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310219098.5

(22)申请日 2013.05.2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418044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4.12.03

(73)专利权人 广州市拓丰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 511436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

海景路（自编）6号2号楼302

(72)发明人 周志强　

(51)Int.Cl.

F24F 5/00(2006.01)

B01D 50/00(2006.01)

B01D 53/00(2006.01)

B03C 3/3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1535729 A,2009.09.16,

JP 2012105707 A,2012.06.07,

JP 2010064001 A,2010.03.25,

JP 2007190412 A,2007.08.02,

JP 2003079714 A,2003.03.18,

CN 102688513 A,2012.09.26,

审查员 田璐

 

(54)发明名称

纳米水离子净化空调机

(57)摘要

一种纳米水离子净化空调机，包括一个主体

21；其纳米水离子净化系统14通过冷凝水导管19

将冷凝器18产生的冷凝水回收导入净化系统的

储水箱10内，经电解器16将水电离；酸性水排出，

碱性水流到水雾发生器5雾化，纳米高压电极6将

水雾电离成纳米离子水雾，离子高压电极4将空

气杀菌带电荷，带电荷空气混合纳米水雾形成纳

米荷电水雾流到折流静电集尘分离器a、a1实现

气物电场重力分离。对污染空气除PM2.5，臭氧、

甲醛。净化后空气由抽风机11抽经送风管道17至

冷凝器18制冷排出洁净舒适健康冷气。关闭制冷

功能单独开启净化系统14除净化空气外可用于

加湿空气；关闭水雾发生器5开启折流静电集尘

分离器可用于潮湿天气除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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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纳米水离子净化空调机，包括一个主体(21)；主体底部两则是进风栅格进风口

(1)；两个进风口(1)之间连接的是纳米水离子空气净化系统(14)，具有等负离子杀菌净化

空气；折流静电集尘分离器与电解碱性纳米水离子水雾是起到除雾、除湿、除PM2.5微尘颗

粒、除臭氧、甲醛、除臭、清洗除尘的作用；纳米水离子空气净化系统的背面紧贴安装有空调

机抽风机(11)，用于将外部空气抽入，经过纳米水离子空气净化系统净化后的洁净空气由

抽风机(11)经由送风管道(17)送往顶部的蒸发器(18)进行制冷，后经蒸发器外部的出风栅

格出风口(2)排至室内，出风栅格用于控制出风方向，在停止运行时自动关闭防尘进入；而

蒸发器制冷时由于温差作用会产生冷凝水，产生的冷凝水经由(19)冷凝水导管导入纳米水

离子空气净化器的冷凝水储水箱(10)内变废为宝加以利用，在没有冷凝水或冷凝水供给不

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外置加水口(20)加水；其中纳米水离子空气净化系统(14)安装了等负

离子发生器(12)，其等负离子高压电极(4)安装在两侧进风口处，接地极接在两侧折流静电

集尘分离器(a、a1)上，使折流静电集尘分离器(a、a1)和等负离子高压电极(4)之间形成一

个电场以达到集尘和集雾作用；同时等负离子高压电极(4)起净化杀菌作用；在两侧折流静

电集尘分离器底部设有一个废水回收箱(7)，废水回收箱底部有废水排水接口(8)，当空气

中的污染物PM2.5、甲醛、TOVC等被分离后会被雾滴的重力作用下沉降入废水回收箱(7)后

排出；为了使雾滴更加的微细，纳米水离子空气净化系统(14)底部安装了纳米电极发生器

(13)，其两个发射极安装在纳米水离子空气净化系统(14)两侧的纳米喷雾管(3)底端，纳米

高压电极(6)，目的在于利用两个高电压的电子激烈撞击，将水雾发生器(5)产出的本来就

达到纳米级的雾滴更加细化，细雾可以加强对PM2.5可入肺颗粒的捕捉沉降，同时起到杀菌

作用；同时水雾发生器所雾化之用水是空调冷凝水经过电解分离器(16)电解分离出来的碱

性水，电解水能够长期有效的发挥除甲醛的作用，而且还有杀菌除臭之功效；所以，经过纳

米水离子空气净化系统(14)净化后再进行制冷的洁净空气恒湿而更清新自然，健康；而且

还解决了因污染空气没有经过严格净化导致空调蒸发器在长期使用后积尘滋生细菌，病毒

的问题。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纳米水离子净化空调机，其蒸发器(18)产生的冷凝水可通过

