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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气体净化装置，包含一支撑框体，为一

可挠支撑体，其两端设有至少一嵌入槽及多个通

气孔，该多个通气孔与该嵌入槽连通；以及至少

一净化气体模块，该净化气体模块嵌置于该嵌入

槽中定位，包含一净化致动器、一净化单元及一

外框本体，该净化致动器控制气体导入该净化气

体模块内部，透过该净化单元净化气体，净化后

气体由该净化气体模块排出于该多个通气孔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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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气体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包含：

一支撑框体，为一可挠支撑体，其两端设有至少一嵌入槽及多个通气孔，该多个通气孔

与该嵌入槽连通；以及

至少一净化气体模块，该净化气体模块嵌置于该嵌入槽中定位，包含一净化致动器、一

净化单元及一外框本体，该净化致动器控制气体导入该净化气体模块内部，透过该净化单

元净化气体，净化后气体由该净化气体模块排出于该多个通气孔外。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体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外框本体具有一净化进气口及一

净化出气口，且该净化出气口连通该多个通气孔，该外框本体内部设有一净化通道，连通该

净化进气口及该净化出气口，且该净化致动器及该净化单元设置于该净化通道中，透过该

净化致动器以控制气体导入该净化通道中，通过该净化单元净化气体，净化气体由经该净

化出气口排出，并经过该多个通气孔排出于外。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体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净化致动器为一微机电系统气体

泵。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体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净化致动器为一气体泵，该气体

泵包含:

一进气板，具有至少一进气孔、至少一汇流排孔及一汇流腔室，其中该进气孔供导入气

流，该汇流排孔对应该进气孔，且引导该进气孔的气流汇流至该汇流腔室；

一共振片，具有一中空孔对应该汇流腔室，且该中空孔的周围为一可动部；以及

一压电致动器，与该共振片相对应设置；

其中，该共振片与该压电致动器之间具有一腔室空间，以使该压电致动器受驱动时，使

气流由该进气板的该进气孔导入，经该汇流排孔汇集至该汇流腔室，再流经该共振片的该

中空孔，由该压电致动器与该共振片的该可动部产生共振传输气流。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体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净化致动器为一鼓风箱气体泵，

该鼓风箱气体泵包含：

一喷气孔片，包含多个连接件、一悬浮片及一中空孔洞，该悬浮片可弯曲振动，该多个

连接件邻接于该悬浮片周缘，而该中空孔洞形成于悬浮片的中心位置，透过多个连接件设

置定位，并提供弹性支撑该悬浮片，并使该喷气孔片底面间形成一气流腔室，且该多个支架

及该悬浮片之间形成至少一空隙；

一腔体框架，承载叠置于该悬浮片上；

一致动体，承载叠置于该腔体框架上，以接受电压而产生往复式地弯曲振动；

一绝缘框架，承载叠置于该致动体上；以及

一导电框架，承载叠设置于该绝缘框架上；

其中，该致动体、该腔体框架及该悬浮片之间形成一共振腔室，透过驱动该致动体以带

动该喷气孔片产生共振，使该喷气孔片的该悬浮片产生往复式地振动位移，以造成该气体

通过该至少一空隙进入该气流腔室再排出，实现该气体的传输流动。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体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净化单元为一滤网单元，包含多

个滤网，分别置设于该净化通道中保持一间距，透过该净化致动器控制气体导入该净化通

道中受多个滤网过滤净化。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气体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该滤网为一静电滤网、一活性碳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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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及一高效滤网(HEPA)等至少其中之一。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体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净化单元为一光触媒单元，包含

一光触媒及一紫外线灯，分别置设于该净化通道中保持一间距，透过该净化致动器控制气

体导入该净化通道中，且该光触媒透过该紫外线灯照射得以分解化气体。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体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净化单元为一光等离子单元，包

含一纳米光管，置设于该净化通道中，透过该净化致动器控制气体导入该净化通道中，透过

该纳米光管照射将气体中含有挥发性甲醛、甲苯及挥发性有机气体分解净化。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体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净化单元为一负离子单元，包含

