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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能家居的家用多级循环式空气净化

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智能家居的家用多

级循环式空气净化装置，包括循环进气机构、除

尘机构、净化杀菌机构、出风机构以及智能控制

系统，循环进气机构、除尘机构、净化杀菌机构、

出风机构均设置在净化机箱内部，循环进气机构

包括设置在净化机箱侧面的广角开口盘，所述广

角开口盘靠内的一端连接有进气风道，进气风道

内部设置有抽风机，且进气风道末端之间通过集

中管导通连接，集中管顶端连接有处理箱，出风

机构设置在处理箱侧面外壁，处理箱内部设置有

加热装置和制冷装置，通过智能控制系统结合智

能家居对整个空气净化系统进行智能控制，在保

证空气净化系统高效工作的同时，为人们的生活

带来了便利，且有效提高了空气净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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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智能家居的家用多级循环式空气净化装置，包括循环进气机构（1）、除尘机

构（2）、净化杀菌机构（3）、出风机构（4）以及智能控制系统（5），所述循环进气机构（1）、除尘

机构（2）、净化杀菌机构（3）、出风机构（4）均设置在净化机箱（10）内部，所述净化机箱（10）

底端安装有底座（11），所述智能控制系统（5）设置在底座（11）内部；

所述循环进气机构（1）包括设置在净化机箱（10）侧面的广角开口盘（101），所述广角开

口盘（101）靠内的一端连接有进气风道（102），所述进气风道（102）内部设置有抽风机

（103），且进气风道（102）末端之间通过集中管（104）导通连接，所述集中管（104）顶端连接

有处理箱（14），所述出风机构（4）设置在处理箱（14）侧面外壁，所述处理箱（14）内部设置有

加热装置（7）和制冷装置（8）；其特征在于：进气风道（102）的连接处通过空心座（12）与集中

管（104）固定连接，集中管（104）安装在空心座（12）顶端，空心座（12）底端安装有清洁斗

（13），除尘机构（2）设置在空心座（12）内部，除尘机构（2）包括设置在空心座（12）内壁的两

块相互平行的静电板（202），静电板（202）通过外部电源进行供电，静电板（202）表面均设置

有一层特氟龙涂层（201），且空心座（12）内部设置有若干层活性炭过滤网（17）；所述清洁斗

（13）内部安装有清洁装置（6），所述清洁装置（6）包括连接在清洁斗（13）内壁的连接架

（601），所述连接架（601）顶端连接有电动推杆（602），所述电动推杆（602）顶端连接有固定

座（603），所述固定座（603）顶端连接有旋转轴（604），所述旋转轴（604）顶端连接有清洁刷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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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能家居的家用多级循环式空气净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气净化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基于智能家居的家用多级循环式空气

净化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空气净化是指针对室内的各种环境问题提供杀菌消毒、降尘除霾、祛除有害装修

残留以及异味等整体解决方案，提高改善生活、办公条件，增进身心健康，室内环境污染物

和污染来源主要包括：

[0003] 呼吸废气，人呼吸时需吸入空气，在肺泡内氧气被摄取，然后排出含有高浓度二氧

化碳及其它一些有毒、有害气体；二手烟雾，烟草在燃烧时，会产生尼古丁、焦油、氰氢酸等。

尼古丁可兴奋神经，收缩血管，升高血压和减少织血液供应，会通过增加心率提高氧消耗

量，连续吸入尼古丁过多可使人丧生；室内装饰，随着小康生活的逐步实现，人们对居家环

境的质量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居家装修已成为时尚。然而人们往往忽视了经过装修的居室

