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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空气净化装置的过滤层及空气净化装置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本 申请要求于 2017 年 10 月 09 日提交香港专利局 ，优先权号为

HK17110133. 8 , 发明名称为 "一种空气净化装置及方法 " 的香港专利申请的

优先权，其全部内容通过引用结合在本申请中。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环保设备技术领域 ，更加具体地说，涉及一种用于空气净化

装置 的过滤层及空气净化装置 。

背景技术

空气 中的污染物主要是分两个形态组成 ，一是如灰尘 、细菌、霉菌等形

状较大 的微粒 ，其分子结构复杂，由多种不 同的物质或成份结合而成 ，大约

百分之一微米至数百微米大小；一是如气体、臭味、挥发性有机化学物等化

学分子 ，其化学结构简单 ，由数种化学元素组成 ，且十分细小，只有埃米至

纳米 的大小 。

要处理这两类型 的污染物 ，一般都是用不 同技术 的过滤方法 。传统的有

用过滤纸 、甚至是高效能过滤纸 (HEPA Filter) , 过滤带污染物 的空气 ；也有

利用高 电压产生 的静 电除尘 、或有放 出负离子 ，使悬浮在空气 中的灰尘微粒

得 以带负 电荷 ，再使其于较 中性或正 电荷 的地方结集 的方法 ；也有使用活性

碳 、分子筛 、沸石作过滤材料 ，或再使用臭氧 、氧化剂、紫外光灯 ，配合光

触媒或不 同的催化触媒等材料进行氧化催化分解污染物 。这些过滤方法，各



有特性及效能。

针对空气 中不 同的污染物 ，市场上 的空气净化机往往使用多于一种 的空

气净化技术及过滤方法 。使用 的滤芯排列方法 ，往往是一层一层的滤芯并联

排列，并只设有一个抽气扇或吹风机 ，带动气流从上游流至下游 。不 同滤芯

有不 同的的物理及化学特性 ，有利用滤隔的方式 、有利用吸附的方式、有利

用 电离 的方式等 ；有些滤芯风阻较大、有些风阻较小、有些却没有风阻。由

于空气 中有不 同浓度污染物 、不 同源头污染物 ，这更使净化空气成一 门复杂

的课题 。而利用传统的滤芯排列方式，某些后置 的过滤层 ，因前置过滤层未

有有效处理污染物 ，而变得寿命减短，甚至坏掉，或把 已结集 的污染物吹出，

反而增加环境里的污染物 。

发明内容

根据本 申请 的各种实施例 ，提供一种用于空气净化装置 的过滤层及空气

净化装置 。

一种用于空气净化装置 的过滤层 ，包括第一过滤层与第二过滤层；所述

第一过滤层与第二过滤层均设置含絮状结构的纤维类材料连续前后折叠构成

波浪状 的折叠直纹；所述第一过滤层的折叠直纹 的纹理与第二过滤层 的折叠

直纹 的纹理 以不 同的角度或方 向排列。。

本发 明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 的细节在下面 的附图和描述 中提 出。本发 明

的其它特征 、 目的和优点将从说 明书、附图以及权利要求书变得 明显 。

附图说明

为 了更好地描述和说 明这里公开 的那些发 明的实施例和/ 或示例，可 以参



考一幅或多幅附图。用于描述 附图的附加细节或示例不应 当被认为是对所公

开的发 明、目前描述 的实施例和/ 或示例 以及 目前理解 的这些发 明的最佳模式

中的任何一者的范围的限制 。

图 l a 至 图 I f 为根据一些实施例 的空气净化装置 的五面及立体示意 图；

图 2 a 至 图 2g 为另一实施例的空气净化装置 的五面及立体示意图；

图 3 为 图 1 空气净化装置 的过滤器 的示意 图；

图 4 为 图 1 空气净化装置 的过滤器另一实施例的示意图；

图 5 为 图 1 空气净化装置 的长条状入风 口的示意 图；

图 6 a 为 图 1 空气净化装置 的长条状入风 口的实施例二的示意图；

图 6b 为 图 1 空气净化装置 的长条状入风 口的实施例三 的示意图；

图 7 为 图 3 过滤器 中负离子释放尖端的安装位置示意图；

图 8 为 图 4 过滤器 中负离子释放尖端的安装位置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案