至少一电极线、至少一集尘板及一升压电源器，该电极线、该集尘板置设于该净化通道中，

而该升压电源器设置于该净化气体模块内，提供该电极线高压放电，该集尘板带有负电荷，

透过该净化致动器控制气体导入该净化通道中，透过该电极线高压放电，得以将气体中所

含微粒带正电荷，将带正电荷微粒附着在带负电荷的该集尘板上净化。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气体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该电极线采用富勒烯材料纤维束

制成。

1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体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净化单元为一等离子体离子单

元，包含一电场上护网、一吸附滤网、一高压放电极、一电场下护网及一升压电源器，其中该

电场上护网、该吸附滤网、该高压放电极及该电场下护网置设于该净化通道中，且该吸附滤

网及该高压放电极夹置设于该电场上护网及该电场下护网之间，该升压电源器设置于该净

化气体模块内提供该高压放电极高压放电，以产生高压等离子柱带有等离子体离子，使气

体透过该净化致动器控制导入该净化通道中，透过等离子体离子分解净化气体。

13.一种气体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包含：

一支撑框体，为一可挠支撑体，其两端分别设有一第一嵌入槽、第二嵌入槽、多个第一

通气孔及多个第二通气孔，该多个第一通气孔与该第一嵌入槽连通，该多个第二通气孔与

该第二嵌入槽连通；以及

二净化气体模块，分别嵌置于该第一嵌入槽与该第二嵌入槽内，该二净化气体模块包

含有至少一净化致动器、至少一净化单元及一外框本体，该净化致动器控制气体导入该净

化气体模块内部，透过该净化单元净化气体，净化后气体自该二净化气体模块排出，且分别

由该多个第一通气孔及该多个第二通气孔输出，以于该支撑框体的两端之间形成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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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净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案关于一种气体净化装置，尤指一种应用于使用者呼吸部位附近周围环境净化

气体使用的气体净化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代人对于生活周遭的气体品质的要求愈来愈重视，例如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挥

发性有机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VOC)、PM2.5、一氧化氮、一氧化硫等等气体，甚

至于气体中含有的微粒，都会在环境中暴露影响人体健康，严重的甚至危害到生命。因此环

境气体品质好坏纷纷引起各国重视，目前急需要如何监测去避免远离，是当前重视的课题。

[0003] 如何确认气体品质的好坏，利用一种气体传感器来监测周围环境气体是可行的，

若又能即时提供监测信息，警示处在环境中的人，能够即时预防或逃离，避免遭受环境中的

气体暴露造成人体健康影响及伤害，利用气体传感器来监测周围环境可说是非常好的应

用。不过，即使马上可以得知空气品质状态，但如果无法即刻改善，也会立即对人体健康发

生影响，为了使用者呼吸部位附近周围环境能净化气体，并降低人体健康的影响，利用净化

装置提供一种空气污染的解决方案，是本案所研发的重要课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案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种气体净化装置，利用支撑框体的可携带移动及可调整

定位的便利性，让其上所嵌设净化气体模块来净化使用者周遭环境的气体，且支撑框体为

一可挠支撑体，使支撑框体可随依使用者的需求来调整定位，靠近于使用者的呼吸器官(如

鼻、嘴)附近互相对应，以形成净化气体排出对流于使用者的呼吸器官(如鼻、嘴)附近，让使

用者能呼吸到净化的气体，降低环境中的气体暴露造成人体健康影响及伤害。

[0005] 本案的一广义实施态样为一种气体净化装置，包含：一支撑框体，为一可挠支撑

体，其两端设有一至少一嵌入槽及多个通气孔，该多个通气孔与该嵌入槽连通；以及至少一

净化气体模块，该净化气体模块嵌置于该嵌入槽中定位，包含一净化致动器、一净化单元及

一外框本体，该净化致动器控制气体导入该净化气体模块内部，透过该净化单元净化气体，

净化后气体由该净化气体模块排出于该多个通气孔外。

附图说明

[0006] 图1为本案气体净化装置的外观示意图。

图2为本案气体净化装置的支撑框体外观示意图。

图3A为本案净化气体模块的净化单元第一实施例剖面示意图。

图3B为本案净化气体模块的净化单元第二实施例剖面示意图。

图3C为本案净化气体模块的净化单元第三实施例剖面示意图。

图3D为本案净化气体模块的净化单元第四实施例剖面示意图。

图3E为本案净化气体模块的净化单元第五实施例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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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及图4B所示分别为本案气体泵于不同视角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图4C所示为图4A及图4B所示的气体泵的剖面示意图。

