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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教学区用新风系统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教学区用新风系统装置，包

括进风消音部件、静电吸附室、气体消毒室、喷淋

部件、水处理室和出风消音部件，通过对消音部

件进行具体设置，使得新风系统产生的噪音得到

大幅度降低，通过设置特定的静电吸附室，使得

静电吸附板的更新频率大幅降低，通过对气体消

毒室进行具体设置，使得气体高效杀菌，通过对

喷淋室进行具体设置，使得气体喷淋的效果提高

的同时还在喷淋的同时对新风的温度进行调节。

从而使得教学区用的新风系统能够更加的低喷

吹速、温度可调节、且可将气体中的病毒病菌含

量大幅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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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教学区用新风系统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进风消音部件、静电吸附室、气体消

毒室、喷淋部件、水处理室和出风消音部件；

所述进风消音部件包括进风消音腔、主入风口和进风消音部件出风口；其中进风消音

腔包括消音腔壳体、第一消音板、第二消音板、第三消音板、吸音棉、出风消音槽和进风消音

槽；所述主入风口设置在消音腔壳体的一侧壁上，所述第一消音板倾斜设置在主入风口的

内侧且第一消音板的顶端与主入风口的顶端处相接，所述吸音棉包覆在消音腔壳体内，且

在第一消音板下方的位置向下凹陷延伸形成所述进风消音槽，所述进风消音槽底部的宽度

大于顶部的宽度，在第一消音板的后方设置有所述第二消音板，所述第二消音板倾斜设置，

且倾斜方式与第一消音板相同，第二消音板的顶部和底部均与包覆在消音腔壳体内的吸音

棉设置有间隙，在第二消音板的后方设置有第三消音板，在第三消音板后方的消音腔壳体

的侧壁上开设有所述进风消音部件出风口，所述第三消音板倾斜设置，且倾斜方式与第一

消音板相同，在第三消音板上方的吸音棉向上凹陷延伸形成所述出风口消音槽，所述出风

口消音槽顶顶部的宽度大于底部的宽度，所述第三消音板的底端与所述进风消音部件出风

口的底端处相接；

所述静电吸附室包括静电室外壳、静电室入风口、静电室出风口、上静电吸附板、下静

电吸附板、上腔入风口、下腔出风口、循环风机、集灰口和集灰槽；所述静电室入风口设置在

静电室外壳的一侧壁上并与所述进风消音部件出风口相连通，在与静电室入风口相对的静

电室外壳的侧壁上开设有静电室出风口，在静电室入风口和静电室出风口之间的静电室外

壳内的上方设置有上静电吸附板，下方设置有下静电吸附板，在静电室外壳的底壁上开设

有所述集灰口，所述集灰槽设置在静电室外壳底部并通过所述集灰口与静电室外壳内连

通，在下静电吸附板下方的静电室外壳的侧壁上设置有所述下腔出风口，在上静电吸附板

上方的静电室外壳的侧壁上设置有所述上腔入风口，在下腔出风口和上腔入风口之间通过

通风管道连接，且在该通风管道上设置有循环风机，循环风机设置为周期性的正转和反转；

所述气体消毒室包括光催化紫外消毒板、消毒室入风口、消毒室入风风机和消毒室出

风口；所述消毒室入风口设置在气体消毒室的一侧壁上并与所述静电室出风口相连通，并

且在消毒室入风口上设置有消毒室入风风机，在气体消毒室内以“之”字形设置有多个所述

光催化紫外消毒板，在与消毒室入风口相对的侧壁上设置有两个或多个消毒室出风口，每

个所述光催化紫外消毒板均由格栅灯层、紫外LED灯和光催化过滤层组成，每两个格栅灯层

中间设置一个光催化过滤层，且在每个格栅灯层朝向光催化过滤层的一面密排设置有所述

紫外LED灯，所述光催化过滤层为负载有光催化活性组分TiO2的泡沫多孔陶瓷板；

所述喷淋部件包括喷淋室外壳、喷淋室入风口、喷淋室出风口、上喷淋腔、上喷淋喷嘴、

下喷淋腔、下喷淋喷嘴、储水箱、储水加热部件、储水箱底部出水口、储水箱侧出水口、储水

箱回水口、储水箱回水管、喷淋搅拌轴、搅拌电机、搅拌叶片和喷淋室出水口；喷淋室入风口

设置有两个或多个，均设置在喷淋室外壳的侧壁上并与所述消毒室出风口相连通，在喷淋

室外壳的内顶壁下设置有上喷淋腔，在上喷淋腔的底壁上密排设置有多个上喷淋喷嘴，在

喷淋室外壳的内底壁上设置有下喷淋腔，在下喷淋腔的顶壁上密排设置有多个下喷淋喷

嘴，在上喷淋腔和下喷淋腔之间横置有所述喷淋搅拌轴，在喷淋搅拌轴上设置有搅拌叶片，

在喷淋室外壳外部设置有搅拌电机，所述搅拌电机通过联轴器与喷淋搅拌轴连接并对喷淋

