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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涉及智慧空调技术领域，公开一种空

调。空调包括：通风格栅，其设置有可用于容置净

化模块的净化框架，净化框架的边沿设置有一个

或多个用于向净化模块供电的接电端子；接电通

断装置，其被配置为在净化模块触碰或待触碰接

电端子时控制接电端子通电，以及在非净化模块

的对象触碰或待触碰接电端子时控制接电端子

断电。本公开实施例提供的空调通过设置的接电

通断装置，可以智能识别出触碰或待触碰接电端

子的对象是否为净化模块，并进而改变接电端子

的通断电状态，从而可以在用户手触碰接电端子

等情况出现时及时的控制接电端子断电，以减少

电击惊吓等问题的出现，有效保证了用户的空调

使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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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空调，其特征在于，包括：

通风格栅，其设置有可用于容置净化模块的净化框架，所述净化框架的边沿设置有一

个或多个用于向所述净化模块供电的接电端子；

接电通断装置，其被配置为在所述净化模块触碰或待触碰所述接电端子时控制所述接

电端子通电，以及在非净化模块的对象触碰或待触碰所述接电端子时控制所述接电端子断

电；

所述接电通断装置包括：

感应器，其感应范围至少覆盖所述接电端子，用于检测触碰或待触碰所述接电端子的

对象的特征参数；

控制器，与所述感应器电连接，其被配置为根据所述特征参数确定对象为净化模块时

控制所述接电端子通电，以及确定对象为非净化模块时控制所述接电端子断电；

所述接电通断装置还包括一一对应于所述接电端子设置的弹片，所述弹片翘立于所述

接电端子朝向所述净化框架中心的一侧，且所述弹片处于自然弹性状态时不与其对应的接

电端子接触；

所述弹片具有导电性且与所述接电通断装置电连接，所述弹片在外力作用下触碰所述

接电端子时能够将接电端子的电信号输送至所述接电通断装置；

所述接电通断装置还被配置为在接收到所述电信号时启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调，其特征在于，所述感应器为色彩传感器，所述特征参数

为触碰或待触碰所述接电端子的对象的颜色；

所述控制器被配置为在所述色彩传感器检测到的颜色与设定颜色一致时确定所述对

象为所述净化模块，否则为所述非净化模块。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空调，其特征在于，所述设定颜色为非肉色。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空调，其特征在于，所述色彩传感器嵌设于所述净化框架的框

体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调，其特征在于，所述弹片的形状包括V型、Z型或S型。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调，其特征在于，所述通风格栅包括一个或多个所述净化框

架，至少一个所述净化框架设置有所述接电通断装置。

7.根据权利要求1或6所述的空调，其特征在于，所述通风格栅包括进风格栅或出风格

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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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空调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智慧空调领域，例如涉及一种空调。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空调作为一种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必需电器设备，已经从

最开始的单冷机型逐渐发展到能够具备制冷、制热和除湿等更多功能的先进机型；同时，用

户对于空调的功能需求也已不局限于温度和湿度调节这些方面，例如，随着现今雾霾情况

的加重，室内空气质量也被越来越多的用户所关注，因此现有的空调产品中很多也增加了

能够实现空气净化的部件，如滤网、负离子净化模组等，从而使空调能够在维持原有功能的

情况下，还可以对室内环境的空气持续的进行净化，从而保证室内环境的空气质量和用户

的呼吸健康。

[0003] 在实现本公开实施例的过程中，发现相关技术中至少存在如下问题：

[0004] 除了滤网等采用物理筛选方式净化空气的类型之外，其它诸如负离子净化模组等

类型的净化模块是需要空调供电使其运行，然而当净化模块拆卸掉后，格栅框架上给净化

模块供电的电极等接电端子是仍然带电的，虽然只是静电，但如果用户误触则仍受到一定

惊吓，用户体验较差。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对披露的实施例的一些方面有基本的理解，下面给出了简单的概括。所述概