图4D至图4F所示为图4C所示的气体泵的作动示意图。

图5A所示为本案鼓风箱气体泵相关构件分解示意图。

图5B至图5D所示为图5A所示的鼓风箱气体泵的作动示意图。

附图标记说明

1：支撑框体

11a：第一嵌入槽

11b：第二嵌入槽

12：多个通气孔

12a：第一通气孔

12b：第二通气孔

2：净化气体模块

21：净化致动器

22：净化单元

22a：滤网

22b：光触媒

22c：紫外线灯

22d：纳米光管

22e：电极线

22f：集尘板

22g：升压电源器

22h：电场上护网

22i：吸附滤网

22j：高压放电极

22k：电场下护网

23：外框本体

231：净化进气口

232：净化出气口

24：净化通道

3：气体泵

31：进气板

31a：进气孔

31b：汇流排孔

31c：汇流腔室

32：共振片

32a：中空孔

32b：可动部

32c：固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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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压电致动器

33a：悬浮板

331a：第一表面

332a：第二表面

33b：外框

331b：组配表面

332b：下表面

33c：连接部

33d：压电元件

33e：间隙

33f：凸部

331f：凸部表面

34：绝缘片

35：导电片

36：腔室空间

4：鼓风箱气体泵

41：喷气孔片

41a：连接件

41b：悬浮片

41c：中空孔洞

42：腔体框架

43：致动体

43a：压电载板

43b：调整共振板

43c：压电板

44：绝缘框架

45：导电框架

46：共振腔室

47：气流腔室

g：腔室间距

具体实施方式

[0007] 体现本案特征与优点的一些典型实施例将在后段的说明中详细叙述。应理解的是

本案能够在不同的态样上具有各种的变化，其皆不脱离本案的范围，且其中的说明及图示

在本质上当作说明之用，而非用以限制本案。

[0008] 请参阅图1、图2所示，本案的气体净化装置包含一支撑框体1及至少一个净化气体

模块2，支撑框体1为一可挠支撑体，设有一至少一嵌入槽及多个通气孔12，至少一嵌入槽分

别为一第一嵌入槽11a及第二嵌入槽11b，而多个通气孔12分别为多个第一通气孔12a及多

个第二通气孔12b，多个第一通气孔12a及多个第二通气孔12b分别与第一嵌入槽11a及第二

说　明　书 3/8 页

6

CN 110772923 A

6



嵌入槽11b相连通，而至少一净化气体模块2可嵌置定位于第一嵌入槽11a或第二嵌入槽11b

其中之一来实施净化气体，亦即气体净化装置的支撑框体1可利用一第一嵌入槽11a或者第

二嵌入槽11b的其中之一嵌置一净化气体模块2来实施净化气体，或者于另一实施例中，至

少一净化气体模块2为二净化气体模块2，其分别嵌置于第一嵌入槽11a与第二嵌入槽11b的

中，来提升净化气体的功效，以形成净化气体排出对流于使用者的呼吸器官(如鼻、嘴)附

近，让使用者能呼吸到净化的气体。

[0009] 如图3A至图3E所示，上述的净化气体模块2包含一净化致动器21、一净化单元22及

一外框本体23，外框本体23具有一净化进气口231及一净化出气口232，且该净化出气口232

连通所对应的多个通气孔12(多个第一通气孔12a或多个第二通气孔12b)，以及内部设有一

净化通道24，连通净化进气口231及净化出气口232，且净化致动器21设置于净化通道24中，

以及净化单元22置设于净化通道24中，透过净化致动器21以控制气体导入净化通道24中，

通过净化单元22净化气体，净化后的气体由经净化出气口232排出，并经过多个通气孔12排