搅拌轴的转动进行驱动，在喷淋室外壳的外顶壁上设置有储水箱，储水箱内充设有水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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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水箱内设置有储水加热部件，储水箱通过储水箱底部出水口与上喷淋腔连通，储水箱通

过储水箱侧出水口与下喷淋腔连通，在储水箱的侧壁的顶部设置有储水箱回水口，储水箱

回水管通过储水箱回水口与储水箱内连通，所述喷淋室出水口设置在喷淋室外壳的底壁

上；

所述水处理室设置在喷淋部件的下方，用于处理喷淋部件产生的水体并通过储水箱回

水管实现回用；

所述出风消音部件包括出风消音腔、出风消音部件入风口、出风消音部件出风腔和出

风消音部件出风口；所述出风消音部件入风口设置在出风消音腔的侧壁上并与所述喷淋室

出风口连通，所述出风消音部件出风腔设置在与出风消音部件入风口相对的出风消音腔的

侧壁上，所述出风消音部件出风口设置有多个，且均设置在出风消音部件出风腔上，所述出

风消音腔的设置方式与进风消音腔的设置方式相同；

所述水处理室包括水处理室外壳、水处理室入水口、倾斜过滤板、杂物暂存箱、净化吸

附板、调温杆和水处理室出水口；所述水处理室入水口设置在水处理室外壳的顶壁上并与

所述喷淋室出水口连通，在水处理室入水口下方的水处理室外壳内设置有倾斜过滤板，在

倾斜过滤板的较低一端设置有杂物暂存箱，在倾斜过滤板的下方横置有净化吸附板，净化

吸附板为上下两层不锈钢多孔板中间夹持有石英砂和活性炭颗粒，所述调温杆设置在净化

吸附板下方，所述调温杆用于对水体进行加热或冷却，在调温杆下方的水处理室外壳的侧

壁上设置有水处理室出水口，所述水处理室出水口与所述储水箱回水管的底端连通；

所述主入风口通过多个管道分别设置在教学区外部的不同位置；所述出风消音部件出

风口分别设置在教学区内的屋顶和墙壁的不同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教学区用新风系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教学区用新风系统

装置还包括排风管，所述排风管分别分散设置在教学区内的不同位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教学区用新风系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水加热部件为电

阻加热棒。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教学区用新风系统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储水箱回水管上

设置有增压水泵。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教学区用新风系统装置，其特征在于，在进风消音腔和出风消

音腔的第一消音板、第二消音板和第三消音板的外表面也包覆有吸音棉。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教学区用新风系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静电室入风口也设

置有多个。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教学区用新风系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淋室入风口的数

量与所述消毒室出风口的数量相同。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教学区用新风系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出风消音部件出风

口与所述排风管的数量相同。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1520859 B

3



一种教学区用新风系统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气处理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教学区用新风系统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教学区人员密集且相互之间长时间的接触，并且教学区是无法避免存在的，其中

