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482420.0

(22)申请日 2019.06.04

(71)申请人 成都钛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610000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黄忠街8

号2楼7号

(72)发明人 黄利锋　黄孝吉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环泰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51242

代理人 李斌　黄青

(51)Int.Cl.

F24F 3/16(2006.01)

F24F 13/28(2006.01)

F24F 11/89(2018.01)

F24F 11/52(2018.01)

F24F 110/50(2018.01)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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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液相环流空气净化装置，

包括呈柱状的外壳，所述外壳的侧面上设有空气

质量检测探头和呈“T”字形的进风口，所述外壳

的顶面上设有控制面板和两个出风口，两个所述

出风口内均设有与出风口匹配的出风挡板，所述

外壳内设有圆柱状的雾化仓，该雾化仓靠近所述

进风口的侧面上设有进风装置，所述雾化仓的顶

部设有抽风装置，该抽风装置的出风口连接有排

风管，该排风管为U型管，且该排风管的两端开口

朝上设置，所述抽风装置的出风口与所述排风管

的底部连通，所述排风管的两端开口分别与所述

外壳顶面上的两个出风口连通。本发明所述的液

相环流空气净化装置具有净化空气扩散快、空气

消毒充分彻底、具有吸收液回收功能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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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液相环流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呈柱状的外壳，所述外壳的侧面上设

有空气质量检测探头和呈“T”字形的进风口，所述外壳的顶面上设有控制面板和两个出风

口，两个所述出风口内均设有与出风口匹配的出风挡板，所述外壳内设有圆柱状的雾化仓，

该雾化仓靠近所述进风口的侧面上设有进风装置，所述雾化仓的顶部设有抽风装置，该抽

风装置的出风口连接有排风管，该排风管为U型管，且该排风管的两端开口朝上设置，所述

抽风装置的出风口与所述排风管的底部连通，所述排风管的两端开口分别与所述外壳顶面

上的两个出风口连通，所述排风管的底部上方设有水平设置的顶升杆，所述顶升杆的底部

设有驱动该顶升杆升降的顶升装置，所述顶升杆的两端分别延伸至所述排风管的两端内，

所述顶升杆的两端分别向上延伸与出风挡板连接，所述排风管的两端的侧壁上设有供顶升

杆升降的限位开口，所述升降杆上设有与限位开口滑动密封的密封挡板；

所述雾化仓的内侧顶部设有消毒装置，所述雾化仓的内侧底面上设有圆柱状的存液

仓，所述存液仓的外径与雾化仓的内径相等，所述存液仓的外侧顶面上沿其边缘开设有一

圈V形槽，所述V形槽的顶部开口外缘与雾化仓的内侧壁贴合，所述V形槽的底部开设有多个

连通雾化仓和存液仓的回流孔，所述回流孔内设有单向阀；所述存液仓的顶部设有雾化喷

头，所述雾化喷头的第一进液口位于存液仓的内，且所述雾化喷头的进液端口连接有抽吸

泵，所述抽吸泵向下连通有抽吸管，所述存液仓的侧壁上开设有第一进液口，所述外壳的侧

壁上开设有第二进液口，所述第一进液口和第二进液口之间连接有导液管，所述第二进液

口上设有密封塞，所述存液仓的内壁上设有液位传感器；

所述控制面板包括显示屏、触控按键以及控制器，所述控制器的第一信号输入端与液

位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连接，所述控制器的第二信号输入端与空气质量检测探头的信号输

出端连接，所述控制器的第三信号输入端与触控按键的信号输出端连接，所述控制器的第

一信号输出端与顶升装置的信号输入端连接，所述控制器的第二信号输出端与雾化喷头的

信号输入端连接，所述控制器的第三信号输出端与抽风装置的信号输入端连接，所述控制

器的第四信号输出端与进风装置的信号输入端连接，所述控制器的第五信号输出端与消毒

装置的信号输入端连接，所述控制器的第六信号输出端与显示屏的信号输入端连接，所述

控制器的第七信号输出端与抽吸泵的信号输入端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液相环流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塞包括相