出于外，供使用者可使用本案的气体净化装置达到净化周遭环境气体的效益。

[0010] 如图3A所示为净化气体模块2的净化单元22第一实施例剖面示意图，上述的净化

单元22可为一种滤网单元，包含多个滤网22a，本实施例为两个滤网22a分别置设于净化通

道24中保持一间距，使气体透过净化致动器21控制导入净化通道24中受各两滤网22a吸附

气体中所含化学烟雾、细菌、尘埃微粒及花粉，以达净化气体的效果，其中滤网22a可为静电

滤网、活性碳滤网或高效滤网(HEPA)。

[0011] 如图3B所示为净化气体模块2的净化单元22第二实施例剖面示意图，上述净化单

元22可为一种光触媒单元，包含一光触媒22b及一紫外线灯22c，分别置设于净化通道24中

保持一间距，使气体透过净化致动器21控制导入净化通道24中，且光触媒22b透过紫外线灯

22c照射得以将光能转换化学能对气体分解有害气体及消毒杀菌，以达净化气体的效果。当

然本实施例中的净化单元22也可配合滤网22a在净化通道24中，以加强净化气体的效果，其

中滤网22a可为静电滤网、活性碳滤网或高效滤网(HEPA)。

[0012] 如图3C所示为净化气体模块2的净化单元22第三实施例剖面示意图上述的净化单

元22可为一种光等离子单元，包含一纳米光管22d，置设于净化通道24中，使气体透过净化

致动器21控制导入净化通道24中，透过纳米光管22d照射，得以将气体中的氧分子及水分子

分解成具高氧化性光等离子气流，该离子气流具有破坏有机分子的能力，可将气体中含有

挥发性甲醛、甲苯、挥发性有机气体(VOC)等气体分子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以达净化气体

的效果。当然本实施例中的净化单元22也可配合滤网22a在净化通道24中，以加强净化气体

的效果，其中滤网22a可为静电滤网、活性碳滤网或高效滤网(HEPA)。

[0013] 如图3D所示为净化气体模块2的净化单元22第四实施例剖面示意图上述的净化单

元22可为一种负离子单元，包含至少一电极线22e、至少一集尘板22f及一升压电源器22g，

每个电极线22e及每个集尘板22f置设于净化通道24中，而升压电源器22g设置于净化气体

模块2内提供每个电极线22e高压放电，每个集尘板22f带有负电荷，使气体透过净化致动器

21控制导入净化通道24中，透过每个电极线22e高压放电，得以将气体中所含微粒带正电

荷，将带正电荷微粒附着在带负电荷的每个集尘板22f上，以达净化气体的效果。上述的电

极线22e采用富勒烯材料纤维束制成。当然本实施例中的净化单元22也可配合滤网22a在净

化通道24中，以加强净化气体的效果，其中滤网22a可为静电滤网、活性碳滤网或高效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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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A)。

[0014] 如图3E所示为净化气体模块2的净化单元22第五实施例剖面示意图上述的净化单

元22可为一种等离子体离子单元，包含一电场上护网22h、一吸附滤网22i、一高压放电极

22j、一电场下护网22k及一升压电源器22g，其中电场上护网22h、吸附滤网22i、高压放电极

22j及电场下护网22k置设于净化通道24中，且吸附滤网22i及高压放电极22j被夹置设于电

场上护网22h及电场下护网22k之间，而升压电源器22g设置于净化气体模块2内提供高压放

电极22j高压放电，以产生高压等离子柱带有等离子体离子，使气体透过净化致动器21控制

导入净化通道24中，透过等离子体离子使得气体中所含氧分子与水分子电离生成阳离子(H
+)和阴离子(O2-)，且离子周围附着有水分子的物质附着在病毒和细菌的表面之后，在化学

