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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雾空气净化装置，包括外壳、以及设

置于外壳内的水流机构与气流机构，所述水流机

构包括有进水管，用于向外壳内注入水，所述气

流机构包括至少一风机，所述风机的部分叶片浸

没于外壳内的水中，所述外壳于风机的排气口形

成有混合腔，沿气流流向所述混合腔的后侧设置

有气液分离件，风机运转抽吸污浊空气的同时将

水雾化，所述水雾与污浊空气在混合腔混合将污

浊空气净化，净化后的空气与水雾在气液分离件

处相分离，不仅净化速度快、净化效果好，而且从

根本上净化空气，没有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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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雾空气净化装置，包括外壳、以及设置于外壳内的水流机构与气流机构，其特

征在于：所述水流机构包括有进水管，用于向外壳内注入水，所述气流机构包括至少一风

机，所述风机的部分叶片浸没于外壳内的水中，所述外壳于风机的排气口形成有混合腔，沿

气流流向所述混合腔的后侧设置有气液分离件，风机运转抽吸污浊空气的同时将水雾化，

所述水雾与污浊空气在混合腔混合将污浊空气净化，净化后的空气与水雾在气液分离件处

相分离；

所述外壳内设置有第一隔板将外壳内的空间分隔为上部空间与下部空间，所述下部空

间内设置有第二隔板将其分隔为前、后两个部分，分别为第一空间与第二空间；所述水流机

构与气流机构设置于第二空间内；所述第一空间形成进气口，用于吸入污浊空气；所述第二

隔板形成通孔连通风机与第一空间；所述第一隔板形成开口连通第二空间与上部空间；所

述上部空间形成排气口，用于排出净化后的空气，所述第一空间内设置有防水隔板将风机

与进气口隔开，所述混合腔形成于风机的出风口与第一隔板之间，所述上部空间内对应排

气口形成有曲折的风道；

所述气液分离件设于水流机构与气流机构之间，所述气液分离件为格栅，所述格栅背

向混合腔的一侧向下倾斜；

所述水流机构和排水口位于第二空间的左侧，所述气流机构位于第二空间的右侧，所

述排水口位于格栅的左侧，所述进水管穿过格栅延伸至所述风机上方的所述混合腔。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雾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于风机的进风口的侧

边设置有格栅，所述格栅朝向进风口的一侧向下倾斜。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雾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于风机的进风口的侧

边设置有滤网或网格。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雾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管上连接有电磁阀、

水泵或机械球阀，用以控制进水量。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雾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流机构还包括溢流管，

所述溢流管竖立于外壳内，其顶端的高度与外壳内的设计水位相持平。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雾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部空间内还设置有杀菌

机构，所述杀菌机构包括紫外灯以及位于紫外灯照射范围内的光触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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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雾空气净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气净化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以水为媒介的水雾空气净化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空气中的PM2.5粒子、大颗粒灰尘、有机污

染物等正在逐渐地影响着人们的健康。而像卫生间，垃圾站等，其空气中更是含有大量臭气

分子，如吲哚、粪臭素、硫化氢、氨、胺、乙酸、丁酸等，散发着令人不愉快的粪臭味，扩散力强

而且持久，在很大程度上令人不适，甚至还有一些细菌和病毒在如厕的过程中散发到空气

中来，造成疾病的感染和传播。

[0003] 然而，现有大部分建筑仅靠排气风扇通风换气，将室内的污浊空气排出至室外，污

浊空气本身并没有得到净化，不仅室内空气质量难以得到明显的改善，抽出的污浊空气还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周边的环境卫生。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提供一种高效、无污染的水雾空气净化装置。