人员也不可避免的需要在一起呼吸空气，如果其中有人员生病带有病毒或病菌，则会容易

在空气中富集从而使得空气中的病毒或病菌密度大大增加，从而给病毒或病菌的传播提供

有利的条件。现有的新风系统一般都是将外部空气过滤之后排入到室内，会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空气中的病毒病菌含有量，但是效率有限。而同时现有的杀菌设备一般都对人体有或

多或少的不利影响，从而无法大规模在教学区中使用。同时，现有新风系统的鼓风系统会相

室内喷吹过滤处理后的新风，而学生和教员长期的被气体喷吹会对身体健康、尤其是骨头

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如何对教学区内的气体进行快速净化消毒处理且不会形成长期的快

速气体流动成为研究人员臻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教学区用新风系统装置。

[0004] 通过如下技术手段实现：

[0005] 一种教学区用新风系统装置，包括进风消音部件、静电吸附室、气体消毒室、喷淋

部件、水处理室和出风消音部件。

[0006] 所述进风消音部件包括进风消音腔、主入风口和进风消音部件出风口；其中进风

消音腔包括消音腔壳体、第一消音板、第二消音板、第三消音板、吸音棉、出风消音槽和进风

消音槽；所述主入风口设置在消音腔壳体的一侧壁上，所述第一消音板倾斜设置在主入风

口的内侧且第一消音板的顶端与主入风口的顶端处相接，所述吸音棉包覆在消音腔壳体

内，且在第一消音板下方的位置向下凹陷延伸形成所述进风消音槽，所述进风消音槽底部

的宽度大于顶部的宽度，在第一消音板的后方设置有所述第二消音板，所述第二消音板倾

斜设置，且倾斜方式与第一消音板相同，第二消音板的顶部和底部均与包覆在消音腔壳体

内的吸音棉设置有间隙，在第二消音板的后方设置有第三消音板，在第三消音板后方的消

音腔壳体的侧壁上开设有所述进风消音部件出风口，所述第三消音板倾斜设置，且倾斜方

式与第一消音板相同，在第三消音板上方的吸音棉向上凹陷延伸形成所述出风口消音槽，

所述出风口消音槽顶顶部的宽度大于底部的宽度，所述第三消音板的底端与所述进风消音

部件出风口的底端处相接。

[0007] 所述静电吸附室包括静电室外壳、静电室入风口、静电室出风口、上静电吸附板、

下静电吸附板、上腔入风口、下腔出风口、循环风机、集灰口和集灰槽；所述静电室入风口设

置在静电室外壳的一侧壁上并与所述进风消音部件出风口相连通，在与静电室入风口相对

的静电室外壳的侧壁上开设有静电室出风口，在静电室入风口和静电室出风口之间的静电

室外壳内的上方设置有上静电吸附板，下方设置有下静电吸附板，在静电室外壳的底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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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有所述集灰口，所述集灰槽设置在静电室外壳底部并通过所述集灰口与静电室外壳内