反应的作用下，会转化成强氧化性的活性氧(羟基，OH基)，从而夺走病毒和细菌表面蛋白质

的氢，将其分解(氧化分解)，以达净化气体的效果。当然本实施例中的净化单元22也可配合

滤网22a在净化通道24中，以加强净化气体的效果，其中滤网22a可为静电滤网、活性碳滤网

或高效滤网(HEPA)。

[0015] 再请参阅图4A、图4B及图4C所示，本案净化致动器21为一气体泵3，包含有依序堆

叠的一进气板31、一共振片32、一压电致动器33、一绝缘片34、一导电片35。进气板31具有至

少一进气孔31a、至少一汇流排孔31b及一汇流腔室31c，上述的进气孔31a与汇流排孔31b其

数量相同，于本实施例中，进气孔31a与汇流排孔31b以数量4个作举例说明，并不以此为限；

4个进气孔31a分别连通4个汇流排孔31b的一端，且4个汇流排孔31b的另一端汇流到汇流腔

室31c。

[0016] 上述的共振片32，可透过贴合方式组接于进气板31上，且共振片32上具有一中空

孔32a、一可动部32b及一固定部32c，中空孔32a位于共振片32的中心处，并与进气板31的汇

流腔室31c对应，而设置于中空孔32a的周围且与汇流腔室31c相对的区域为可动部32b，而

设置于共振片32的外周缘部分用于贴固于进气板31上则为固定部32c。

[0017] 上述的压电致动器33，包含有一悬浮板33a、一外框33b、至少一连接部33c、一压电

元件33d、至少一间隙33e及一凸部33f；其中，悬浮板33a为一正方型悬浮板，具有第一表面

331a及相对第一表面331a的一第二表面332a，外框33b环绕设置于悬浮板33a的周缘，且外

框33b具有一组配表面331b及一下表面332b，并透过至少一连接部33c连接于悬浮板33a与

外框33b之间，以提供弹性支撑悬浮板33a的支撑力，其中，至少一间隙33e为悬浮板33a、外

框33b与连接部33c之间的空隙，用以供气体通过。此外，悬浮板33a的第一表面331a具有凸

部33f，凸部33f于本实施例中是将凸部33f的周缘且邻接于连接部33c的连接处透过蚀刻制

程，使其下凹，来使悬浮板33a的凸部33f高于第一表面331a来形成阶梯状结构。

[0018] 又如图4C所示，本实施例的悬浮板33a采以冲压成形使其向下凹陷，其下陷距离可

由至少一连接部33c成形于悬浮板33a与外框33b之间所调整，使在悬浮板33a上的凸部33f

的凸部表面331f与外框33b的组配表面331b两者形成非共平面，亦即凸部33f的凸部表面

331f将低于外框33b的组配表面331b，且悬浮板33a的第二表面332a低于外框33b的下表面

332b，又压电元件33d贴附于悬浮板33a的第二表面332a，与凸部33f相对设置，压电元件33d

被施加驱动电压后由于压电效应而产生形变，进而带动悬浮板33a弯曲振动；利用于外框

33b的组配表面331b上涂布少量粘合剂，以热压方式使压电致动器33贴合于共振片32的固

定部32c，进而使得压电致动器33得以与共振片32组配结合。此外，绝缘片34及导电片35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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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框型的薄型片体，依序堆叠于压电致动器33下。于本实施例中，绝缘片34贴附于压电致动