互连接的塞柱和塞头，所述塞柱上同轴设有第一密封挡圈和第二密封挡圈，所述第一密封

挡圈和第二密封挡圈均为软质橡胶材料，所述第一密封挡圈位于所述第二密封挡圈靠近塞

头的一侧；所述第二密封挡圈的径向截面呈弧形，该弧形的弦边与所述塞柱贴合；所述第一

密封挡圈的径向截面呈三角形，该三角形的一边与所述塞柱贴合，该三角形上与塞柱贴合

的边的对角为圆角。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液相环流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抽风装置包括

抽风管和设置在抽风管上的第一抽风机，所述抽风管的位于第一抽风机一侧的内部设有负

离子发生器，所述抽风管位于第一抽风机的另一侧的内设有吸水层，该吸水层沿所述抽风

管的径向设置，所述抽风管设有负离子发生器的一端与排风管连接，所述抽风管设有吸水

层的一端延伸至雾化仓内。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液相环流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消毒装置包括

水平设置的圆盘状的安装架和设置在安装架内的多个紫外线消毒灯，所述安装架的外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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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化仓的内径相等，所述安装架上设有贯穿该安装架顶部和底部的蜂窝，所述蜂窝的侧壁

为透光板，多个所述紫外线消毒灯均布设置于所述蜂窝的部分孔内。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液相环流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消毒装置为均

布在所述抽风管的底面上的多个紫外线消毒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液相环流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风装置包括

进风管和设置在进风管上的第二抽风机，所述进风管的位于第二抽风机一侧的内部设有粗

过滤层，所述进风管的位于第二抽风机另外一侧的内部设有细过滤层，所述粗过滤层和细

过滤层均沿所述进风管的径向设置，所述进风管设有粗过滤层的一端与进风口连接，所述

进风管的设有细过滤层的一端与雾化仓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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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液相环流空气净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气净化技术领域，具体来说，涉及一种液相环流空气净化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空气净化设备大都通过过滤和吸附PM2.5等大颗粒物质实现空气的净化，

净化效果不佳，但是针对甲醛、苯和有机废气等化学污染无法起到良好的净化作用，并且一

些空气净化设备净化空气效率较低，对空气的消毒净化不彻底，使室内空气对人体健康仍

然具有危害。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液相环流空气净化装置，具有净

化空气扩散快、空气消毒充分彻底、具有吸收液回收功能等优点。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液相环流空气净化装置，包括呈

柱状的外壳，所述外壳的侧面上设有空气质量检测探头和呈“T”字形的进风口，所述外壳的

顶面上设有控制面板和两个出风口，两个所述出风口内均设有与出风口匹配的出风挡板，

所述外壳内设有圆柱状的雾化仓，该雾化仓靠近所述进风口的侧面上设有进风装置，所述

雾化仓的顶部设有抽风装置，该抽风装置的出风口连接有排风管，该排风管为U型管，且该

排风管的两端开口朝上设置，所述抽风装置的出风口与所述排风管的底部连通，所述排风

管的两端开口分别与所述外壳顶面上的两个出风口连通，所述排风管的底部上方设有水平

设置的顶升杆，所述顶升杆的底部设有驱动该顶升杆升降的顶升装置，所述顶升杆的两端

分别延伸至所述排风管的两端内，所述顶升杆的两端分别向上延伸与出风挡板连接，所述

排风管的两端的侧壁上设有供顶升杆升降的限位开口，所述升降杆上设有与限位开口滑动

密封的密封挡板；

[0005] 所述雾化仓的内侧顶部设有消毒装置，所述雾化仓的内侧底面上设有圆柱状的存

液仓，所述存液仓的外径与雾化仓的内径相等，所述存液仓的外侧顶面上沿其边缘开设有

一圈V形槽，所述V形槽的顶部开口外缘与雾化仓的内侧壁贴合，所述V形槽的底部开设有多

个连通雾化仓和存液仓的回流孔，所述回流孔内设有单向阀；所述存液仓的顶部设有雾化

喷头，所述雾化喷头的第一进液口位于存液仓的内，且所述雾化喷头的进液端口连接有抽

吸泵，所述抽吸泵向下连通有抽吸管，所述存液仓的侧壁上开设有第一进液口，所述外壳的

侧壁上开设有第二进液口，所述第一进液口和第二进液口之间连接有导液管，所述第二进

液口上设有密封塞，所述存液仓的内壁上设有液位传感器；

[0006] 所述控制面板包括显示屏、触控按键以及控制器，所述控制器的第一信号输入端

与液位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连接，所述控制器的第二信号输入端与空气质量检测探头的信