冷凝水导管导入纳米水离子空气净化系统(14)的冷凝水储水箱(10)后通过电解分离雾化、

电离成纳米雾变废为宝用于空气净化，在空调机非制冷情况下没有冷凝水时可以通过外置

加水口(20)加水。

3.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纳米水离子净化空调机有除湿功能；在不使用制冷的情况下

其纳米水离子空气净化系统(14)可以单独开启使用，除可用作空气净化之外，当关闭纳米

水离子空气净化系统(14)的水雾发生器(5)时折流静电集尘分离器(a、a1)还具有潮湿天气

时除湿功能。

4.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纳米水离子净化空调机有加湿功能；在不制冷的情况下可以

单独开启使用纳米水离子空气净化系统(14)，而其中的水雾发生器(5)所生产生产的水雾

经电离达到纳米级后除了具有分离沉降空气污染物的作用外，在关闭折流静电集尘分离器

(a、a1)功能时使用还具有对空气加湿作用。

5.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纳米水离子净化空调机，其中纳米水离子空气净化系统(14)

的水雾发生器(5)和纳米喷雾管(3)，喷雾管上安装的纳米高压电极(6)，这种实施形式和方

法具有电离发射纳米级超细雾滴作用；纳米超细雾滴具有捕捉、分离、凝聚空气中PM2.5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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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颗粒、甲醛、TVOC等作用。

6.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纳米水离子净化空调机，其中纳米水离子空气净化系统(14)

折流静电集尘分离器(a、a1)的实施形式，由于其波浪形折板片给成的流体力学原理构造，

使空气呈波浪形进入时在撞击力的作用下配合纳米雾滴的捕捉能够更好地分离空气中的

PM2.5微尘颗粒、甲醛、TVOC等污染物，在集尘板电场的净电吸附作用下回收降入废水箱，而

排出的是洁净恒湿的清新空气。

7.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纳米水离子净化空调机，其中纳米水离子空气净化系统(14)

的等负离子发生器(12)，等负离子高压电极(4)安装在两侧进风口处，接地端接主体两侧的

折流静电集尘分离器上；使等负离子高压电极(4)和两侧(a、a1)折流静电集尘分离器形成

一个电场，起到对空气杀菌和集尘作用。

8.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纳米水离子净化空调机，其中纳米水离子空气净化系统(14)

经电解分离器(16)电解后的碱性电解水雾化电离后的纳米细雾对除尘、除臭、除甲醛具有

长期有效的作用；酸性水和含杂质水排出。

9.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纳米水离子净化空调机，其纳米水离子空气净化系统(14)先

净化空气再制冷的方法和实施方式对空调机蒸发器及内部具有防止尘埃积聚和细菌病毒

滋生，防止空气二次污染的功效。

10.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纳米水离子净化空调机，其中纳米水离子空气净化系统(14)

使空气先经等负离子高压电极(4)对空气进行电离杀菌，再与纳米水离子雾混合对空气中

污染物进行湿式捕捉和沉降，最后经波浪形流体式折流静电集尘分离器(a、a1)的多次净化

过滤空气的实施方式和装置，能有效的捕捉和分离空气中的PM2.5微尘颗粒、甲醛、TVOC等

污染物，使用过滤后的空气分健康清新洁净。

11.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纳米水离子净化空调机，其中纳米水离子空气净化系统(14)