连通，在下静电吸附板下方的静电室外壳的侧壁上设置有所述下腔出风口，在上静电吸附

板上方的静电室外壳的侧壁上设置有所述上腔入风口，在下腔出风口和上腔入风口之间通

过通风管道连接，且在该通风管道上设置有循环风机。

[0008] 所述气体消毒室包括光催化紫外消毒板、消毒室入风口、消毒室入风风机和消毒

室出风口；所述消毒室入风口设置在气体消毒室的一侧壁上并与所述静电室出风口相连

通，并且在消毒室入风口上设置有消毒室入风风机，在气体消毒室内以“之”字形设置有多

个所述光催化紫外消毒板，在与消毒室入风口相对的侧壁上设置有两个或多个消毒室出风

口，每个所述光催化紫外消毒板均由格栅灯层、紫外LED灯和光催化过滤层组成，每两个格

栅灯层中间设置一个光催化过滤层，且在每个格栅灯层朝向光催化过滤层的一面密排设置

有所述紫外LED灯，所述光催化过滤层为负载有光催化活性组分TiO2的泡沫多孔陶瓷板。

[0009] 所述喷淋部件包括喷淋室外壳、喷淋室入风口、喷淋室出风口、上喷淋腔、上喷淋

喷嘴、下喷淋腔、下喷淋喷嘴、储水箱、储水加热部件、储水箱底部出水口、储水箱侧出水口、

储水箱回水口、储水箱回水管、喷淋搅拌轴、搅拌电机、搅拌叶片和喷淋室出水口；喷淋室入

风口设置有两个或多个，均设置在喷淋室外壳的侧壁上并与所述消毒室出风口相连通，在

喷淋室外壳的内顶壁下设置有上喷淋腔，在上喷淋腔的底壁上密排设置有多个上喷淋喷

嘴，在喷淋室外壳的内底壁上设置有下喷淋腔，在下喷淋腔的顶壁上密排设置有多个下喷

淋喷嘴，在上喷淋腔和下喷淋腔之间横置有所述喷淋搅拌轴，在喷淋搅拌轴上设置有搅拌

叶片，在喷淋室外壳外部设置有搅拌电机，所述搅拌电机通过联轴器与喷淋搅拌轴连接并

对喷淋搅拌轴的转动进行驱动，在喷淋室外壳的外顶壁上设置有储水箱，储水箱内充设有

水体，在储水箱内设置有储水加热部件，储水箱通过储水箱底部出水口与上喷淋腔连通，储

水箱通过储水箱侧出水口与下喷淋腔连通，在储水箱的侧壁的顶部设置有储水箱回水口，

储水箱回水管通过储水箱回水口与储水箱内连通，所述喷淋室出水口设置在喷淋室外壳的

底壁上。

[0010] 所述水处理室设置在喷淋部件的下方，用于处理喷淋部件产生的水体并通过储水

箱回水管实现回用。

[0011] 所述出风消音部件包括出风消音腔、出风消音部件入风口、出风消音部件出风腔

和出风消音部件出风口；所述出风消音部件入风口设置在出风消音腔的侧壁上并与所述喷

淋室出风口连通，所述出风消音部件出风腔设置在与出风消音部件入风口相对的出风消音

腔的侧壁上，所述出风消音部件出风口设置有多个，且均设置在出风消音部件出风腔上，所

述出风消音腔的设置方式与进风消音腔的设置方式相同。

[0012] 作为优选，所述水处理室包括水处理室外壳、水处理室入水口、倾斜过滤板、杂物

暂存箱、净化吸附板、调温杆和水处理室出水口；所述水处理室入水口设置在水处理室外壳

的顶壁上并与所述喷淋室出水口连通，在水处理室入水口下方的水处理室外壳内设置有倾

斜过滤板，在倾斜过滤板的较低一端设置有杂物暂存箱，在倾斜过滤板的下方横置有净化

吸附板，净化吸附板为上下两层不锈钢多孔板中间夹持有石英砂和活性炭颗粒，所述调温

杆设置在净化吸附板下方，所述调温杆用于对水体进行加热或冷却，在调温杆下方的水处

理室外壳的侧壁上设置有水处理室出水口，所述水处理室出水口与所述储水箱回水管的底

端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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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作为优选，所述主入风口通过多个管道分别设置在教学区外部的不同位置；所述

