光催化消

杀装置及其消杀方法，涉及杀菌消毒设备技术领

域，包括雾化腔、内置有紫外线灯的消杀腔及用

于输送待消毒物品的输送机构，所述输送机构依

次贯穿所述雾化腔与所述消杀腔，所述雾化腔中

设置有用于向待消毒物品表面喷涂光催化雾化

剂的雾化机构；本发明通过设置雾化腔，并在雾

化腔中设置向包装箱表面喷涂光催化剂的雾化

机构，能够在包装箱表面形成光催化剂薄膜，并

结合紫外线灯的照射，可以实现对包装箱表面进

行有效地消毒，并在后续输运环节维持长效性病

毒抑制与灭活效果，良好地避免病毒通过包装箱

或其他食品包装进行传播，保证食品运输的安全

性，也为群众健康提供了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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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物品表面病毒的光催化消杀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雾化腔、内置有紫外线灯的

消杀腔及用于输送待消毒物品的输送机构，所述输送机构依次贯穿所述雾化腔与所述消杀

腔，所述雾化腔中设置有用于向待消毒物品表面喷涂光催化雾化剂的雾化机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物品表面病毒的光催化消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雾化腔与

所述消杀腔之间、所述消杀腔的出口处均设置有过渡腔，且所述雾化腔、所述消杀腔、所述

过渡腔均相互连通。

3.根据权利要2所述的物品表面病毒的光催化消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雾化腔与所

述过渡腔之间、所述消杀腔与所述过渡腔之间均通过可拆卸的方式进行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物品表面病毒的光催化消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雾化腔、

所述消杀腔及所述过渡腔均设置在支架上，所述支架底端设置有滚轮。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物品表面病毒的光催化消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雾化腔的

入口处还设置有用于防止光催化雾化剂扩散的挡雾罩。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物品表面病毒的光催化消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输送机构包括若干用于输送待消毒物品的输送辊及驱动机构，若干所述输送辊分别分布

于所述雾化腔、所述消杀腔及所述过渡腔中，若干所述输送辊之间相互传动连接，并至少存

在一个所述输送辊与所述驱动机构传动连接；若干所述输送辊间隔设置，且相邻两所述输

送辊之间具有供所述雾化机构向待消毒物品底面喷涂光催化雾化剂、供紫外线灯向待消毒

物品底面照射紫外线的间隙。

7.根据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物品表面病毒的光催化消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消杀腔的上还设置有用于对所述消杀腔进行抽气的负压产生部，所述负压产生部的排气

口连接有尾气处理装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物品表面病毒的光催化消杀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雾化机构

包括若干雾化喷枪。

9.一种物品表面病毒的光催化消杀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利用输送辊将待消毒物品先经挡雾罩再送入雾化腔中，在雾化腔中雾化喷枪将雾化

后的光催化剂喷涂在待消毒物品表面，同时，位于输送辊下方的雾化喷枪通过相邻输送辊

之间的间隙对待消毒物品底面喷涂光催化雾化剂，在消毒物品表面形成光催化剂薄膜，待

消毒物品离开雾化腔进入过渡腔；

2)待消毒物品离开过渡腔进入消杀腔中，在消杀腔中紫外线透过光催化剂薄膜，在光

催化剂的催化作用下对待消毒物品的表面进行消毒，同时，位于输送辊下方的紫外线灯通

过相邻输送辊之间的间隙对待消毒物品底面进行照射消毒；消毒完成后，待消毒物品离开

消杀腔进入过渡腔；

3)待消毒物品被送出过渡腔，经过遮光罩后，得到消毒完成的物品。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物品表面病毒的光催化消杀方法，其特征在于，用于输送待

消毒物品的输送辊的调速范围为0.2m/S‑0.5m/S；步骤2)中，紫外线灯发出的紫外线为C波

段紫外光，主波长为254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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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物品表面病毒的光催化消杀装置及其消杀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杀菌消毒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物品表面病毒的光催化消杀

装置及其消杀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受病毒污染的食品外包装表面经过冷链运输，已成为了病毒传播的一条隐藏的路

线，容易引发接触人员感染，时有发生感染案例，如何有效控制冷链食品病毒污染治理，保

障食品安全和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是科技工作者面临的紧迫任务。坚决防止病毒通过冷链物