为 了便于理解本发 明，下面将对本发 明进行更全面的描述 。但是，本发

明可 以以许多不 同的形式来实现，并不限于本文所描述 的实施例 。相反地，

提供这些实施例的 目的是使对本发 明的公开 内容的理解更加透彻全面 。

除非另有定义 ，本文所使用 的所有 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 明的技

术领域 的技术人员通常理解 的含义相 同。本文 中在本发 明的说 明书 中所使用

的术语只是为 了描述具体的实施例的 目的，不是 旨在于限制本发 明。

图 1 显示 了一实施例 的空气净化装置 的一个五面示意 图 （包括右侧视 图

a 前视 图 l b、左侧视 图 l c、后视 图 l d、俯视 图 l e ) ，及左 向 I f 立体示意

图。空气净化装置包括至少一个壳体及至少一个空气入 口；可选地 ，空气入



口为三个 ，三个空气入 口分别设于壳体 的右侧 101 、壳体 的左侧 103 及壳体

的前面 102 ; 空气净化装置设置至少一个用于除去微粒 的过滤器及至少一个

空气整流器 ；设置于过滤器 的过滤层设置含絮状结构的纤维类材料连续前后

折叠构成波浪状的折叠直纹 。

空气净化装置包括 了位于壳体 的后方上面 的至少一个空气 出口 104 、及

内置于壳体 的至少一个风机 ；空气入 口为空气整流器上含多个冲孔造成的长

条状入风 口，空气整流器为空气入 口和壳体整合 的一部分 。空气整流器 的长

条状入风 口跟过滤层 的折叠直纹 以相 同的方 向排列 。风机是一离心风机 ；风

机设有一风机入风 口、及一与风机入风 口垂直设置 的风机 出风 口；空气整流

器设置于风机入风 口的一侧 ，过滤器设置于空气整流器与风机入风 口之 间；

风机入风 口、过滤器 、及空气整流器 串连排列成一直线组成空气输入通道；

直线为输入空气 的方 向，该直线跟风机 出风 口输 出空气 的方 向成直角关系 。

在其他实施例 中，空气整流器为壳体 的一部分 。空气净化装置还包括一个挥

发性化学物散发部件 ，挥发性化学物散发部件含有对使用者有正面作用的化

学物 、或药 品、或香科、或精油、或杀菌剂 ，该挥发性化学物散发部件放置

于空气输入通道上 。挥发性化学物散发部件为一含有一个瓶 口的容器 ，容器

置设于过滤器及风机入风 口之 间。空气 由风机带动 ，流经空气整流器 ，然后

经过过滤器 ，进入风机入风 口前，在容器 的瓶 口产生文丘里管效应 （Venturi

effect) 、或柏努利定律效应 （Bernoulli effect) , 带动化学物 、或药 品、

或香科、或精油、或杀菌剂从瓶 口随已净化 的空气进入风机入风 口。

图 2 显示 了另一实施例的空气净化装置 的一个五面示意图 （包括前视 图

2a、后视 图 2b、右侧视 图 2c 、左侧视 图 2d、俯视 图 2e) ，及 2 个不 同角度 的

立体示意图 （前向图 2 f 及后 向图 2g ) 。空气净化装置包括至少一个壳体及至



少一个设于壳体后面 的空气入 口 202; 空气净化装置设置至少一个用于除去

微粒 的过滤器及至少一个空气整流器 ；设置于过滤器 的过滤层设置含絮状结

构的纤维类材料连续前后折叠构成波浪状的折叠直纹；空气净化装置包括 了

位于壳体的前方上面 的至少一个空气 出口 204 、及 内置于壳体 的至少一个风

机 ；空气整流器为空气入 口 202 和壳体整合 的一部分，该空气整流器含多个

长条状入风 口，长条状入风 口跟过滤层 的折叠直纹 以相 同的方 向排列。风机

是一离心风机 ；风机设有一风机入风 口、及一与风机入风 口垂直设置 的风机

出风 口；空气整流器设置于风机入风 口的一侧 ，过滤器设置于空气整流器与

风机入风 口之间；风机入风 口、过滤器 、及空气整流器 的长条状入风 口串连

排列成一直线组成空气输入通道；直线为输入空气的方 向，该直线跟风机 出

风 口 204 输 出空气的方 向成直角关系。在其他实施例 中，空气整流器为壳体

的一部分 。空气净化装置还包括一个挥发性化学物散发部件 ，挥发性化学物

散发部件含有对使用者有正面作用的化学物 、或药品、或香科 、或精油、或

杀菌剂，该挥发性化学物散发部件放置于空气输入通道上 。挥发性化学物散

发部件为一含有一个瓶 口的容器 ，容器置设于过滤器及风机入风 口之 间。空