器33之外框33b的下表面332b。

[0019] 请继续参阅图4C所示，气体泵3的进气板31、共振片32、压电致动器33、绝缘片34、

导电片35依序堆叠结合后，其中悬浮板33a与共振片32之间形成一腔室间距g，腔室间距g将

会影响气体泵3的传输效果，故维持一固定的腔室间距g对于气体泵3提供稳定的传输效率

是十分重要。本案的气体泵3对悬浮板33a使用冲压方式，使其向下凹陷，让悬浮板33a的第

一表面331a与外框33b的组配表面331b两者为非共平面，亦即悬浮板33a的第一表面331a将

低于外框33b的组配表面331b，且悬浮板33a的第二表面332a低于外框33b的下表面332b，使

得压电致动器33的悬浮板33a凹陷形成一空间得与共振片32构成一可调整的腔室间距g，直

接透过将上述压电致动器33的悬浮板33a采以成形凹陷构成一腔室空间36的结构改良，如

此一来，所需的腔室间距g得以透过调整压电致动器33的悬浮板33a成形凹陷距离来完成，

有效地简化了调整腔室间距g的结构设计，同时也达成简化制程，缩短制程时间等优点。

[0020] 图4D至图4F为图4C所示的气体泵3的作动示意图。请先参阅图4D，压电致动器33的

压电元件33d被施加驱动电压后产生形变带动悬浮板33a向下位移，此时腔室空间36的容积

提升，于腔室空间36内形成了负压，便汲取汇流腔室31c内的空气进入腔室空间36内，同时

共振片32受到共振原理的影响被同步向下位移，连带增加了汇流腔室31c的容积，且因汇流

腔室31c内的空气进入腔室空间36的关系，造成汇流腔室31c内同样为负压状态，进而通过

汇流排孔31b、进气孔31a来吸取空气进入汇流腔室31c内；请再参阅图4E，压电元件33d带动

悬浮板33a向上位移，压缩腔室空间36，迫使腔室空间36内的空气通过间隙33e向下传输，来

达到传输空气的效果，同时间，共振片32同样被悬浮板33a因共振而向上位移，同步推挤汇

流腔室31c内的气体往腔室空间36移动；最后请参阅图4F，当悬浮板33a被向下带动时，共振

片32也同时被带动而向下位移，此时的共振片32将使压缩腔室空间36内的气体向至少一间

隙33e移动，并且提升汇流腔室31c内的容积，让气体能够持续地通过进气孔31a、汇流排孔

31b来汇聚于汇流腔室31c内，透过不断地重复上述步骤，使气体泵3能够连续将气体自进气

孔31a进入，再由至少一间隙33e向下传输，以不断地汲取净化气体模块2外的气体进入，提

供气体给净化气体模块2净化。

[0021] 请继续参阅图4C，净化致动器21为一气体泵3，气体泵3也可为透过微机电制程的

方式所制出的微机电系统气体泵，其中，进气板31、共振片32、压电致动器33、绝缘片34、导

电片35皆可透过面型微加工技术制成，以缩小整个泵的体积。

[0022] 当然，请参阅图5A、图5B至图5D所示，本案净化致动器21为也可为一种鼓风箱气体

泵4(BLOWER  PUMP)，包含有依序堆叠的喷气孔片41、腔体框架42、致动体43、绝缘框架44及

导电框架45；喷气孔片41包含了多个连接件41a、一悬浮片41b及一中空孔洞41c，悬浮片41b

可弯曲振动，多个连接件41a邻接于悬浮片41b的周缘，本实施例中，连接件41a其数量为4

个，分别邻接于悬浮片41b的4个角落，但不此以为限，而中空孔洞41c形成于悬浮片41b的中

心位置；腔体框架42承载叠置于悬浮片41b上，致动体43承载叠置于腔体框架42上，并包含

了一压电载板43a、一调整共振板43b、一压电板43c，其中，压电载板43a承载叠置于腔体框

架42上，调整共振板43b承载叠置于压电载板43a上，压电板43c承载叠置于调整共振板43b

上，供施加电压后发生形变以带动压电载板43a及调整共振板43b进行往复式弯曲振动；绝

缘框架44则是承载叠置于致动体43的压电载板43a上，导电框架45承载叠置于绝缘框架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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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其中，致动体43、腔体框架42及悬浮片41b之间形成一共振腔室46。