流渠道进行传播，及时控制和消除冷链物流的病毒安全隐患，对开发高效、安全的冷链产品

外包装表面病毒的消杀技术具有重大需求。

[0003] 尽管在人类认知中包膜病毒具有易碎特性，但实际上它们具有潜在的环境抵抗

力，变异迅速且持续缺乏特异性治疗。除了研发抗感染药物和疫苗外，发展新的消毒技术也

非常重要。病毒对热力、紫外线和中低效消毒剂都很敏感。针对病毒，国内外常用的消毒剂

包括含氯消毒剂、醇类消毒剂、二氧化氯消毒剂和过氧化物类消毒剂，其中含氯消毒剂用量

最多。但是消毒剂往往具有一定刺激性和危险性，某些消毒剂在使用过程中会对环境造成

污染。例如含氯消毒剂，刺激性大，容易受到pH值等因素的影响，频繁使用此类消毒剂，有可

能使环境中的残留毒素增多，且会造成二次污染，尤其是针对冷链产品可能带来的潜在安

全食用影响。有研究表明，大规模持续使用消毒剂对环境与人体健康也有影响。此外，高能

短波紫外线和高压放电等离子体技术对病毒也具有很强的消毒效果，而受到社会广泛关

注，但这些技术也带来了紫外线消杀作用距离短、对物体表面穿透能力弱、易于产生未受光

死角、产生臭氧副产物的安全影响、高能设备复杂和未知潜在风险的可能问题。因此，开发

无需添加化学消毒制剂且对人体无刺激，适用于环境和物体外表面消毒的高效、简单、安全

的病毒消杀方法/技术已刻不容缓。

[0004] 光催化技术具有利用一般光源驱动光催化剂材料可在温和条件下产生源源不断

的、极具活性的氢氧自由基OH‑及超氧根离子O2
‑等强氧化活性物，使化学小分子、大分子或

生物体深度氧化分解为无机小分子(如CO2、H2O等)，无二次污染(绿色)、广谱和长效等显著

特征与优势，代表了新一代环境友好安全治理与净化的技术。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光催化技

术具有强烈杀灭细菌和病毒(如：流行性病菌，非典、禽流感等病毒)的作用，氧化力极强的

氢氧自由基可无选择性地破坏细菌和病毒的DNA，对细菌和病毒可以完全消杀而有效阻断

细菌繁殖和病毒传播。相比而言，采用光催化创新技术以核酸结构深度破坏为特征对病毒

具有深度的消杀效果，无需依赖消毒剂化学制剂且对人体无刺激，有望发展成为一种适用

于环境和物表消毒的新技术。

[0005] 现有技术中已存在一些利用光催化技术进行消毒杀菌的装置，如申请号为

“201120143617.0”，名称为“一种具有二氧化钛光催化剂层的污水处理部件”，其在装置内

部设置石英棒，并在石英棒表面涂覆光催化剂，利用紫外线照射光催化剂实现对污水的消

毒处理；申请号为“201120230375.9”，名称为“中央空调系统末端复合型杀菌灭病毒净化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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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其内部设置有光催化组件，能对空气进行消毒处理。但是对物品表面，如包装盒表面，

进行消毒杀菌处理的装置或方法还鲜有报道。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物品表面病毒的光催化消杀装置及其消杀方法，以解决

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能够在包装箱表面形成光催化剂薄膜，并结合紫外线灯的照射，对物

品表面的消毒效果更好。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方案：本发明提供一种物品表面病毒的光催