的水雾发生器(5)和纳米喷雾管(3)，喷雾管上安装的纳米高压电极(6)，这种实施形式和方

法具有发射纳米级超细雾滴作用，纳米水雾能够长期有效的清洗集装置集及类似于集尘功

能的集尘过滤装置，能够避免集尘过滤器件由于长期对污染物的收集而失效需更换或清洗

的烦琐。

1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纳米水离子净化空调机，其纳米水离子空气净化器(14)的波

浪流体式折流集尘分离器板(a、a1)具集水脱水除湿、恒湿的功能。

13.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纳米水离子净化空调机，其中纳米水离子空气净化系统(14)

的波浪形流体式折流静电集尘分离器(a、a1)的实施方法和形式，具除湿、除PM2.5微尘颗粒

的功能；其开孔具有提高风速增加空调机制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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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水离子净化空调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制冷空调空气净化技术，水触媒技术；具体涉及等负离子杀菌净化空

气，荷电纳米水雾除尘、折流静电集尘分离器除雾除尘、电解碱性水除甲醛；涉及一种产生

纳米离子水雾对污染空气清洗、分离及加湿；通过水雾对集尘及过滤器件进行清洗；特别涉

及一种自动产生纳米离子水雾将空气微尘粒吸附分离清洗净化过虑后再制冷的方法和装

置；雾化前之水经过电解器分解产生碱性水；其中本发明可以使空气中的微尘埃、pm2.5、细

菌、甲醛等污染空气被过滤掉，达到空气净化作用；它和国内外市场现有的空调机不同，除

了必须的制冷功能外，有优良的净化空气作用，拥有对集尘过滤器件清洗功能、对室内空气

有加湿除湿、空调冷凝水回利用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有效的对空气进行杀菌、除异味、

除甲醛、除PM2.5后再制冷，创造性发明冷凝水回收变废为宝，空调机制冷后的空气带湿度

舒适健康宜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合成家具的出现，汽车尾汽排放，燃煤，化工油漆，工厂燃烧

排出废气等产生大量污染空气，使得灰霾、雾霾天气日趋严重；这种污染成为现实生活危害

身体健康的根源；因此，要通过防止空气污染和细菌传播，可以用纳米水离子净化空调机对

空气进行净化。

[0003] 现已知的空调机功能繁多，但大多都以制冷节能为技术开发核心，对净化空气方

面的作用很小，只有少部份使用了过虑式微湿功能，现在空调的净化功能极为简单，效果也

不理想，通常空调使用的空气净化技术有简单的拦截式过滤，惯性和扩散式过滤、静电式过

滤、化学式过滤；但这些技术均有一个致命的缺点，由于在一定时间的拦截污染空气后，所

用的拦截材料都会积满污染物，导致净化效果和杀菌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失效。虽可清洗更

换，但工作烦琐，且极易产生二次污染！

[0004] 本发明水离子净化空调机采用的是水触媒技术；分为两个重要组成部份，分别是：

纳米水离子空气净化系统(14)和制冷部份，其中重要的纳米离子空气净化系统是通过回收

利用空调冷凝水自动产生带荷电超细纳米离子水雾，由电解后的碱性水经雾化后再由高电

压电离而成，当外部空气被抽入空调机时先经过等负离子高电压极区(4)对空气杀菌的同

时使空气带电，然后再与纳米离子水雾混合后成荷电超细纳米离子水雾流经流体波浪形钻

孔板片组成的(a、a1)折流静电集尘分离器，利用荷电纳米离子水雾湿式捕集、重力沉降技

术，静电吸附和流体式静电集尘分离器的层层拦截，将空气中的甲醛、TVOC、PM2.5等有害污

染空气和尘埃分离出来；而带尘埃受污染的荷电水雾因为其重力大而被吸附在折流静电集

尘分离器上，且因为其含尘埃而被吸附在折流静电集尘分离器上的水雾不断地积聚增加成

大水球受重力而自由落下到废水回收箱(7)内，排至室外，而不带尘埃、不带PM2.5颗粒、不

带甲醛等污染物的水雾空气因其重力小而通过折流静电集尘板，净化后带着湿度、带生物

等负离子的纯净健康空气经蒸发器制冷后排至室内；净化器部份不仅能有效的对空气进行

净化，并集冷凝水回收、集尘过滤器件清洗、室内空气加湿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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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纳米水离子净化空调机，模仿了大自然的风雨雷电效