[0023] 再请参阅图5B至图5D为本案的鼓风箱气体泵4的作动示意图。请先参阅图5B所示，

鼓风箱气体泵4透过连接件41a定位，使鼓风箱气体泵4设置于净化通道24中，喷气孔片41与

净化通道24的底面间隔设置，并于两者之间形成气流腔室47；请再参阅图5C，当施加电压于

致动体43的压电板43c时，压电板43c因压电效应开始产生形变并同步带动调整共振板43b

与压电载板43a，此时，喷气孔片41会因亥姆霍兹共振(Helmholtz  resonance)原理一起被

带动，使得致动体43向上移动，由于致动体43向上位移，使得气流腔室47的容积增加，其内

部气压形成负压，于鼓风箱气体泵4外的空气将因为压力梯度由喷气孔片41的连接件41a与

侧壁之间的空隙进入气流腔室47并进行集压；最后请参阅图5C，气体不断地进入气流腔室

47内，使气流腔室47内的气压形成正压，此时，致动体43受电压驱动向下移动，将压缩气流

腔室47的容积，并且推挤气流腔室47内气体，致使传导气体流通。

[0024] 当然，本案的鼓风箱气体泵4也可为透过微机电制程的方式所制出的微机电系统

气体泵，其中，喷气孔片41、腔体框架42、致动体43、绝缘框架44及导电框架45皆可透过面型

微加工技术制成，以缩小泵整个的体积。

[0025] 由上述所知，本案气体净化装置在具体实施上，其利用支撑框体1可携带移动及可

调整定位的便利性，让其上所嵌设净化气体模块2来净化使用者周遭环境的气体，且支撑框

体1为一可挠支撑体，使支撑框体1可随依使用者的需求来调整定位，靠近于使用者的呼吸

器官(如鼻、嘴)附近，且支撑框体1其两端的第一嵌入槽11a、第二嵌入槽11b各嵌置定位一

净化气体模块2(第一净化气体模块及第二净化气体模块)，两净化气体模块2嵌置定位支撑

框体1两端，以使两净化气体模块2净化气体排出形成对流于支撑框体1两端互相对应，以形

成净化气体排出对流于使用者的呼吸器官(如鼻、嘴)附近，让使用者能呼吸到净化的气体。

尤其在一些具体实施例中，例如婴儿在室内、室外的需求使用，以及长期卧床病人的需求使

用，行动不便的人无法对空污即时远离的使用，皆能即时应用使用。在一具体实施中，例如，

支撑框体1放置应用于婴儿车上调整适当婴儿卧床需求定位，将婴儿头部及颈部置位于支

撑框体1中，即可使支撑框体1上所嵌设净化气体模块2调整靠近于婴儿的呼吸器官(如鼻、

嘴)附近互相对应，让两个净化气体模块2运作净化气体排出对流于婴儿的呼吸器官(如鼻、

嘴)附近，以形成净化气体排出对流于婴儿的呼吸器官(如鼻、嘴)附近，让婴儿能呼吸到净

化的气体，降低婴儿在污染环境中的气体暴露造成健康影响及伤害；又在另一具体实施中，

同样利用支撑框体1可随使用者需求定位调整，应用婴儿车上调整适当婴儿靠卧需求定位，

将婴儿头部及颈部置位于支撑框体1中，且支撑框体1调整靠近于婴儿的呼吸器官(如鼻、

嘴)附近，使支撑框体1上所嵌设二净化气体模块2(第一净化气体模块及第二净化气体模

块)互相对应运作净化气体排出对流于婴儿的呼吸器官(如鼻、嘴)附近，以形成净化气体排

出对流于婴儿的呼吸器官(如鼻、嘴)附近，让婴儿能呼吸到净化的气体，降低婴儿在污染环

境中的气体暴露造成健康影响及伤害。如此本案气体净化装置利用支撑框体1的可携带移

动的便利性，让使用者可应用在室内、室外使用，随时随地呼吸到净化气体，降低空污对人

体健康影响及伤害，极具利用性。

[0026] 综上所述，本案所提供一种气体净化装置，利用支撑框体的可携带移动及可调整

定位的便利性，让其上所嵌设净化气体模块来净化使用者周遭环境的气体，且支撑框体为

一可挠支撑体，使支撑框体可随依使用者的需求来调整定位，靠近于使用者的呼吸器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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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嘴)附近互相对应，以形成净化气体排出对流于使用者的呼吸器官(如鼻、嘴)附近，让使

用者能呼吸到净化的气体，降低环境中的气体暴露造成人体健康影响及伤害。

[0027] 本案得由熟知此技术的人士任施匠思而为诸般修饰，然皆不脱如附申请专利范围

所欲保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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