化消杀装置，包括雾化腔、内置有紫外线灯的消杀腔及用于输送待消毒物品的输送机构，所

述输送机构依次贯穿所述雾化腔与所述消杀腔，所述雾化腔中设置有用于向待消毒物品表

面喷涂光催化雾化剂的雾化机构。

[0008] 优选的，所述雾化腔与所述消杀腔之间、所述消杀腔的出口处均设置有过渡腔，且

所述雾化腔、所述消杀腔、所述过渡腔均相互连通。

[0009] 优选的，所述雾化腔与所述过渡腔之间、所述消杀腔与所述过渡腔之间均通过可

拆卸的方式进行连接。

[0010] 优选的，所述雾化腔、所述消杀腔及所述过渡腔均设置在支架上，所述支架底端设

置有滚轮。

[0011] 优选的，所述雾化腔的入口处还设置有用于防止光催化雾化剂扩散的挡雾罩。

[0012] 优选的，所述输送机构包括若干用于输送待消毒物品的输送辊及驱动机构，若干

所述输送辊分别分布于所述雾化腔、所述消杀腔及所述过渡腔中，若干所述输送辊之间相

互传动连接，并至少存在一个所述输送辊与所述驱动机构传动连接；若干所述输送辊间隔

设置，且相邻两所述输送辊之间具有供所述雾化机构向待消毒物品底面喷涂光催化雾化

剂、供紫外线灯向待消毒物品底面照射紫外线的间隙。

[0013] 优选的，所述消杀腔的上还设置有用于对所述消杀腔进行抽气的负压产生部，所

述负压产生部的排气口连接有尾气处理装置。

[0014] 优选的，所述雾化机构包括若干雾化喷枪。

[0015]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物品表面病毒的光催化消杀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6] 1)利用输送辊将待消毒物品先经挡雾罩再送入雾化腔中，在雾化腔中雾化喷枪将

雾化后的光催化剂喷涂在待消毒物品表面，同时，位于输送辊下方的雾化喷枪通过相邻输

送辊之间的间隙对待消毒物品底面喷涂光催化雾化剂，在消毒物品表面形成光催化剂薄

膜，待消毒物品离开雾化腔进入过渡腔；

[0017] 2)待消毒物品离开过渡腔进入消杀腔中，在消杀腔中紫外线透过光催化剂薄膜，

在光催化剂的催化作用下对待消毒物品的表面进行消毒，同时，位于输送辊下方的紫外线

灯通过相邻输送辊之间的间隙对待消毒物品底面进行照射消毒；消毒完成后，待消毒物品

离开消杀腔进入过渡腔；

[0018] 3)待消毒物品被送出过渡腔，经过遮光罩后，得到消毒完成的物品。

[0019] 优选的，用于输送待消毒物品的输送辊的调速范围为0.2m/S‑0.5m/S，步骤  2)中，

紫外线灯发出的紫外线为C波段紫外光，主波长为254nm。

[0020]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取得了以下技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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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1、本发明通过设置雾化腔，并在雾化腔中设置向包装箱表面喷涂光催化剂的雾化

机构，能够在包装箱表面形成光催化剂薄膜，并结合紫外线灯的照射，可以实现对包装箱表

面进行有效地消毒，并在后续输运环节维持长效性病毒抑制与灭活效果，良好地避免病毒

通过包装箱或其他食品包装进行传播，保证食品运输的安全性，也为群众健康提供了有效

保障；

[0022] 2、本发明中雾化腔与消杀腔之间、消杀腔的出口处均设置有过渡腔，其中，雾化腔

与消杀腔的过渡腔能够避免光催化雾化剂扩散到消杀腔内而沉积到紫外线灯的灯管表面，

阻挡紫外光照射到包装箱表面，降低消毒效果；消杀腔出口处的过渡腔是为了避免包装箱

从消杀腔出来时，紫外线泄露到外部环境，对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造成损伤；

[0023] 3、本发明中雾化腔与过渡腔之间、消杀腔与过渡腔之间均通过可拆卸的方式进行

连接，便于对消杀装置进行组装，并且便于对某一个腔室进行更换；并且本发明中雾化腔、

消杀腔及过渡腔均设置在支架上，在支架的底端还设置有滚轮，从而可以推动某一个腔室

或者推动整个消杀装置进行位置移动，便于与后续包装箱处理设备进行配合，形成更完整

的工艺流水线。

附图说明

[002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

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

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5] 图1为本发明消杀装置的主视图；

[0026] 图2为图1的俯视图；

[0027] 其中，1、雾化腔；2、消杀腔；3、输送辊；4、遮光罩；5、挡雾罩；6、过渡腔；7、支架；8、

滚轮；9、包装箱；10、检修门；11、电控柜；12、负压产生部。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9]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物品表面病毒的光催化消杀装置及其消杀方法，以解决

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能够在包装箱表面形成光催化剂薄膜，并结合紫外线灯的照射，对物

品表面的消毒效果更好。

[0030]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

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31] 实施例1：

[0032] 如图1～图2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物品表面病毒的光催化消杀装置，包括雾化