[0005] 一种水雾空气净化装置，包括外壳、以及设置于外壳内的水流机构与气流机构，所

述水流机构包括有进水管，用于向外壳内注入水，所述气流机构包括至少一风机，所述风机

的部分叶片浸没于外壳内的水中，所述外壳于风机的排气口形成有混合腔，沿气流流向所

述混合腔的后侧设置有气液分离件，风机运转抽吸污浊空气的同时将水雾化，所述水雾与

污浊空气在混合腔混合将污浊空气净化，净化后的空气与水雾在气液分离件处相分离。

[0006] 较佳地，所述气液分离件为格栅，所述格栅背向混合腔的一侧向下倾斜。

[0007] 较佳地，所述气液分离件为滤网或网格。

[0008] 较佳地，所述外壳于风机的进风口的侧边设置有格栅，所述格栅朝向进风口的一

侧向下倾斜。

[0009] 较佳地，所述外壳于风机的进风口的侧边设置有滤网或网格。

[0010] 较佳地，所述进水管上连接有电磁阀、水泵或机械球阀，用以控制进水量。

[0011] 较佳地，所述水流机构还包括溢流管，所述溢流管竖立于外壳内，其顶端的高度与

外壳内的设计水位相持平。

[0012] 较佳地，所述外壳内设置有第一隔板将外壳内的空间分隔为上部空间与下部空

间，所述下部空间内设置有第二隔板将其分隔为第一空间与第二空间；所述水流机构与气

流机构设置于第二空间内；所述第一空间形成进气口，用于吸入污浊空气；所述第二隔板形

成通孔连通风机与第一空间；所述第一隔板形成开口连通第二空间与上部空间；所述上部

空间形成排气口，用于排出净化后的空气。

[0013] 较佳地，所述第一空间内设置有防水隔板将风机与进气口隔开，所述混合腔形成

于风机的出风口与第一隔板之间，所述上部空间内对应排气口形成有曲折的风道。

[0014] 较佳地，所述上部空间内还设置有杀菌机构，所述杀菌机构包括紫外灯以及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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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灯照射范围内的光触媒网。

[0015] 相较于现有技术，本发明水雾空气净化装置的风机抽吸外部污浊空气的同时将水

雾化，利用水雾去除污浊空气中的臭气分子、PM2.5粒子、大颗粒灰尘等，并设置气液分离件

促使水雾净化后的洁净空气与污浊水相分离，不仅净化速度快、净化效果好，而且从根本上

净化空气，没有二次污染。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水雾空气净化装置的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图1所示水雾空气净化装置去除部分外壳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图1所示水雾空气净化装置的仰视图。

[0019] 图4为图3所示水雾空气净化装置沿IV‑IV线的纵向剖视图。

[0020] 图5为图3所示水雾空气净化装置沿V‑V线的纵向剖视图。

[0021] 图6为图3所示水雾空气净化装置的横向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下面将参照相关附图对本发明进行更全面的描述。附图中

示例性地给出了本发明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以使得本发明所公开的技术方案的理解更为