环境对健康及安全的影响，甲醛和氡气是主要的污染气体，均具有强烈的致癌作用；家庭燃

料，燃料燃烧时都需要消耗室内氧气而排出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会物、醛

类、苯并芘以及烟灰微细尘粒等有毒气体和颗粒，这对神经系统、眼结膜和呼吸道粘膜有刺

激性，并且具有潜在的致癌性；烹调油烟，油温越高分解的产物越复杂，当锅中油被烧到起

火时，温度超过300℃，除产生丙烯醛外，还产生一种属二烯类凝聚物，可导致慢性呼吸道炎

症，并使细胞突变致癌。

[0004] 随着现在人们对健康的日益重视，人们对于室内的空气环境的要求也在不断提

高，因此家用的空气净化器成为也正在逐步走进入们的生活。

[0005] 申请号为201710675190.0，专利名称为一种智能家居空气净化系统的发明专利，

包括空气净化器、家居网关、云端平台、智能窗户系统、后台终端以及设置在室内的空气采

集装置，空气净化器与家居网关通过线缆互相通信，智能窗户系统、后台终端和空气采集装

置通过家居网关和空气净化器与云端平台进行通讯，将空气净化器、智能窗户系统、后台终

端、空气采集装置的数据传输到云端平台，云端平台进行数据存储，空气采集装置采集的数

据通过网络传输到空气净化器；用户通过后台终端机访问云端平台，并通过云端平台向空

气净化器发送控制指令，控制空气净化器进行室内空气净化。该净化系统结构简单，通过空

气采集装置采集室内空气数据，通过后台终端对联网的空气净化器进行控制。

[0006] 现有的空气净化系统在使用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0007] (1)常见的空气净化系统都是根据在进行室内空气净化时，都是需要手动打开与

关闭，在实际使用时人们往往不能根据室内的空气做出合理的判断，从而很容易导致空气

净化无法达到预期要求。

[0008] (2)常见的空气净化系统在空气净化之后内部会残留较多的灰尘，无法及时处理，

同时有时在对空气进行净化处理时，单次净化往往达不到要求，容易造成室内空气净化不

均匀和不彻底的情况产生，不利于室内空气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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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9]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方案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智能家居的家用多级循环式

空气净化装置，通过智能控制系统结合智能家居对整个空气净化系统进行智能控制，实现

人性化的自动控制，在保证空气净化系统高效工作的同时，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同时

通过循环式的净化方式进行工作，大大提高了空气净化效果，能有效的解决背景技术提出

的问题。

[0010]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基于智能家居的家用多级循环

式空气净化装置，包括循环进气机构、除尘机构、净化杀菌机构、出风机构以及智能控制系

统，所述循环进气机构、除尘机构、净化杀菌机构、出风机构均设置在净化机箱内部，所述净

化机箱底端安装有底座，所述智能控制系统设置在底座内部；

[0011] 所述循环进气机构包括设置在净化机箱侧面的广角开口盘，所述广角开口盘靠内

的一端连接有进气风道，所述进气风道内部设置有抽风机，且进气风道末端之间通过集中

管导通连接，所述集中管顶端连接有处理箱，所述出风机构设置在处理箱侧面外壁，所述处

理箱内部设置有加热装置和制冷装置。

[0012]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广角开口盘侧面环形连接有若干个锥形进

气筒，所述锥形进气筒入口处和广角开口盘入口处均螺旋连接有封口板，所述进气风道内

壁设置有若干对连通除尘孔，且每一对连通除尘孔之间通过连通曲管相互连接，所述连通

曲管两侧均设置有溢流网，所述溢流网底端连接有集尘斗，所述集尘斗底端安装有排出孔。

[0013]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进气风道的连接处通过空心座与集中管固

定连接，所述集中管安装在空心座顶端，所述空心座底端安装有清洁斗，所述除尘机构设置

在空心座内部，所述除尘机构包括设置在空心座内壁的两块相互平行的静电板，所述静电

板通过外部电源进行供电，所述静电板表面均设置有一层特氟龙涂层，且所述空心座内部

设置有若干层活性炭过滤网。

[0014]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清洁斗内部安装有清洁装置，所述清洁装

置包括连接在清洁斗内壁的连接架，所述连接架顶端连接有电动推杆，所述电动推杆顶端

连接有固定座，所述固定座顶端连接有旋转轴，所述旋转轴顶端连接有清洁刷。

[0015]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净化杀菌机构设置在集中管内部，所述净

化杀菌机构包括透明净化筛筒，所述透明净化筛筒外壁通过安装环固定安装在集中管内

壁，所述透明净化筛筒内部均匀设置有若干个相互平行的净化通道，所述净化通道内壁设

置有均匀设置有若干个颗粒载体，所述颗粒载体内部负载有纳米级二氧化钛催化剂，且透

明净化筛筒两端均安装有照明环，所述照明环内部设置有若干个紫外线灯。

[0016]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透明净化筛筒顶端设置有安装在集中管内

壁的定位座，所述定位座内部相对的一面安装有负离子发生器，且定位座底端通过橡胶片

与集中管内壁固定连接。

[0017]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智能控制系统包括人体信息检测模块、空

气环境检测模块、数据分析模块、驱动控制模块和数据收发模块，所述数据收发模块、人体

信息检测模块与空气环境检测模块输出的信号均通过信号转换模块进行数据转换，所述信

号转换模块与数据分析模块输入端电性连接进行信号传输。

[0018]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出风机构安装在处理箱顶端，所述出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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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由若干个连接在处理箱侧面的倾斜伸缩出风管组成，且所述加热装置采用电加热丝进行