果，具有优良的，长期有效的能将空气中细菌杀灭；将空气中的甲醛，PM2.5可入肺颗粒等有

害污染空气和尘埃分离，排出洁净的清新空气。

[0006]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纳米水雾荷电技术湿式捕集达到重力沉降、分离空气

污染物、PM2.5颗粒物；同时利用水雾对空调机净化器本身内部的集尘过滤器件进行长期有

效的清洗除尘；创造性的解决了普通净化器长期使用后集尘器件失效更换繁锁的弊端；对

空调机冷凝水有效的回收利用，变废为宝，其中加湿功能使空调机在干燥的季节调节空气

湿度使处于人体最舒适的范围内，在潮湿季节减少空气湿度具有除湿的用使处于人体最舒

适的范围内。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纳米水离子净化空调机有进风和送风系统；制冷系

统；纳米水离子空气净化系统(14)；空气抽风机(11)，用于将外部空气抽入纳米水离子空气

净化系统进行净化后送经蒸发器(18)制冷后排至室内。

[0008] 纳米水离子空气净化系统由电解水储水箱(9)、冷凝水储水箱(10)、冷凝水导管

(19)外置加水口(20)、水雾发生器(5)、纳米喷雾管(3)、纳米高压电极(6)、等(负)离子高压

电极(4)、电解分离器(16)、折流静电集尘分离器(a、a1)、废水回收箱(7)、污水排水管(8)组

成。

[0009] 纳米水离子净化空调机启动时，由抽风机(11)将外部污染空气抽经纳米水离子净

化系统(14)净化后送经蒸发器(18)制冷排至室内，空调机抽风机启动时，污染空气先流经

纳米水离子净化系统的等负离子高压电极(4)，对空气杀菌使污染空气进入时带电荷，然后

带电荷的污染空气流经接有纳米高压电极(6)的纳米喷雾管(3)，使纳米水雾对空气杀菌、

除臭氧，对空气PM2.5微尘污染粒子产生拦截、碰撞、凝聚作用实现捕捉，实现将污染空气的

微细颗粒PM2.5、TVOC、甲醛等有害物质与空气分离，加湿后带电荷空气流经接地的折流静

电集尘分离器(a、a1)再次电离分解，由于电场电荷作用力和湿式粘附作用使PM2.5微尘颗

粒粘附在折流静电集尘分离器上，在折流静电集尘分离器上的微细PM2.5颗粒由于与纳米

水雾的积聚不断的加重然后向下沉降与雾滴一起流向废水回收箱(7)内然后排出；而分离

后的洁净空气则继续经由抽风机(11)通过送风管道(17)送至蒸发器(18)进行制冷；由于折

流静电集尘分离器(a、a1)是由导电板片呈波浪形折叠而成的组合体，当空气进入时会与折

流静电集尘分离器发生碰撞，折流静电集尘分离器使空气绕流进入，经过层层的拦截，延长

了空气净化分离时间，再加上其强有力的电场力作用下可以起除尘除雾的作用；同时电解

纳米荷电水雾有除臭氧作用；净化后的洁净空气经制冷后源源不断排出的是带湿度和接近

自然生态离子的洁净空气，使室内空气更加的清新洁净，在不需要空调制冷的时候可以单

独开启纳米水离子空气净化系统，净化系统在不制冷而单独使用时其波浪式的板片开孔组

合而成的折流静电集尘分离器(a、a1)还具有除湿的作用，当空气呈波浪形绕流进入经过电

场电荷作用和波浪形绕流层层的拦截时空气中的水份会被脱除，而被脱除的水份会降入废

水箱内，最后排出的空气湿度被控制在人体感觉最舒适的湿度范围内，所以对空气具有除

湿的作用，纳米水离子净化系统不但有除湿作用，同时还具有加湿的作用；在不需要空调制

冷的时候可以单独开启纳米水离子空气净化器的水雾发生器(5)，但必须关闭折流静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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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分离器(a、a1)功能，电解后的碱性水经水雾发生器雾化后再由高电压电离而成纳米水