气 由风机带动，流经空气整流器 ，然后经过过滤器 ，进入风机入风 口前，在

容器 的瓶 口产生文丘里管效应 （Venturi effect) 或柏努利定律效应

(Bernoulli effect) , 带动化学物 、或药 品、或香科 、或精油 、或杀菌剂从

瓶 口随已净化的空气进入风机入风 口。

图 3 显示 了一种空气净化装置 的过滤器 300 中第一过滤层 301 与第二过

滤层 302 以直角对准列放 的一个实施例 。第一过滤层 301 与第二过滤层 302

均为独位过滤层，第一过滤层 301 的折叠直纹的纹理与第二过滤层 302 的折

叠直纹的纹理 以不 同的角度或方 向排列；第一过滤层 301 的折叠直纹 的纹理



与第二过滤层 302 的折叠直纹 的纹理垂直设置 ；可选地，第一过滤层 301 的

折叠直纹是竖纹，第二过滤层 302 的折叠直纹是横纹；或第一过滤层 301 的

折叠直纹是横纹，第二过滤层 302 的折叠直纹为竖纹 。第一过滤层 301 的静

压力大于第二过滤层 302 的静压力，第一过滤层 301 靠近空气整流器设置 。

第一过滤层 301 的厚度大于第二过滤层 302 的厚度 ，第一过滤层 301 靠近空

气整流器设置 。第一过滤层 301 与第二过滤层 302 去除相 同的类型和相 同浓

度 的微粒状污染物时，有不 同的净化效率 。第一过滤层 301 与第二过滤层 302

以三文治式夹一层含蜂巢状结构的过滤件 ，过滤件为吸附材料 ；吸附材料为

分子筛或活性碳材料 。

当含微粒状污染物 的空气从空气整流器 的长条状入风 口进入壳体 内，被

长条状入风 口预先整流空气使其形成一层流气流 ；穿过一与层流气流相 同的

方 向排列的竖纹的第一过滤层 301 后，层流气流里含污染物 的空气大部分都

净化成含有少量微粒状污染物 的空气 ，由于第一过滤层 301 与第二过滤层 302

以直角对准列放 ，层流气流在第二过滤层 302 的纹理方 向改变时，其层流气

流特性在第二过滤层 302 中的位置急促被改变成乱流， 含有少量微粒状污染

物 的空气，急促的碰撞第二过滤层 302 的材料上，因此，微粒状污染物急促

地被第二过滤层 302 补获 。

图 4 显示 了一种空气净化装置 的过滤器 中第一过滤层 401 与第二过滤层

4 0 以直角对准列放 的另一个实施例 ，图 4 显示 了过滤器 的前视 图和后视 图；

第一过滤层 401 与第二过滤层 402 合并为一整体过滤器 。第一过滤层 401 的

静压力大于第二过滤层 402 的静压力，第一过滤层 401 靠近空气整流器设置 。

第一过滤层 401 的厚度大于第二过滤层 402 的厚度 ，第一过滤层 401 靠近空

气整流器设置 。第一过滤层 401 与第二过滤层 402 去除相 同的类型和相 同浓



度 的微粒状污染物时，有不 同的净化效率 。第一过滤层 401 与第二过滤层 402

以三文治式夹一层含蜂巢状结构的过滤件 ，过滤件为吸附材料 ；吸附材料为

分子筛或活性碳材料 。

图 5 显示 了一种空气净化装置 的壳体上长条状入风 口 501 的一个实施例；

过滤层的折叠直纹跟长条状入风 口 501 以相 同方 向排列。当含污染物 的空气

从长条状入风 口 501 进入壳体 内，被长条状入风 口 501 预先整流空气使其形

成一层流气流；再穿过一与层流气流相 同的方 向排列的竖纹 的第一过滤层 301

后 ，层流气流里含污染物 的空气大部分被净化 了，由于过滤层 的折叠直纹跟

长条状入风 口 501 以相 同方向排列，并因风机入风 口、过滤器 、及长条状入

风 口 501 串连排列成一直线 ，污染物在非常低风阻下被过滤器捕获，使流经

过滤器 的风流量高，增加 了空气净化装置 除污染物 的效能，减低 了用 电量 ，

达至环境保护的 目的。

图 6 a 显示 了一种空气净化装置 的壳体上多个冲孔造成的长条状入风 口

的实施例二；过滤层 的折叠直纹跟长条状入风 口 601 以相 同方 向排列。

图 6b 显示 了一种空气净化装置 的壳体上多个冲孔造成的长条状入风 口

的实施例三 ；过滤层 的折叠直纹与长条状入风 口 602 以相 同方 向排列。

图 7 显示 了一种空气净化装置 中还包括一个负离子产生器 ，负离子产生