加热，所述制冷装置通过安装在处理箱内壁的半导体制冷片进行制冷，且所述加热装置和

制冷装置均通过独立电源进行控制，所述独立电源与通过电源控制器与智能控制系统输出

端电性连接。

[0019]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倾斜伸缩出风管末端安装有加湿网，所述

加湿网通过固定架安装在倾斜伸缩出风管内部。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1] (1)本发明采用循环进气机构、出风机构分别完成独立的进气和出气工作，通过倾

斜伸缩出风管调节出风机构的出风位置，即可合理的改变整体的净化效率，对于不完全净

化的空气进行二次净化，通过多级循环净化的方式提高净化效果，避免室内空气净化不彻

底的情况产生，同时整体采用除尘机构、净化杀菌机构对室内空气分别进行除尘和杀菌消

毒处理，通过相互独立的工艺进行净化处理，在保证净化效果的同时，有效避免不同的杂质

对装置内部产生的不良影响。

[0022] (2)同时，在对空气净化处理之后，通过清洁装置对处理之后的粉尘等颗粒进行清

洗，避免灰尘出现残留，为下次的使用带来了方便，减少了再次使用产生的二次污染。

[0023] (3)本发明采用智能控制系统实现对整个空气净化系统的智能控制，根据室内的

空气情况进行针对性的净化处理，在保证净化效果的同时，实现人性化的自动控制，通过利

用数据收发模块实现远程通信，实现远程控制，结合智能家居系统可以有效提高整个空气

净化系统的自动化程度，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智能控制系统工作流程示意图；

[0026] 图3为本发明的净化杀菌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为本发明的循环进气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5为本发明的进气风道结构示意图；

[0029] 图6为本发明的清洁装置结构示意图。

[0030] 图中：1-循环进气机构；2-除尘机构；3-净化杀菌机构；4-出风机构；5-智能控制系

统；6-清洁装置；7-加热装置；8-制冷装置；9-倾斜伸缩出风管；10-净化机箱；11-底座；  12-

空心座；13-清洁斗；14-处理箱；15-独立电源；16-加湿网；17-活性炭过滤网；18- 电源控制

器；

[0031] 101-广角开口盘；102-进气风道；103-抽风机；104-集中管；105-锥形进气筒；106- 

封口板；107-连通除尘孔；108-连通曲管；109-溢流网；110-集尘斗；111-排出孔；

[0032] 201-特氟龙涂层；202-静电板；

[0033] 301-透明净化筛筒；302-安装环；303-净化通道；304-颗粒载体；305-照明环；306- 

紫外线灯；307-定位座；308-负离子发生器；309-橡胶片；

[0034] 501-人体信息检测模块；502-空气环境检测模块；503-数据分析模块；504-驱动控

制模块；505-数据收发模块；506-信号转换模块；

[0035] 601-连接架；602-电动推杆；603-固定座；604-旋转轴；605-清洁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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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6] 如图1至图6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智能家居的家用多级循环式空气净化装