号输出端连接，所述控制器的第三信号输入端与触控按键的信号输出端连接，所述控制器

的第一信号输出端与顶升装置的信号输入端连接，所述控制器的第二信号输出端与雾化喷

头的信号输入端连接，所述控制器的第三信号输出端与抽风装置的信号输入端连接，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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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的第四信号输出端与进风装置的信号输入端连接，所述控制器的第五信号输出端与

消毒装置的信号输入端连接，所述控制器的第六信号输出端与显示屏的信号输入端连接。

[0007] 上述结构中，通过控制面板的触控按键输入净化空气的指令，空气质量检测探头

检测到空气污染严重时，将信号传递给控制面板的控制器，控制面板的控制器将信号传递

给顶升装置、抽风装置、进风装置、消毒装置和雾化喷头，顶升装置接收到指令，带动顶升杆

沿限位开口向上移动，密封挡板能够防止限位开口漏气，顶升杆将出风挡板顶升离开外壳，

出风口露出，进风装置运行产生抽吸力，室内需要净化的空气通过进风口进入到进风装置

内，T字形的进风口能够使风力通过时外壳的内外形成压力差，进一步提高了抽吸能力；空

气经过进风装置的初步过滤，进入到雾化仓内，雾化喷头通过抽吸管抽吸存液仓内的纳米

级光触媒液体，并将该液体雾化喷出，进入雾化仓内的空气由于进风压力大，围绕雾化仓的

内壁形成环流，雾化后的液体与雾化仓内的环流气体充分混合，消毒装置运行发出特定紫

外线光照，紫外线杀灭空气中的细菌等微生物，同时配合纳米级光触媒雾化液形成光催化

反应长，并将有污染的化学物质催化转化为无污染气体，抽风装置产生抽吸力将净化后的

气体抽吸进入到排风管内，净化后的空气经过排风管以及出风口排入到室内，由于空气流

动方向竖直向上，出风口排出的净化空气经过出风挡板迅速水平扩散向四周，实现了净化

空气的快速扩散，提高了空气净化效率；雾化液在雾化仓的内壁上会出现凝结向下汇流的

情况，存液仓顶部圆台型的结构与雾化仓的内壁相配合形成汇流槽，汇流槽内设置的回流

孔使凝结后的液体回流到存液仓内，当液位传感器检测到纳米级光触媒液体不足时，会将

信号传递给控制面板的控制器，通过控制面板的显示屏上显示出来，使用者打开密封塞通

过导液管向存液仓内补充纳米光触媒液体耗材，注液完毕以后将密封塞塞回原位。

[0008] 优选的，所述密封塞包括相互连接的塞柱和塞头，所述塞柱上同轴设有第一密封

挡圈和第二密封挡圈，所述第一密封挡圈和第二密封挡圈均为软质橡胶材料，所述第一密

封挡圈位于所述第二密封挡圈靠近塞头的一侧；所述第二密封挡圈的径向截面呈弧形，该

弧形的弦边与所述塞柱贴合；所述第一密封挡圈的径向截面呈三角形，该三角形的一边与

所述塞柱贴合，该三角形上与塞柱贴合的边的对角为圆角，如此设置，通过第一密封挡圈和

第二密封挡圈实现导液管入口处的密封，防止液体耗材损耗同时也防止外部物质污染纳米

光触媒耗材。

[0009] 优选的，所述抽风装置包括抽风管和设置在抽风管上的第一抽风机，所述抽风管

的位于第一抽风机一侧的内部设有负离子发生器，所述抽风管位于第一抽风机的另一侧的

内设有吸水层，该吸水层沿所述抽风管的径向设置，所述抽风管设有负离子发生器的一端

与排风管连接，所述抽风管设有吸水层的一端延伸至雾化仓内，如此设置，第一抽风机产生

抽吸力使净化后的空气被抽入排风管内，净化后的空气经过吸水层被吸收了空气中的水

分，防止液体光触媒耗材被损耗，空气经过负离子发生器将产生的负离子带走，提高了空气

的质量，进一步提高了净化效果。

[0010] 优选的，所述消毒装置包括水平设置的圆盘状的安装架和设置在安装架内的多个

紫外线消毒灯，所述安装架的外径与雾化仓的内径相等，所述安装架上设有贯穿该安装架

顶部和底部的蜂窝，所述蜂窝的侧壁为透光板，多个所述紫外线消毒灯均布设置于所述蜂

窝的部分孔内，如此设置，在雾化仓中设置消毒装置，消毒装置中的正多边形空心柱体结构

的安装格和消毒格使得安装于安装格中的紫外灯能够对消毒格中通过的空气进行紫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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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射，且多个紫外灯同时对多个消毒格进行照射，消毒格也同时被多个紫外灯进行照射，空