准确、透彻。但是，应当理解的是，本发明可以以多种不同的形式来实现，并不限于以下所描

述的实施例。

[0023] 图1‑3所示为本发明水雾空气净化装置的一具体实施例，包括外壳10、设置于外壳

10内的气流机构20、水流机构30、以及杀菌机构40。本发明水雾空气净化装置即可用于一般

家居室内空气净化，也可用于公共场所，如办公室、地铁站、公共卫生间、垃圾站等的空气净

化。

[0024] 所述外壳10为扁平的盒状，可以固定安装于墙壁等固定物上。所述外壳10形成有

与外部连通的进气口11、排气口12、进水口13、以及排水口14。所述气流机构20通过进气口

11抽吸室内的污浊空气，污浊空气在外壳10内净化后形成洁净的清新空气并通过排气口12

回到室内。所述进水口13与外部水管连接，水流机构30通过进水口13向外壳10内注入一定

量的清水，所述清水在外壳10内形成水雾与污浊空气作用，将污浊空气净化。所述排水口14

与外部下水管道(如用于一般室内空气净化)、或者便器的冲水管道(如用于卫生间空气净

化)连接，将净化空气后的污水排入下水道。

[0025] 本实施例中，所述外壳10内横向地设置有第一隔板15，所述第一隔板15将外壳10

内的空间分隔为上、下两部分。较佳地，所述第一隔板15靠近外壳10的顶部设置，上部空间

19的高度远小于下部空间。所述下部空间内竖直地设置有第二隔板16，所述第二隔板16将

下部空间分隔为前、后两个部分，以下分别称第一空间17与第二空间18。所述进气口11形成

于第一空间17的底部；所述排气口12形成于上部空间19的一侧。所述气流机构20、水流机构

30并排设置于第二空间18内，以图示方向看，水流机构30位于第二空间18的左侧、气流机构

20则位于右侧。所述进水口13、排水口14均形成于第二空间18的底部，并对应水流机构30设

置。

[0026] 请同时参阅图4‑6，所述气流机构20包括至少一风机，其运转时产生负压将外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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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浊空气抽入外壳10内。本实施例中，所述气流机构20包括两个并联设置的离心风机，每一