器还包括 了负离子释放尖端 708 。负离子释放尖端 708 放置于二个独位 的第

一过滤层 301 与第二过滤层 302 之间。第一过滤层 301 的折叠直纹是竖纹，

第二过滤层 302 的折叠直纹是横纹 。当含污染物 的空气从长条状入风 口进入

壳体 内，被长条状入风 口预先整流空气使其形成一层流气流 ；再穿过一与层

流气流相 同的方 向排列的竖纹的第一过滤层 301 后，层流气流里含污染物 的

空气大部分被净化 了，还含有少量污染物 的空气 ，部分流经负离子释放尖端



708 ，变成带负电荷 的空气 ，当进入第二过滤层 302 时，由于第一过滤层 301

与第二过滤层 302 以直角对准列放 ，层流气流在第二过滤层 302 的纹理方 向

改变时，其层流气流特性 ，在第一过滤层 301 与第二过滤层 302 中的位置急

促被改变成乱流，部分带负电荷 的空气互相乱撞 ，使微粒污染物结集在一起 ，

经过第二过滤层 302 时急促被第二过滤层 302 补获 。负离子释放尖端 708 放

置于一端或置 中，并当使用者更换或放入第一过滤层 301 及第二过滤层 302

时，不会影响或移动负离子释放尖端 708 的位置 。

图 8 显示 了另一实施例的空气净化装置 中，还包括一个负离子产生器 ，

负离子产生器还包括 了负离子释放尖端 808 。负离子释放尖端 808 被安插于

第一过滤层 401 与第二过滤层 402 之间。第一过滤层 401 的折叠直纹是竖纹 ，

第二过滤层 402 的折叠直纹是横纹 。当含污染物 的空气从长条状入风 口进入

壳体，被长条状入风 口预先整流空气使其形成一层流气流 ；再穿过一与层流

气流相 同的方 向排列的竖纹的第一过滤层 401 后，层流气流里含污染物 的空

气大部分被净化 了，还含有少量污染物 的空气，部分流经负离子释放尖端 808 ，

变成带负电荷 的空气 ，当进入第二过滤器层 402 时，由于第一过滤层 401 与

第二过滤层 402 以直角对准列放 ，层流气流在第二过滤层 402 的纹理方 向改

变时，其层流气流特性，在第一过滤层 401 与第二过滤层 402 中的位置急促

被改变成乱流，部分带负电荷 的空气互相乱撞，使微粒污染物结集在一起，

经过第二过滤层 402 时急促被第二过滤层补获 。

本用于空气净化装置 的过滤层通过将设置第一过滤层于第二过滤层 ，第

一过滤层 的折叠直纹 的纹理与第二过滤层 的折叠直纹的纹理 以不 同的角度或

方 向排列，从而使含微粒状污染物 的空气流经过滤层后 ，空气里大部分 的污

染物被过滤净化成含有少量微粒状污染物 的空气 ，或完全净化 的空气，从而



有效处理污染物 。

本发 明有着更多的实施方法，随意调动 、装置 的入风 口、装置 的出风 口、

主要滤芯 、风机 、及不 同过滤器 的位置 ，只要设置于过滤器 的过滤层 由含絮

状结构 的纤维类材料连续前后折叠构成波浪状 的折叠直纹 ；壳体上含多个冲

孔造成 的长条状入风 口，长条状入风 口与过滤层 的折叠直纹 以相 同的方 向排

列 。装置含风机 ，风机入风 口及一风机 出风 口，风机入风 口、过滤器 、及长

条状入风 口串连排列成一直线 ，过滤器含第一过滤层与第二过滤层 ，第一过

滤层的折叠直纹 的纹理与第二过滤层的折叠直纹 的纹理 以不 同的角度或方 向

排列，都流入 了本发 明的精神 。本专利 申请是通过几个具体实施例进行说 明

的，在不脱离本专利 申请范围的情况下，还可 以对本专利 申请进行各种变换

及等 同替代 。另外，针对特定情形或具体情况 ，可 以对本专利 申请做各种修

改，而不脱离本专利 申请 的范围。因此 ，本专利 申请不局限于所公开的具体

实施例，而应当包括落入本专利 申请权利要求范围内的全部实施方式 。



权利要求书

1、一种用于空气净化装置 的过滤层 ，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过滤层与

第二过滤层 ；所述第一过滤层与第二过滤层均设置含絮状结构 的纤维类材料

连续前后折叠构成波浪状 的折叠直纹 ；所述第一过滤层 的折叠直纹 的纹理与