气中的纳米二氧化钛能够充分进行光催化反应，消毒效果更好，可实现高效率的空气净化。

[0011] 优选的，所述消毒装置为均布在所述抽风管的底面上的多个紫外线消毒灯，如此

设置，均布的紫外线消毒灯扩大了与空气的接触面积，使排出的气体均受到紫外线消毒灯

的充分光照，提高了紫外线消毒灯的消毒效果和催化效率。

[0012] 优选的，所述进风装置包括进风管和设置在进风管上的第二抽风机，所述进风管

的位于第二抽风机一侧的内部设有粗过滤层，所述进风管的位于第二抽风机另外一侧的内

部设有细过滤层，所述粗过滤层和细过滤层均沿所述进风管的径向设置，所述进风管设有

粗过滤层的一端与进风口连接，所述进风管的设有细过滤层的一端与雾化仓连通，如此设

置，空气在第二抽风机的作用下依次经过粗过滤层和细过滤层，将空气中携带的PM2.5等大

颗粒物质过滤掉。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4] (1)本发明通过顶升装置、出风挡板和U形排风管的设置，提高了净化后的空气的

扩散效率，进一步提高了空气的净化效率，同时能够防止污染物进入到雾化仓内部，影响净

化效果；

[0015] (2)通过圆周阵列分布的紫外线消毒灯或安装在安装架内的紫外线消毒灯的设

置，进一步提高了净化装置内的消毒效果和催化转化的效率，使消毒效果和催化转化效率

更高，提高了净化装置的整体净化效果；

[0016] (3)通过存液仓的顶部的圆台状的结构与雾化仓的内壁形成汇流槽，同时通过均

布的回流孔实现纳米二氧化钛光触媒耗材液体的回收，降低了空气净化的成本。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液相环流空气净化装置的实施例1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液相环流空气净化装置的实施例1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液相环流空气净化装置的实施例1中排风管的主剖视图；

[0020] 图4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液相环流空气净化装置的实施例1中排风管的局部剖面

图；

[0021] 图5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液相环流空气净化装置的实施例1中抽风管的主剖视图；

[0022] 图6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液相环流空气净化装置的实施例1中抽风管的仰视图；

[0023] 图7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液相环流空气净化装置的实施例1中进风管的主剖视图；

[0024] 图8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液相环流空气净化装置的实施例1中存液仓的结构示意

图；

[0025] 图9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液相环流空气净化装置的实施例1中存液仓的主剖视图；

[0026] 图10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液相环流空气净化装置的实施例2中密封塞的结构示意

图；

[0027] 图11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液相环流空气净化装置的实施例3中消毒装置的主剖视

图；

[0028] 图12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液相环流空气净化装置的实施例3中消毒装置的俯剖视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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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图13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液相环流空气净化装置的电路原理图。