风机20包括壳体22以及可转动地设置于壳体22内的叶轮24。在其它实施例中，所述风机20

也可以是轴流风机、也可以是轴流风机与离心风机相搭配，所述各个风机20也可以是串联

设置。所述每一风机20的进风口26朝向第二隔板16、出风口28朝向第一隔板15。所述第一隔

板15与风机20之间留有一定的间隙，形成混合腔50。所述第二隔板16对应每一风机20的进

风口26形成一通孔160，连通第一空间17与第二空间18内的风机20。

[0027] 所述水流机构30包括进水管32、以及连接进水管32与进水口13的电磁阀34。所述

进水管32的末端为开口状，电磁阀34打开时进水直接流入至外壳10的第二空间18内。较佳

地，所述电磁阀34与一控制系统连接，定时打开向外壳10内注入一定量的水，使得外壳10内

保持一定量的水，也可以根据第二空间18内的水位高低自动打开与关闭，保障外壳10内的

水位在设计范围内，所述水位如图2中虚线所示，使得风机20的叶轮24的底部的叶片至少部

分浸没于水中。在其它实施例中，所述电磁阀34可以替换为水泵、机械球阀等。较佳地，所述

排水口14上还连接有溢流管36，所述溢流管36的高度与第二空间18内水位的设计高度相持

平，当电磁阀34打开往外壳10内注水时，多余的水通过溢流管36、排水口14向外排出，既使

外壳10内的水保持在一定的高度，又使外壳10内的水保持一定的清洁度，同时，在电磁阀34

出现异常而持续进水时，多余的水量通过溢流管36、排水口14向外排出，避免水量过大而影

响本发明水雾空气净化装置的使用与安全。

[0028] 本发明水雾空气净化装置在使用时，风机20的叶轮24高速转动，外部污浊空气由

进气口11流入第一空间17内，然后流过第二隔板16的通孔160，由风机20的进风口26进入风

机20内部；同时，由于叶轮24的快速切割，部分水在叶轮24的作用下雾化形成水雾。所述水

雾与污浊空气在风机20内相混合，之后由风机20的排风口进入混合腔50，如图2中箭头所

示。在流经混合腔50的过程中，空气与水雾充分混合，空气中的PM2.5粒子、大颗粒灰尘等被

吸附、转载于水雾中；臭气分子中的吲哚、粪臭素被转载于水雾中；臭气分子中的硫化氢、氨

气则溶解于水雾中，如此达到初步净化空气的效果，形成基本洁净的空气。

[0029] 较佳地，所述第一空间17内还设置有防水件52，如格栅等，所述格栅52大致位于风

机20的侧边(图示为左侧边)并朝向风机20所在一侧向下倾斜，如此即使少量的水在风机20

的叶轮24的作用下由进风口26向外飞溅，溅出的水在倾斜的格栅52的导引下向下回流，并

被风机20的高速气流吸入。应当理解地，所述防水件52也可以是滤网、网格等。更佳地，所述

第一空间17内还设置有防水隔板54，所述防水隔板54一体连接于第二隔板16与外壳10的前

侧板之间，位于进气口11的上方并位于第二隔板16的通孔160之下，如此避免溅出的水由进

气口11滴落至外部。

[0030] 所述第一隔板15的左侧，即对应水流机构30的位置处形成开口150，连通第二空间

18与上部空间19。较佳地，所述水流机构30与气流机构20之间还设置有气液分离件56，如格

栅等，所述格栅56朝向背向风机20所在的一侧向下倾斜，如此混合的空气与水雾在通过格

栅56的过程中被强制转向，倾斜向下流动，转载了空气的污染物的水雾在离心力和重力的

做用下向下运动，最终凝结成大水珠向下滴落，与净化后的基本洁净的空气分离，滴落的污

浊水最终由排水口14排入至下水管，不会造成二次污染。应当理解地，所述气液分离件56也

可以是滤网、网格等。

[0031] 所述杀菌机构40位于上部空间19内，包括光源42以及设置于光源42照射范围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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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触媒网44。所述光源42优选地为紫外灯，发射400nm以下的紫外光。所述光触媒网44为光

触媒粉末，如纳米二氧化钛等附着于铝材网所构成。所述光触媒网44可以是一个或多个，本

实施例图示为2个，所述两个光触媒网44分离设置，所述紫外灯42设置于两光触媒网44之

间，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紫外光。当然，在其它实施例中根据需要所述光触媒网44可以有更

多个，另外所述光触媒网44也可以替换为活性炭，或者光触媒网44与活性炭的搭配。

[0032] 分离后的基本洁净的空气由开口150进入上部空间19并朝向排气口12流动，光触

媒网44吸收紫外光并把水或氧气转化成强氧化活性基团，降解流过的基本洁净的空气中的

污染物，如甲醛、苯、甲苯、二甲苯、氨、TVOC等，并对大多数细菌、病毒有杀灭作用，在杀菌的

同时还能分解由细菌死体上释放出的有害复合物，最终形成洁净、健康的新鲜空气。由于水

雾首先对空气的净化，基本去除空气中的PM2.5粒子、大颗粒灰尘、臭气分子等，空气不会对

光触媒网44造成污染而导致其物理失效；而空气与水雾混合作用使得空气中富含水分子，

使得光触媒网44接触充足的水，可以保持光触媒网44持续、高效地降解空气中的有机污染

物。

[0033] 较佳地，所述上部空间19内形成有转折的风道58，所述风道58对应排气口12设置，

所形成的洁净、健康的新鲜空气在通过风道58的过程中被多次强制转向，把动能转化为压

力能，有效的降低风噪，使得本发明水雾空气净化装置运行噪音更低，用户体验更为舒适。

[0034] 本发明水雾空气净化装置的风机20抽吸外部污浊空气的同时将水雾化，利用水雾

去除污浊空气中的臭气分子、PM2.5粒子、大颗粒灰尘等，并在风机20的进风口设置防水件

52防止水溅出、在混合腔50后端设置气液分离件56促使水雾净化后的洁净空气与污浊水相

分离，有效提升净化效果。另外，在洁净空气的出风路径上设置光触媒网44，降解所形成基

本洁净的空气中的污染物、杀灭有害菌，形成洁净、健康的新鲜空气，不仅净化速度快，而且

净化效果好。而转载了臭气分子、PM2.5粒子、大颗粒灰尘等的水雾凝结成水并最终排入下

水道，整个净化装置的运行无需任何耗材，不会产生任何有害副产物，不仅使用成本低，更

重要的是臭气分子不会再重新扩散到空气中来，也不会残留在本发明水雾空气净化装置

内，从根本上净化空气，没有二次污染。

[0035]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实施方式，根据本发明的创造精神，本领域

技术人员还可以做出其他变化，这些依据本发明的创造精神所做的变化，都应包含在本发

明所要求保护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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