括不是泛泛评述，也不是要确定关键/重要组成元素或描绘这些实施例的保护范围，而是作

为后面的详细说明的序言。

[0006] 本公开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空调，以解决相关技术中空调格栅上带电的节点端子会

在用户误触的情况下导致电击惊吓的技术问题。

[0007] 在一些实施例中，空调包括：

[0008] 通风格栅，其设置有可用于容置净化模块的净化框架，净化框架的边沿设置有一

个或多个用于向净化模块供电的接电端子；

[0009] 接电通断装置，其被配置为在净化模块触碰或待触碰接电端子时控制接电端子通

电，以及在非净化模块的对象触碰或待触碰接电端子时控制接电端子断电。

[0010] 本公开实施例提供的空调，可以实现以下技术效果：

[0011] 本申请的空调通过设置的接电通断装置，可以智能识别出触碰或待触碰接电端子

的对象是否为净化模块，并进而改变接电端子的通断电状态，从而可以在用户手触碰接电

端子等情况出现时及时的控制接电端子断电，以减少电击惊吓等问题的出现，有效保证了

用户的空调使用体验。

[0012] 以上的总体描述和下文中的描述仅是示例性和解释性的，不用于限制本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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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3] 一个或多个实施例通过与之对应的附图进行示例性说明，这些示例性说明和附图

并不构成对实施例的限定，附图中具有相同参考数字标号的元件示为类似的元件，附图不

构成比例限制，并且其中：

[0014] 图1是本公开实施例提供的空调通风格栅的整体示意图；

[0015] 图2是本公开实施例提供的空调净化框架的局部示意图；

[0016] 图3是本公开实施例提供的弹片与接电端子的装配示意图。

[0017] 其中，1、通风格栅；11、净化框架；2、接电端子；3、接电通断装置；  31、色彩传感器；

32、弹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了能够更加详尽地了解本公开实施例的特点与技术内容，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公

开实施例的实现进行详细阐述，所附附图仅供参考说明之用，并非用来限定本公开实施例。

在以下的技术描述中，为方便解释起见，通过多个细节以提供对所披露实施例的充分理解。

然而，在没有这些细节的情况下，一个或多个实施例仍然可以实施。在其它情况下，为简化

附图，熟知的结构和装置可以简化展示。

[0019] 图1是本公开实施例提供的空调通风格栅的整体示意图；图2是本公开实施例提供

的空调净化框架的局部示意图；图3是本公开实施例提供的弹片与接电端子的装配示意图。

[0020] 如图1至图3所示，本公开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空调，空调包括空调机体，空调机体上