第二过滤层 的折叠直纹的纹理 以不 同的角度或方 向排列。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用于空气净化装置 的过滤层，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过滤层与第二过滤层均为独位过滤层 。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用于空气净化装置 的过滤层，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过滤层与第二过滤层合并为一整体过滤器 。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用于空气净化装置 的过滤层，其特征在于，

相邻 的所述第一过滤层与第二过滤层 以直角对准列放 。

5、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用于空气净化装置 的过滤层，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过滤层 的静压力大于第二过滤层 的静压力，所述第一过滤层靠近所

述空气整流器设置 。

6、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用于空气净化装置 的过滤层，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过滤层的厚度大于第二过滤层 的厚度 。

7、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用于空气净化装置 的过滤层，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 一过滤层与第 二过滤层去除相 同的类型和相 同浓度 的微粒状污染物

时，有不 同的净化效率 。

8、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用于空气净化装置 的过滤层，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过滤层与第二过滤层 以三文治式夹一层含蜂巢状结构 的过滤件 ，所

述过滤件为吸附材料 ；所述吸附材料为分子筛或活性碳材料 。

9、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用于空气净化装置 的过滤层，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过滤层 的折叠直纹 的纹理与所述第二过滤层 的折叠直纹的纹理垂直

设置 。

10、一种空气净化装置 ，其特征在于，包括根据权利要求 1至 9 中任一

项 的用于空气净化装置 的过滤层 ；所述空气净化装置包括至少一个风机 、至

少一个过滤器 、及至少一个空气整流器 ；所述风机是一离心风机 ；所述风机

设有一风机入风 口、及一与风机入风 口垂直设置 的风机 出风 口；所述空气整

流器设置于所述风机入风 口的一侧 ，所述过滤器设置于所述空气整流器与所

述风机入风 口之 间；所述用于空气净化 的过滤层设置于所述过滤器 ；所述风

机入风 口、过滤器 、及空气整流器依次排列成一直线组成空气输入通道 。

11、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 的空气净化装置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一个

负离子产生器 ，所述负离子产生器设置负离子释放尖端 。

12、根据权利要求 11 所述 的空气净化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负离子

释放尖端放置于所述第一过滤层与第二过滤层之间。

13、根据权利要求 11 所述 的空气净化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负离子

释放尖端安插于所述第一过滤层与第二过滤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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