[0030] 附图标记说明：

[0031] 1、外壳；2、控制面板；3、出风挡板；4、出风口；5、空气质量检测探头；6、进风口；7、

导液管；8、密封塞；9、雾化仓；10、抽风管；11、排风管；12、顶升装置；13、进风管；14、存液仓；

15、负离子发生器；16、第一抽风机；17、吸水层；18、第二抽风机；19、细过滤层；20、粗过滤

层；21、回流孔；22、雾化喷头；23、液位传感器；24、抽吸管；25、第一进液口；26、顶升杆；27、

滑块；28、限位开口；29、密封挡板；30、紫外线消毒灯；31、安装架；32、消毒格；33、安装格；

34、塞柱；35、塞头；36、第一密封挡圈；37、第二密封挡圈；38、V形槽；39、单向阀；40抽风装

置；41、进风装置；42、抽吸泵。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

[0033] 实施例1：

[0034] 如图1-9所示，一种液相环流空气净化装置，包括呈柱状的外壳1，外壳1为塑料材

质，外壳1的侧面上设有空气质量检测探头5和呈“T”字形的进风口6，空气质量检测探头5的

型号为SKA/NE-WRJ的AQI空气质量检测探头5，外壳1的顶面上设有控制面板2和两个出风口

4，两个出风口4内均设有与出风口4结构相匹配的出风挡板3，外壳1内设有圆柱状的雾化仓

9，该雾化仓9靠近进风口6的侧面上设有进风装置41，雾化仓9的顶部设有抽风装置40，该抽

风装置40的出风口连接有排风管11，该排风管11为U型管，且该排风管11的两端开口朝上设

置，所述抽风装置40的出风口与排风管11的底部连通，排风管11的两端开口分别与外壳1顶

面上的两个出风口4连通，排风管11的底部上方设有水平设置的顶升杆26，顶升杆26的底部

设有驱动该顶升杆26升降的顶升装置12，顶升装置12为电动推杆，顶升杆26的两端分别延

伸至排风管11的两端内，顶升杆26的两端分别向上延伸与出风挡板3连接，顶升杆26呈凹字

形，排风管11的两端的侧壁上供顶升杆26的升降移动的限位开口28，顶升杆26为空心金属

杆，质量轻，支撑耐久性好，顶升杆26上设有与限位开口28相配合的滑块27，顶升杆26位于

排风管11内的两端均设有与限位开口28滑动密封的密封挡板29，密封挡板29与排风管11的

内壁相贴合。

[0035] 如图5-图6所示，抽风装置40包括抽风管10和设置在抽风管10上的第一抽风机16，

抽风管10的内部设有吸水层17和负离子发生器15且该吸水层17和负离子发生器15分别位

于第一抽风机16的两侧，吸水层17位于抽风管10内靠近雾化仓9一端，负离子发生器15位于

抽风管10内远离雾化仓9的一端，吸水层17由吸水环氧树脂和透气吸水海绵组成，该吸水层

17沿所述抽风管10的径向设置，所述抽风管10设有负离子发生器15的一端与排风管11连

接，所述抽风管10设有吸水层的一端延伸至雾化仓9内。第一抽风机16产生抽吸力使净化后

的空气被抽入排风管11内，净化后的空气经过吸水层17，吸水层17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能防

止液体光触媒耗材被损耗，空气经过负离子发生器15将产生的负离子带走，提高了空气的

质量，进一步提高了净化效果。

[0036] 如图7所示，进风装置41包括进风管13和设置在进风管13上的第二抽风机18，进风

管13的内部设有粗过滤层20和细过滤层19且该粗过滤层20和细过滤层19分别位于第二抽

风机18的两侧，粗过滤层20为活性炭吸附过滤层，细过滤层19为细孔阻雾透气网，粗过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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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位于进风管13内靠近进风口6的一端，细过滤层19位于进风管13内靠近雾化仓9的一端，