开设有进风口和出风口，以使空调所处环境中的空气中能够经由进风口流入空调机体内，

并之后经由出风口重新流回外部环境中；这里，空调的进风口处设置有一通风格栅1，本公

开实施例所应用的空调机型为一近似圆柱形的柜式空调，因此该通风格栅1整体呈与圆柱

形机体相适配的弧形形状，如图1所示，通风格栅1由多个横向和纵向交叉排布的网格框架

组成，网格之间的中空结构即是作为空气流通的通道。

[0021] 可选的，针对不同的空调机型，通风格栅1不限于设置于空调的进风口出的进风格

栅，也可以是设置于空调的出风口的出风格栅。

[0022] 通风格栅1设置有可用于容置净化模块的净化框架11，这里，净化框架11为一个或

多个，其位于通风格栅1上空气主要流经的位置，例如通风格栅1的中部位置；在图1所示出

的实施例中，净化模块处于通风格栅1 的中部且沿其纵向排布，从而能够使得通过通风格

栅1的大部分空气均能够流经净化框架11，进而可以被容置于净化框架11内的净化模块净

化，以保证对空气的净化效率。

[0023] 在一些可选的实施例中，净化模块为负离子净化模块，其运行净化过滤功能需要

依电力的供应，因此，净化框架11的边沿设置有一个或多个用于向净化模块供电的接电端

子2；可选的，净化模块和接电端子2采用触点式供电方式，即在净化模块装配于净化框架11

后，净化模块的电力输入端恰好与接电端子2导电接触，因此，空调的供电电流就能够经由

接电端子2  输送至净化模块；而在净化模块从净化框架11拆卸下来时，净化模块的电力输

入端与接电端子2断开接触，从而省却了对净化模块供电电路拆卸过程、便于净化模块的拆

卸操作。应当理解的是，本申请中示出上述净化模块的具体类型仅为示例性说明，其它需要

依赖电力实现净化功能的净化模块也可以应用与本申请的技术方案中，因此也应涵盖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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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的保护范围内。

[0024] 可选的，接电端子2是以电极触片的结构形式设置于净化模块的边沿，其厚度较

薄，占用空间小。

[0025] 在本实施例中，空调还包括接电通断装置3，接电通断装置3也位于净化框架11上

且临近接电端子2设置，其被配置为在净化模块触碰或待触碰接电端子2时控制接电端子2

通电，以及在非净化模块的对象触碰或待触碰接电端子2时控制接电端子2断电。这里，在净

化模块触碰或待触碰接电端子2时控制接电端子2通电，可以使得净化模块装配至净化框架

11后空调能够正常的向净化模块供电，从而使得净化模块的净化功能可以正常启用；而对

于非净化模块的对象，例如用户的手部，当触碰或者待触碰接电端子2时控制接电端子2断

电，从而将接电端子2的带电状态从“有电”变为“无电”，因此可以有效降低用户等对象不小

心误触接电端子2所导致的不适感受的影响。这里，接电通断装置3设置于至少一个净化框

架11中。

[0026] 本申请的空调通过设置的接电通断装置3，可以智能识别出触碰或待触碰接电端

子2的对象是否为净化模块，并进而改变接电端子2的通断电状态，从而可以在用户手触碰

接电端子2等情况出现时及时的控制接电端子2 断电，以减少电击惊吓等问题的出现，有效

保证了用户的空调使用体验。

[0027] 在一些可选的实施例中，接电通断装置3包括感应器和控制器(图中未示出)。其

中，本申请所实现的是对触碰接电端子2的对象的检测及通断电控制，因此感应器的感应范

围至少覆盖接电端子2，因此当外部对象触碰或者待触碰接电端子2时能够被感应器及时的

检测到；可选的，感应器的感应范围可以是以接电端子2为中心或边缘的设定空间范围，例

如，对于设置于净化框架11的下侧边沿的接电端子2，感应器的感应范围可以是该接电端子

2上方的5cmX5cmX5cm空间范围；而对于设置于净化框架11的左侧边沿的接电端子2，感应器

的感应范围可以是该接电端子2右方的  5cmX5cmX5cm空间范围。

[0028] 在本实施例中，感应器的感应范围一般是根据用户等对象容易触碰到接电端子2

的位置来设定的，如对于前述设置于净化框架11的下侧边沿的接电端子2，用户的手部一般

是容易从上往下移动时触碰到接电端子2，因此将感应器的感应范围设定为该接电端子2的

上方空间；同理，对于前述设置于净化框架11的左侧边沿的接电端子2，则将感应器的感应

范围设定为该接电端子2的右方空间。这样，可以提高对触碰或待触碰接电端子2 的检测灵

敏性，减少检测遗漏情况的发生。

[0029] 在本实施例中，感应器可以用于检测触碰或待触碰接电端子2的对象的特征参数，

并将检测到的特征参数输送给控制器，这其中，特征参数即是用于识别确定触碰或待触碰

接电端子2的对象的参数，而净化模块和非净化模块的对象被检测到的特征参数不一致，因

此据此实现对对象识别区分的目的；控制器与感应器电连接，其被配置为根据特征参数确

定对象为净化模块时控制接电端子2通电，以及确定对象为非净化模块时控制接电端子2断

电。

[0030] 在本实施例中，控制器与接电端子2的电子开关电连接，因此在控制确定对象为净

化模块时控制电子开关处于导通状态，以使得接电端子2通电；而在确定对象为非净化模块

时控制电子开关处于断开状态，以使得接电端子2断电。

[0031] 在一些可选的实施例中，感应器为色彩传感器31，其能够检测识别进入其感应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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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的对象的颜色，因此在本实施例中的特征参数为触碰或待触碰接电端子2的对象的颜