雾，当外部干燥空气被抽入空调机时先经过等负离子高压电极(4)然后流经纳米喷雾管，对

空气杀菌的同时使空气带电加湿，再经过已关闭的折流静电集尘分离器(a、a1)时，水份没

有流失，所以对空气具有加湿的作用。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发明纳米水离子净化空调机的立体图

[0011] 图2为本发明纳米水离子净化空调机的纵剖面图

[0012] 图3为本发明纳米水离子净化空调机中纳米水离子净化系统的纵剖面图

[0013] 图4为本发明纳米水离子净化空调机中纳米水离子净化系统的折流静电集尘分离

器组合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是对照附图实施形式对本发明进行的详细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纳米水离子净化空调机的立体图和图2是本发明的纳米水离子净

化空调机的纵剖面图。

[0016]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的纳米水离子净化空调机包括一个主体(21)；主体底部

的两则是进风栅格进风口(1)；两个进风口之间连接的是纳米水离子净化系统(14)，具有等

负离子杀菌净化空气，折流静电集尘分离器与电解碱性纳米水离子水雾是起到除臭氧、甲

醛、除臭、清洗除尘的作用；纳米水离子净化系统(14)的背面紧贴安装有抽风机(11)，用于

将外部空气抽入纳米水离子净化系统进行净化，并将洁净空气经由送风管道(17)送往顶部

的蒸发器(18)进行制冷，蒸发器制冷时由于温差作用会产生冷凝水，产生的冷凝水经由

(19)冷凝水导管导入纳米水离子净化系统的冷凝水储水箱(10)内，在没有冷凝水或冷凝水

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外置加水口(20)加水；制冷后的洁净空气经蒸发器的出风栅格

出风口(2)排至室内，出风栅格用于控制出风方向，在停止运行时自动关闭防尘进入。

[0017] 如图2所示，在纳米水离子净化空调机主体(21)的底部两侧进风栅格进风口(1)之

间安装了纳米水离子净化系统(14)；如图3所示纳米水离子净化系统(14)的顶部和底部分

别是冷凝水储水箱(10)和电解水储水箱(9)；冷凝水储水箱(10)用于储存制冷时产生的冷

凝水或外部加入之自来水；电解水储水箱(9)用于储存来自冷凝储水箱(10)经电解分离器

(16)电解分离后的电解碱性水；电解水储水箱(9)的底部安装了等负离子发生器(12)，其等

负离子高压电极(4)安装在两侧进风口(1)处，当抽风机启动时污染空气由两侧进风口(1)

经等负离子高压电极(4)进入，使空气带电荷并杀菌；等负离子发生器(12)接地极接在两侧

折流静电集尘分离器(a、a1)上，使折流静电集尘分离器(a、a1)和等负离子高压电极(4)之

间形成一个电场，加上其波浪流体形的设计，使用空气绕流进入延长空气的净化分离时间

以达到除尘、除雾、除湿作用；空气在进入折流静电集尘分离器(a、a1)前会先经过等负离子

高压电极(4)后流经纳米喷雾管(3)，使空气与纳米离子水雾混合，纳米水雾对空气杀菌、除

臭氧、对空气PM2.5微尘污染粒子产生拦截、碰撞、凝聚作用实现捕捉，将污染空气的微细颗

粒PM2.5、TVOC、甲醛、臭氧等有害物质与空气分离，加湿后带电荷空气流经接地的折流静电

集尘分离器(a、a1)再次电离分解，由于电场电荷作用力、湿式粘附作用力、加上波浪形折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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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电集尘分离器对空气产生的绕流作用使PM2.5微尘颗粒粘附在折流静电集尘分离器上，