所述粗过滤层20和细过滤层19均沿所述进风管13的径向设置，所述进风管13设有粗过滤层

20的一端与进风口6连接，所述进风管13的设有细过滤层19的一端与雾化仓9连通。空气在

第二抽风机18的作用下依次经过粗过滤层20和细过滤层19，将空气中携带的PM2.5等大颗

粒物质过滤掉，第一抽风机16和第二抽风机18均为无噪音抽风机。

[0037] 如图2、图8和图9所示，雾化仓9的内侧顶部设有消毒装置，消毒装置为均布在抽风

管10的底面上的多个紫外线消毒灯30，呈圆周排列，均布的紫外线消毒灯30扩大了与空气

的接触面积，使排出的气体均受到紫外线消毒灯30的充分光照，提高了紫外线消毒灯30的

消毒效果和催化效率。雾化仓9的内侧底面上设有圆柱状的存液仓14，存液仓14的外径与雾

化仓9的内径相等，所述存液仓14外侧顶面上沿其边缘开设有一圈V形槽38，所述V形槽38的

顶部开口外缘与雾化仓9的内侧壁贴合，所述V形槽38的底部开设有多个连通雾化仓9和存

液仓14的回流孔21，所述回流孔21内设有单向阀39，单向阀39使液体只能从外部进入到存

液仓14，而无法从存液仓14中流出；存液仓14的顶部设有雾化喷头22，雾化喷头22的型号为

HYD-LA的虹吸式雾化喷头22，雾化喷头22的进液端口位于存液仓14的内且雾化喷头22的进

液端口连接有抽吸泵42，所述抽吸泵42向下连通有抽吸管24，通过抽吸泵42抽吸液体向雾

化喷头22供给，存液仓14的侧壁上开设有第一进液口25，外壳1的侧壁上开设有第二进液

口，该第二进液口与第一进液口25之间连通有导液管7，所述第二进液口上设有密封塞，8，

存液仓14的内壁上设有液位传感器23，液位传感器23的型号为HM21。

[0038] 如图13所示，控制面板2包括显示屏、触控按键以及控制器，所述控制器为市场上

常规的家用空气净化器使用的控制器型号，控制面板2内的控制器的第一信号输入端与液

位传感器23的信号输出端连接，控制面板2内的控制器的第二信号输入端与空气质量检测

探头5的信号输出端连接，控制面板2内的控制器的第三信号输入端与触控按键的信号输出

端连接，控制面板2内的控制器的第一信号输出端与顶升装置12的信号输入端连接，控制面

板2内的控制器的第二信号输出端与雾化喷头22的信号输入端连接，控制面板2内的控制器

的第三信号输出端与抽风装置40的信号输入端连接，控制面板2内的控制器的第四信号输

出端与进风装置41的信号输入端连接，控制面板2内的控制器的第五信号输出端与紫外线

消毒灯30的信号输入端连接，控制面板2内的控制器的第六信号输出端与显示屏的信号输

入端连接，控制面板2内的控制器的第七信号输出端与抽吸泵42的信号输入端连接。

[0039] 上述结构中，通过控制面板2上的触控按键输入净化空气的指令，空气质量检测探

头5检测到空气污染严重时，将信号传递给控制面板2内的控制器，控制面板2内的控制器将

信号传递给顶升装置12、抽风装置、进风装置、消毒装置和雾化喷头22处的抽吸泵42，顶升

装置12接收到指令，带动顶升杆26沿限位开口28向上移动，密封挡板29能够防止限位开口

28漏气，顶升杆26将出风挡板3顶升离开外壳1，出风口4露出，进风装置内的第二抽风机18

运行产生抽吸力，室内需要净化的空气通过进风口6进入到进风装置内，空气在第二抽风机

18的作用下依次经过粗过滤层20和细过滤层19，将空气中携带的PM2.5等大颗粒物质过滤

掉，T字形的进风口6能够使风力通过时外壳1的内外形成压力差，进一步提高了抽吸能力；

空气经过进风装置的初步过滤，进入到雾化仓9内，雾化喷头22通过抽吸管24抽吸存液仓14

内的纳米级二氧化钛光触媒液体，并将该液体雾化喷出，进入雾化仓9内的空气由于进风压

力大，围绕雾化仓9的内壁形成环流，雾化后的液体与雾化仓9内的环流气体充分混合，均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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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紫外线消毒灯30运行发出特定紫外线光照，紫外线杀灭空气中的细菌等微生物，同时配