腔1、具有紫外线灯的消杀腔2及用于输送待消毒物品的输送机构，输送机构依次贯穿雾化

腔1与消杀腔2，雾化腔1中设置有用于向待消毒物品表面喷涂光催化雾化剂的雾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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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以包装箱9为待消毒物品为例，在使用时，将包装箱9放在输送机构上，在输送机构

的带动下先进入雾化腔1中，雾化腔1中的雾化机构将光催化剂雾化后喷涂在包装箱9表面，

使包装箱9表面形成一层光催化剂薄膜，然后将带有光催化剂薄膜的包装箱9送入消杀腔2

中，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结合光催化剂的催化作用对包装箱9表面的病毒进行消杀。

[0034] 由此，本实施例通过设置雾化腔1，并在雾化腔1中设置向包装箱9表面喷涂光催化

剂的雾化机构，能够在包装箱9表面形成光催化剂薄膜，并结合紫外线灯的照射，可以实现

对包装箱9表面表面进行有效地消毒，并在后续输运环节维持长效性病毒抑制与灭活效果，

良好地避免病毒通过包装箱9或其他食品包装进行传播，保证食品运输的安全性，也为群众

健康提供了有效保障。

[0035] 本实施例中雾化腔1与消杀腔2之间、消杀腔2的出口处均设置有过渡腔6，其中，雾

化腔1与消杀腔2的过渡腔6能够避免光催化雾化剂扩散到消杀腔2 内而沉积到紫外线灯的

灯管表面，阻挡紫外光照射到包装箱9表面，降低消毒效果；消杀腔2出口处的过渡腔6是为

了避免包装箱9从消杀腔2出来时紫外线泄露到外部环境；并且本实施例中消杀腔2出口处

的过渡腔6的出口处还设置有遮光罩4，遮光罩4与过渡腔6共同起到遮光的作用。

[0036] 进一步的，本实施例中雾化腔1与过渡腔6之间、消杀腔2与过渡腔6之间均通过可

拆卸的方式进行连接，便于对消杀装置进行组装，并且便于对某一个腔室进行更换；并且本

实施例中雾化腔1、消杀腔2及过渡腔6均设置在支架  7上，在支架7的底端还设置有滚轮8，

从而可以推动某一个腔室或者推动整个消杀装置进行位置移动，便于与后续包装箱9处理

设备进行配合，形成更完整的工艺流水线。

[0037] 为了避免光催化雾化剂扩散到外部环境中，本实施例中雾化腔1的入口处还设置

有用于防止催化雾化剂扩散的挡雾罩5。

[0038] 进一步的，本实施例中雾化腔1的侧壁上还设置有检修门10，便于工作人员对雾化

腔进行检修；消杀腔2的侧壁上还开设有电控柜11，电控柜11中具有调节紫外线灯功率及光

照时长的控制模块，而控制模块及控制模块中程序的编写，利用控制模块进行控制的方式

均是本领域的常用技术手段，因此，本实施例对此并不进行赘述。

[0039] 上述内容提到本实施例中紫外线灯及雾化机构能够对包装箱9表面，当然也包括

对包装箱9的底面进行消毒处理，为了保证雾化机构能够喷涂到包装箱9  底面，本实施例中

输送机构包括若干输送辊3及驱动机构，若干输送辊3分别分布于雾化腔1、消杀腔2及过渡

腔6中，若干输送辊3之间相互传动连接，传动连接可以采用链传动或者皮带传动，同时至少

存在一个输送辊2作为主动辊与驱动机构传动连接，从而通过驱动装置带动所有输送辊3滚

动输送包装箱9；并且若干输送辊间隔设置，相邻两输送辊3之间具有间隙，而在输送辊3底

部也设置有雾化机构及紫外线灯，能够通过此间隙向包装箱9底面喷涂光催化雾化剂或照

射紫外线光，保证对包装箱9的表面进行全方面消毒。

[0040] 若干输送辊3均固定在一固定架上，固定架可拆卸地固定在各个腔室上，并与各个

腔室的底部具有一定距离，便于在固定架底部设置紫外线灯或者雾化机构；固定架的两端

还分别设置可伸缩的支腿。

[0041] 进一步的，本实施例中的雾化机构包括若干雾化喷枪，并且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得知，雾化喷枪安装在雾化腔1中的各个方位，在不同方向向包装箱9  表面喷涂光催化雾化