出风消音部件出风口分别设置在教学区内的不同位置（屋顶和墙壁的不同位置）。

[0014] 作为优选，所述教学区用新风系统装置还包括排风管，所述排风管分别分散设置

在教学区内的不同位置。

[0015] 作为优选，所述储水加热部件为电阻加热棒。

[0016] 作为优选，在所述储水箱回水管上设置有增压水泵。

[0017] 作为优选，在进风消音腔和出风消音腔的第一消音板、第二消音板和第三消音板

的外表面也包覆有吸音棉。

[0018] 作为优选，所述静电室入风口也设置有多个。

[0019] 作为优选，所述喷淋室入风口的数量与所述消毒室出风口的数量相同。

[0020] 作为优选，所述出风消音部件出风口与所述排风管的数量相同。

[0021]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的实施可以使得本发明获得如下技术效果：

[0022] 1，通过设置特定结构的消音部件（入气的和出气的），使得进入的气体经过多重折

线流动得到很好的消音效果，通过设置三个消音板，将气体多重阻挡而流入到消音槽内，强

化消音效果。通过在入口处和出口处均设置该特定结构的消音部件，使得该装置更加适用

于需要安静的教学区。

[0023] 2，通过在静电除尘板（静电吸附板）上部设置排气部件，下部的下方设置吸气部

件，通过对循环风机的正转和反转进行周期性的设置，使得静电除尘板上吸附的颗粒物实

现了从静电除尘板上掉落而在静电室内循环，最终在底部的集灰槽内富集，从而不仅强化

了颗粒物的除去，更加有益的是避免了静电吸附板的颗粒物过多而造成部件的过度损坏和

不必要的维修。

[0024] 3，通过设置特定结构的光催化紫外消毒板，对进入的空气进行杀菌杀毒处理，从

而避免了教学区内病毒或病菌富集而造成疾病的传染。

[0025] 4，通过在喷淋室内设置横置的搅拌轴，将空气沿与流动方向垂直的平面扰动，使

得喷淋水与气体更加充分的接触，从而水体可以将气体中的残余颗粒物吸附，并可以将气

体中的部分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通过与水体的相对长时间的接触而与水反应除去；通过设

置顶部向下喷淋和底部向上喷淋相结合的喷淋方式，实现了对气体更加全面的喷淋。

[0026] 5，喷淋之后的水体直接流入到水体处理装置中，通过先对水体进行过滤富集，然

后通过石英砂和活性炭的双重吸附实现对水体的净化。当冬天的时候，可以通过调温杆对

水体进行适当的加热（主要加热通过储水箱内的储水加热部件进行加热），从而得到适当温

度和一定湿度（由于喷淋会使得空气中带有一定的水气）的干净空气，在夏天的时候，可以

通过对该调温杆进行低温设定，从而对水体实现了低温处理，水体在喷淋的时候通过热交

换从而对气体进行降温，从而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给教学区内提供适当温度和湿度的气

体环境。

[0027] 6，通过在教学区内设置多个排风口和多个出风管，使得在教学区内的气体流动方

向较为分散，从而不会造成较大的气流而使得使用者感到不舒适，即能实现快速的将室内

的污浊空气排出或净化（当外部空气污染较为严重的时候，可以通过将部分出风管与排风

口相连通而实现部分室内空气的净化），同时还能给使用者的使用提供相对的舒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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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教学区用新风系统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其中：101‑主入风口，102‑第一消音板，103‑第二消音板，104‑第三消音板，105‑吸

音棉，106‑进风消音部件出风口，107‑出风消音槽，108‑进风消音槽，201‑上静电吸附板，

202‑下静电吸附板，203‑上腔入风口，204‑下腔出风口，205‑循环风机，206‑静电室出风口，

207‑集灰口，208‑集灰槽，209‑静电室入风口，301‑光催化紫外消毒板，302‑消毒室入风风

机，303‑消毒室出风口，401‑上喷淋喷嘴，402‑下喷淋腔，403‑储水箱，404‑储水加热部件，

405‑储水箱侧出水口，406‑储水箱回水口，407‑储水箱回水管，408‑喷淋搅拌轴，409‑搅拌

叶片，410‑喷淋室出水口，501‑倾斜过滤板，502‑杂物暂存箱，503‑净化吸附板，504‑调温

杆，505‑水处理室出水口，600‑出风消音部件，601‑出风消音部件入风口，602‑出风消音部

件出风腔，603‑出风消音部件出风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结合附图进行进一步说明：图1为本实施例的教学区用新风系统装置，包括进风消