合纳米级光触媒雾化液形成光催化反应长，并将有污染的化学物质催化转化为无污染气

体，并且扩大了与空气的接触面积，使排出的气体均受到紫外线消毒灯30的充分光照，提高

了紫外线消毒灯30的消毒效果和催化效率。抽风装置内的第一抽风机16产生抽吸力将净化

后的气体抽吸进入到排风管11内，净化后的空气经过吸水层17，吸水层17吸收空气中的水

分，能防止液体光触媒耗材被损耗，空气经过负离子发生器15将产生的负离子带走，提高了

空气的质量，进一步提高了净化效果，净化后的空气经过排风管11以及出风口4排入到室

内，由于空气流动方向竖直向上，出风口4排出的净化空气经过出风挡板3迅速水平扩散向

四周，实现了净化空气的快速扩散，提高了空气净化效率；雾化液在雾化仓9的内壁上会出

现凝结向下汇流的情况，存液仓14顶部的V形槽38收集汇流的液体，V形槽38内设置的回流

孔21使凝结后的液体回流到存液仓14内，回流孔21内设置的单向阀39能够防止装置倾倒

时，存液仓14内的液体流入到雾化仓9内，当液位传感器23检测到纳米级光触媒液体不足

时，会将信号传递给控制面板2上的控制器，通过控制面板2的显示屏显示出来，使用者打开

密封塞8通过导液管7和外部储液装置向存液仓14内补充纳米光触媒液体耗材，注液完毕以

后将密封塞8塞回原位。

[0040] 实施例2：

[0041] 如图9所示，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密封塞8包括相互连接的塞柱34和塞头

35，塞头35为侧面设有沿轴向的纹理线的圆盘状，方便取下和安装密封塞8，塞柱34上同轴

固定设有第一密封挡圈36和第二密封挡圈37，第一密封挡圈36和第二密封挡圈37均为软质

橡胶材料，第一密封挡圈36位于第二密封挡圈37靠近塞头35一侧，第二密封挡圈37的径向

截面呈弧形，该弧形的弦边与塞柱34贴合，第一密封挡圈36的径向截面呈三角形，该三角形

的一边与所述塞柱34贴合，该三角形上与塞柱34贴合的边的对角为圆角。通过第一密封挡

圈36和第二密封挡圈37实现导液管7入口处的密封，防止液体耗材损耗同时也防止外部物

质污染纳米光触媒耗材。

[0042] 实施例2其余结构及工作原理同实施例1。

[0043] 实施例3：

[0044] 如图11-12所示，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消毒装置包括圆盘状的安装架

31和设置在安装架31内的多个紫外线消毒灯30，安装架31的外径与雾化仓9的内径相等，所

述安装架31上设有贯穿该安装架31顶部和底部的蜂窝，所述蜂窝的侧壁为透光板，所述蜂

窝分为安装格33和消毒格32且均为正多边形空心柱体结构，安装格33内设置有紫外线消毒

灯30，安装架31由玻璃材质制成，玻璃具有良好的透光性，成型工艺也很成熟，采用玻璃制

成消毒机构使得光催化反应的效果更好；消毒装置中的正多边形空心柱体结构的安装格33

和消毒格32使得安装于安装格33中的紫外灯能够对消毒格32中通过的空气进行紫外线照

射，任意消毒格32均位于三个安装格33之间使得每个消毒格32能够直接受到至少两个安装

格33内的紫外灯照射，且除边缘处的紫外灯外，每个安装格33内的紫外灯能够直接至少对

三个消毒格32内的空气进行照射，照射的效果更加密集，保证了光催化反应的效果。且多个

紫外灯同时对多个消毒格32进行照射，消毒格32也同时被多个紫外灯进行照射，空气中的

纳米二氧化钛能够充分进行光催化反应，消毒效果更好，可实现高效率的空气净化。

[0045] 实施例3其余结构及工作原理同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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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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