色；这里，在触碰或待触碰接电端子2的对象进入色彩传感器31的感应范围内后，该对象的

光线会被反射或折射至色彩传感器31的光线接收端，从而使色彩传感器31根据接收到的光

线确定该对象的颜色。

[0032] 可选的，在图2所示出的实施例中，净化框架11的框体为C型槽结构，色彩传感器31

嵌设于框体的槽空间内，从而提高了对净化框架11的框体利用率，同时由于色彩传感器31

与框体在迎风方向上位置重合，因此也可以降低色彩传感器31的阻风影响。这里，色彩传感

器31的光线接收端朝向接电端子2。

[0033] 控制器被配置为在色彩传感器31检测到的颜色与设定颜色一致时确定对象为净

化模块，否则为非净化模块。示例性的，设定颜色为蓝色，则当色彩传感器31检测到的颜色

为蓝色时，控制器确定该对象为净化模块；而当色彩传感器31检测到的颜色为红色、黄色等

其它非蓝色的颜色时，则控制器确定该对象为非净化模块。

[0034] 这里，控制器进行识别的设定颜色是预先根据其所应用的空调的净化模块的颜色

确定的，如前文中空调的净化模块的涂装颜色为蓝色，则设定颜色也为蓝色；而当空调的净

化模块的涂装颜色为绿色时，则设定颜色调整为绿色。一般的，用户的手部颜色呈现为淡黄

色略带红的肉色，则为了能够区分净化模块和用户手部等非净化模块对象，设定颜色不能

为肉色，以避免出现颜色接近所导致的识别混淆的情况发生。

[0035] 在一些可选的实施例中，如图2和3所示，接电通断装置3还包括一一对应于接电端

子2设置的弹片32，弹片32翘立于接电端子2朝向净化框架11中心的一侧，这里，净化框架11

中心的一侧多是用户手部容易触碰到接电端子2的一侧，该弹片32处于自然弹性状态时不

与其对应的接电端子2接触，因此弹片32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阻挡接电端子2与用户手部

直接触碰的作用，用户的手部一般是需要在按压弹片32后才能触碰到接电端子2，因此也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避免误触碰的作用。

[0036] 可选的，弹片32的形状包括但不限于V型、Z型或S型。图3中示出的即为近似V形的

弹片32。

[0037] 可选的，由于色彩传感器31等感应器持续检测进入其感应范围内的对象需要不断

的消耗电力，因此为了降低接电通断装置3的使用成本，该接电通断装置3不为常通电状态，

而是采用触发式通电的启动方式；具体而言，弹片32具有导电性且与接电通断装置3电连

接，弹片32在用户手部按压等外力作用下触碰接电端子2时能够将接电端子2的电信号输送

至接电通断装置3；接电通断装置3还被配置为在接收到电信号时启动，这样，在接电通断装

置3启动后，色彩传感器31等感应器检测按压弹片32的对象的颜色，控制器识别确定是否为

净化模块，进而控制接电端子2的通断电状态。

[0038] 在弹片32未受外力作用的情况下，弹片32复位至不与接电端子2接触的位置，因此

接电通断装置3不能接收到接电端子2的电信号，此时接电通断装置3为关闭状态，因此可以

有效降低因维持色彩传感器31等感应器运行的电力消耗。

[0039] 应当理解的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面已经描述并在附图中示出的流程及结构，

并且可以在不脱离其范围进行各种修改和改变。本发明的范围仅由所附的权利要求来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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