剂，保证光催化雾化剂对包装箱9表面全面进行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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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本实施例中为了提高病毒的消杀效率，可采用功率较高，辐射紫外线波长为254nm

的紫外线灯，由于此种紫外线都能在发出254nm波长紫外线时，会辐射一部分波长为185nm

的紫外线，185nm波长的紫外线会催化空气中的氧气产生臭氧，为了避免臭氧逸散到周围环

境中对人体造成危害，本实施例中在消杀腔2的上还设置有用于对消杀腔2进行抽气的负压

产生部12，并且负压产生部  12的排气口连接有尾气处理装置，尾气处理装置中设置有臭氧

分解剂，负压产生部12抽出的气体经过臭氧分解剂排出。

[0043] 为了验证本实施例中消杀装置的消杀效果，进行如下实验：

[0044] 将浓度为2×106cfu/L大肠杆菌营养液滴在纸质包装箱9外表面，包装箱9 由输送

辊3输送进入雾化腔1，仅仅用纯去离子水经雾化喷枪雾化，在包装箱9  表面涂覆一层水膜，

再进入光催化消杀腔3进行细菌消杀后，再经遮光罩4出来，用棉签将消杀后的包装箱9表面

剩余细菌取下置于平板培养皿中，用平板计数法(Plate  count  method)测定菌液的大肠杆

菌溶度为4.1×105cfu/L，计算得到大肠杆菌的去除率达到79.5％。

[0045] 将浓度为2×106cfu/L大肠杆菌营养液滴在纸质包装箱9外表面，包装箱9 由输送

辊3输送进入雾化腔1，光催化剂液体经雾化喷枪雾化，使包装箱9表面涂覆一层光催化剂薄

膜，再进入光催化消杀腔2进行光催化深度消杀后，再经遮光罩4出来，用棉签将消杀后的包

装箱9表面剩余细菌取下置于平板培养皿中，用平板计数法(Plate  count  method)测定菌

液的大肠杆菌溶度为1.1×104  cfu/L，计算得到大肠杆菌的去除率达到99.5％。

[0046] 两次的消毒效果检测如下表所示，

[0047]

[0048] 显然，单纯与紫外光消杀相比，光催化消杀具有更好的灭菌消杀效率，能够为食品

安全，人身安全提供更好的保障。

[0049] 实施例2：

[0050] 本实施例还提供一种物品表面病毒的光催化消杀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1] 1)利用输送辊3将待消毒物品先经挡雾罩5再送入雾化腔1中，在雾化腔  1中雾化

喷枪将雾化后的光催化剂喷涂在待消毒物品表面，同时，位于输送辊3  下方的雾化喷枪通

过相邻输送辊3之间的间隙对待消毒物品底面喷涂光催化雾化剂，在消毒物品表面形成光

催化剂薄膜，待消毒物品离开雾化腔1进入过渡腔；

[0052] 2)待消毒物品离开过渡腔进入消杀腔2中，在消杀腔2中紫外线透过光催化剂薄

膜，在光催化剂的催化作用下对待消毒物品的表面进行消毒，同时，位于输送辊3下方的紫

外线灯通过相邻输送辊3之间的间隙对待消毒物品底面进行照射消毒；消毒完成后，待消毒

物品离开消杀腔2进入过渡腔；

[0053] 3)待消毒物品被送出过渡腔，经过遮光罩4后，得到消毒完成的物品。

[0054] 步骤2)中，紫外线为C波段紫外光，主波长为254nm。

[0055] 并且用于输送待消毒物品的输送辊3的调速范围为0.2m/S‑0.5m/S，并且优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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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消毒物品始终处于运动状态。

[0056] 步骤3)中涉及的消毒时间，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通过消杀腔2的长度与输送辊3的

运输速度计算得出，并通过调整输送辊3的速度进行消毒时间的更改。

[0057] 本实施例通过先向包装箱9表面喷涂光催化剂的雾化机构，能够在包装箱9  表面

形成光催化剂薄膜，并结合紫外线灯的照射，可以实现对包装箱9表面进行有效地消毒，并

在后续输运环节维持长效性病毒抑制与灭活效果，良好地避免病毒通过包装箱9或其他食

品包装进行传播，保证食品运输的安全性，也为群众健康提供了有效保障。

[0058] 根据实际需求而进行的适应性改变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0059]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

的细节，而且在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

发明。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

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

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

的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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