音部件、静电吸附室、气体消毒室、喷淋部件、水处理室和出风消音部件。

[0031] 如图1所示，所述进风消音部件包括进风消音腔、主入风口101和进风消音部件出

风口106；其中进风消音腔包括消音腔壳体、第一消音板102、第二消音板103、第三消音板

104、吸音棉105、出风消音槽107和进风消音槽108；所述主入风口设置在消音腔壳体的一侧

壁上，如图1所示，所述第一消音板倾斜设置（如图1为左高右低）在主入风口的内侧且第一

消音板的顶端与主入风口的顶端处相接，所述吸音棉包覆在消音腔壳体内，且在第一消音

板下方的位置向下凹陷延伸形成所述进风消音槽，所述进风消音槽底部的宽度大于顶部的

宽度，在第一消音板的后方（即图1中的右方）设置有所述第二消音板，所述第二消音板倾斜

设置，且倾斜方式与第一消音板相同（左低右高），第二消音板的顶部和底部均与包覆在消

音腔壳体内的吸音棉设置有间隙，在第二消音板的后方设置有第三消音板，在第三消音板

后方的消音腔壳体的侧壁上开设有所述进风消音部件出风口，所述第三消音板倾斜设置，

且倾斜方式与第一消音板相同，在第三消音板上方的吸音棉向上凹陷延伸形成所述出风口

消音槽，所述出风口消音槽顶顶部的宽度大于底部的宽度（即向上向外突出设置，用于承

气），所述第三消音板的底端与所述进风消音部件出风口的底端处相接。

[0032] 如图1所示，所述静电吸附室包括静电室外壳、静电室入风口209、静电室出风口

206、上静电吸附板201、下静电吸附板202、上腔入风口203、下腔出风口204、循环风机205、

集灰口207和集灰槽208；所述静电室入风口设置在静电室外壳的一侧壁上并与所述进风消

音部件出风口相连通，在与静电室入风口相对的静电室外壳的侧壁上开设有静电室出风

口，在静电室入风口和静电室出风口之间的静电室外壳内的上方设置有上静电吸附板，下

方设置有下静电吸附板，在静电室外壳的底壁上开设有所述集灰口，所述集灰槽设置在静

电室外壳底部并通过所述集灰口与静电室外壳内连通，在下静电吸附板下方的静电室外壳

的侧壁上设置有所述下腔出风口，在上静电吸附板上方的静电室外壳的侧壁上设置有所述

上腔入风口，在下腔出风口和上腔入风口之间通过通风管道连接，且在该通风管道上设置

有循环风机。

[0033] 如图1所示，所述气体消毒室包括光催化紫外消毒板301、消毒室入风口、消毒室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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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风机302和消毒室出风口303；所述消毒室入风口设置在气体消毒室的一侧壁上并与所述