达到除尘除湿的作用；在两侧折流静电集尘分离器底部设有一个废水回收箱(7)，废水箱底

部有废水排水接口(8)，当空气中的污染物PM2.5、甲醛、TOVC臭氧等被分离后会被雾滴的重

力作用下沉降入废水回收箱(7)后经(8)废水排水接口排出，如图3所示，为了使雾滴更加的

微细，纳米水离子净化系统(14)底部安装了纳米电极发生器(13)，其两个发射极安装在纳

米水离子净化系统(14)两侧的纳米喷雾管(3)底端，纳米高压电极(6)，目的在于利用两个

高电压的电子激烈撞击，将水雾发生器(5)产出的本来就达到纳米级的雾滴更加细化，纳米

级细雾可以加强对PM2.5可入肺颗粒的捕捉沉降，并起到杀菌作用，同时水雾发生器所雾化

之用水是空调冷凝水经过电解分离器(16)电解分离出来的碱性水，电解水能够长期有效的

发挥除甲醛的作用，而且还有杀菌除臭之功效，电解分离器(16)电解分离出来的污染酸性

水排至废水回收箱内；所以，经过纳米水离子净化系统(14)净化后再进行制冷的洁净空气

更清新自然，健康；而且还解决了因污染空气没有经过严格净化，在长期的与蒸发器接触后

导致空调蒸发器在长期使用后积尘滋生细菌，病毒的问题；而纳米水离子净化系统还具有

加湿的功能。

[0018] 如图3所示，纳米水离子净化系统两侧的折流静电集尘分离器(a、a1)是导电板片

钻孔制作而成；如图4所示，由若干块波浪形导电板片组合成一个波浪形栅格整体后可以使

空气呈波浪形进入时反复多次撞击板片，在激烈的撞击和静电的吸附作用下起到分离空气

污染物和拦截空气中多余水份的作用，加上纳米荷电水离子雾的湿式捕捉，使集尘效果最

大化；粘附在集尘板的污染物随着雾滴的增多凝聚加重而被雾珠冲洗进废水箱后排走；确

保折流静电集尘分离器不会因为长期的使用而积尘失效，折流静电集尘分离器的另一个功

能是脱水，当水雾进入后经过折流静电集尘分离器时在电场力的作用下和波浪形折流方式

的层层拦截，最终排出的就只有净化后带刚好适合人体感觉的清新空气，而其钻孔的目的

是解决空气进入时波浪形板片的阻力对进风量的影响。

[0019] 本发明中的纳米水离子净化系统(14)所述水雾发生器(5)为超声波雾化器，电热

加热雾化器或压力喷雾器。

[0020] 本发明中的纳米水离子净化系统(14)所述等负离子发生器(12)为输出高电压在

DC1000V以上的正高压离子与负高压离子发生器。

[0021] 本发明中的纳米水离子空气净化器(14)如图4所示所述波浪形折流静电集尘分离

器(a、a1)所用板片为不锈钢板片，导电纤维板片或其它防锈耐腐蚀的导电板片。

[0022] 本发明中的纳米水离子净化系统(14)所述等负离子高压电极(4)为不锈钢丝或导

电碳纤维束。

[0023] 本发明中的纳米水离子净化系统(14)所述纳米电极发生器(13)为输出高电压在

DC1000V以上的正高压离子与负高压离子发生器。

[0024] 本发明中的纳米水离子空气净化器(14)所述纳米高压电极(6)为高硬度、耐腐蚀、

耐磨导电材料制作而成的单组至多组发射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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