静电室出风口相连通，并且在消毒室入风口上设置有消毒室入风风机，如图1所示的在气体

消毒室内以“之”字形设置有4个所述光催化紫外消毒板，在与消毒室入风口相对的侧壁上

设置有两个消毒室出风口，每个所述光催化紫外消毒板均由格栅灯层、紫外LED灯和光催化

过滤层组成，每两个格栅灯层中间设置一个光催化过滤层，且在每个格栅灯层朝向光催化

过滤层的一面密排设置有所述紫外LED灯，所述光催化过滤层为负载有光催化活性组分

TiO2的泡沫多孔陶瓷板。

[0034] 如图1所示，所述喷淋部件包括喷淋室外壳、喷淋室入风口、喷淋室出风口、上喷淋

腔、上喷淋喷嘴401、下喷淋腔402、下喷淋喷嘴、储水箱403、储水加热部件404、储水箱底部

出水口、储水箱侧出水口405、储水箱回水口406、储水箱回水管407、喷淋搅拌轴408、搅拌电

机、搅拌叶片409和喷淋室出水口410；喷淋室入风口设置有两个，均设置在喷淋室外壳的侧

壁上并与所述消毒室出风口相连通，在喷淋室外壳的内顶壁下设置有上喷淋腔，在上喷淋

腔的底壁上密排设置有7*7个上喷淋喷嘴，在喷淋室外壳的内底壁上设置有下喷淋腔，在下

喷淋腔的顶壁上密排设置有7*7个下喷淋喷嘴，在上喷淋腔和下喷淋腔之间横置有所述喷

淋搅拌轴，在喷淋搅拌轴上设置有搅拌叶片，在喷淋室外壳外部设置有搅拌电机，所述搅拌

电机通过联轴器与喷淋搅拌轴连接并对喷淋搅拌轴的转动进行驱动，在喷淋室外壳的外顶

壁上设置有储水箱，储水箱内充设有水体，在储水箱内设置有储水加热部件，储水箱通过储

水箱底部出水口与上喷淋腔连通，储水箱通过储水箱侧出水口与下喷淋腔连通，在储水箱

的侧壁的顶部设置有储水箱回水口，储水箱回水管通过储水箱回水口与储水箱内连通，所

述喷淋室出水口设置在喷淋室外壳的底壁上。

[0035] 所述储水加热部件为电阻加热棒。在所述储水箱回水管上设置有增压水泵。

[0036] 如图1所示，所述水处理室设置在喷淋部件的下方，用于处理喷淋部件产生的水体

并通过储水箱回水管实现回用。所述水处理室包括水处理室外壳、水处理室入水口、倾斜过

滤板501、杂物暂存箱502、净化吸附板503、调温杆504和水处理室出水口505；所述水处理室

入水口设置在水处理室外壳的顶壁上并与所述喷淋室出水口连通，在水处理室入水口下方

的水处理室外壳内设置有倾斜过滤板，在倾斜过滤板的较低一端设置有杂物暂存箱，在倾

斜过滤板的下方横置有净化吸附板，净化吸附板为上下两层不锈钢多孔板中间夹持有石英

砂和活性炭颗粒，所述调温杆设置在净化吸附板下方，所述调温杆用于对水体进行加热或

冷却，在调温杆下方的水处理室外壳的侧壁上设置有水处理室出水口，所述水处理室出水

口与所述储水箱回水管的底端连通。

[0037] 如图1所示，所述出风消音部件包括出风消音腔、出风消音部件入风口601、出风消

音部件出风腔602和出风消音部件出风口603；所述出风消音部件入风口设置在出风消音腔

的侧壁上并与所述喷淋室出风口连通，所述出风消音部件出风腔设置在与出风消音部件入

风口相对的出风消音腔的侧壁上，所述出风消音部件出风口设置有多个，且均设置在出风

消音部件出风腔上，所述出风消音腔的设置方式与进风消音腔的设置方式相同。即如图1所

示，出风的第一消音板倾斜设置（如图1为左高右低）在出风消音部件入风口的右侧且第一

消音板的顶端与出风消音部件入风口的顶端处相接，所述吸音棉包覆在消音腔壳体内，且

在第一消音板下方的位置向下凹陷延伸形成所述进风消音槽，所述进风消音槽底部的宽度

大于顶部的宽度，在第一消音板的后方（即图1中的右方）设置有所述第二消音板，所述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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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音板倾斜设置，且倾斜方式与第一消音板相同（左低右高），第二消音板的顶部和底部均

与包覆在消音腔壳体内的吸音棉设置有间隙，在第二消音板的后方设置有第三消音板，在

第三消音板后方的消音腔壳体的侧壁上设有所述出风消音部件出风腔，所述第三消音板倾

斜设置，且倾斜方式与第一消音板相同，在第三消音板上方的吸音棉向上凹陷延伸形成所

述出风口消音槽，所述出风口消音槽顶顶部的宽度大于底部的宽度，所述第三消音板的底

端与所述出风消音部件出风腔的底端处相接。

[0038] 如图1所示，在进风消音腔和出风消音腔的第一消音板、第二消音板和第三消音板

的外表面也包覆有吸音棉。

[0039] 在安装过程中，所述主入风口通过多个管道分别设置在教学区外部的不同位置；

所述出风消音部件出风口分别设置在教学区内屋顶和墙壁的不同位置。

[0040] 本教学区用新风系统装置还包括排风管，所述排风管分别分散设置在教学区内的

不同位置。且所述出风消音部件出风口与所述排风管的数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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