置，包括循环进气机构1、除尘机构2、净化杀菌机构3、出风机构4以及智能控制系统5，所述

循环进气机构1、除尘机构2、净化杀菌机构3、出风机构4均设置在净化机箱10内部，所述净

化机箱10底端安装有底座11，所述智能控制系统5设置在底座11内部。

[0037] 外部的空气通过循环进气机构1抽入净化机箱10内部，之后在依次经过除尘机构2 

进行除尘处理、经过净化杀菌机构3进行净化杀菌处理，最后通过出风机构4排出净化机箱

10，从而对室内的空气进行持续净化处理，在净化的同时，通过智能控制系统5对整个空气

净化装置进行智能控制，实现自动化控制。

[0038] 如图1、图4和图5所示，所述循环进气机构1包括设置在净化机箱10侧面的广角开

口盘101，所述广角开口盘101侧面环形连接有若干个锥形进气筒105，所述锥形进气筒  105

入口处和广角开口盘101入口处均螺旋连接有封口板106，所有广角开口盘101靠内的一端

连接有进气风道102，所述进气风道102内部设置有抽风机103，所述进气风道102 的连接处

通过空心座12与集中管104固定连接，在抽风机103的抽风作用下，外部气体进入进气风道

102内部并向内排出，外部的室内空气通过广角开口盘101排入进气风道102  内部，同时在

进气的同时，外部的空气也通过广角开口盘101侧面的若干个锥形进气筒105  进入进气风

道102内部，从而实现多角度全方位的进气，有效避免出现局部气体净化不彻底的情况，进

入进气风道102的空气通过空心座12集中起来并进入集中管104内部进行集中处理。

[0039] 同时在不使用的时候，通过封口板106将广角开口盘101和锥形进气筒105堵上，有

效防止内部进入杂物，便于下次使用。

[0040] 所述进气风道102内壁设置有若干对连通除尘孔107，且每一对连通除尘孔107之

间通过连通曲管108相互连接，所述连通曲管108两侧均设置有溢流网109，所述溢流网109 

底端连接有集尘斗110，所述集尘斗110底端安装有排出孔111，进入进气风道102的空气在

通过连通除尘孔107时进入一端的连通除尘孔107内部，由于两个连通除尘孔107通过连通

曲管108相互连通，使得空气一部分进入到连通曲管108内部，在进入到连通曲管  108内部

之后，在重力和离心力的作用下，空气中的灰尘通过溢流网109排出，而空气通过另一端的

连通除尘孔107自由排出，从而完成初步的除尘处理，被初步除去的灰尘掉落在集尘斗110

内部集中收集，同时将集尘斗110底端的排出孔111外接一根排出灰尘的管道，即可将堆积

的灰尘排出，在进行抽气的同时，排出孔111处于关闭的状态，从而保证抽气的过程可以正

常进行。

[0041] 如图1和图4所示，所述集中管104安装在空心座12顶端，所述空心座12底端安装有

清洁斗13，所述除尘机构2设置在空心座12内部，所述除尘机构2包括设置在空心座  12内壁

的两块相互平行的静电板202，所述静电板202通过外部电源进行供电，所述静电板202表面

均设置有一层特氟龙涂层201，且所述空心座12内部设置有若干层活性炭过滤网17，进入进

气风道102的空气通过空心座12进行集中，经过集中的空气在空心座12内部，通过空心座12

内部的除尘结构2完成最终的除尘处理，静电板202利用外界电源进行供电，含尘气体经过

高压静电场时被电分离，尘粒与负离子结合带上负电后，趋向阳极表面放电而沉积，利用静

电场使气体电离从而使尘粒带电吸附到静电板202上进行收集，从而达到除尘的效果。

[0042] 如图1和图6所示，所述清洁斗13内部安装有清洁装置6，所述清洁装置6包括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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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洁斗13内壁的连接架601，所述连接架601顶端连接有电动推杆602，所述电动推杆  602

顶端连接有固定座603，所述固定座603顶端连接有旋转轴604，所述旋转轴604顶端连接有

清洁刷605，被清除的灰尘集中在静电板202上，在整个装置工作结束之后，即可通过清洁装

置6进行灰尘的清洁处理，在使用时，先通过电动推杆602的伸缩调节清洁刷  605的高度，当

清洁刷605达到和静电板202相同高度时，之后利用旋转轴604的转动带动清洁刷605转动，

利用清洁刷605的转动对静电板202表面进行清洁处理，使得灰尘掉落进入到清洁斗13内

部，从而完成灰尘的清理，完成之后只需对清洁斗13进行清理即可。

[0043] 同时，在进行除尘工作时，由于清洁装置6的清洁刷605位于清洁斗13内部，使得清

洁斗13内部处于一个相对闭合的状态，进入空心座12的空气，在气压作用下继续上升进入

到集中管104内部进行处理。

[0044] 如图1和图3所示，所述净化杀菌机构3设置在集中管104内部，所述净化杀菌机构 

3包括透明净化筛筒301，所述透明净化筛筒301外壁通过安装环302固定安装在集中管  104

内壁，所述透明净化筛筒301内部均匀设置有若干个相互平行的净化通道303，所述净化通

道303内壁均匀设置有若干个颗粒载体304，所述颗粒载体304内部负载有纳米级二氧化钛

催化剂，且透明净化筛筒301两端均安装有照明环305，所述照明环305内部设置有若干个紫

外线灯306，外部的空气进入到集中管104之后，通过净化杀菌机构3完成杀菌处理，集中管

104内部的气体通过透明净化筛筒301内部的净化通道303排出，在排出时，在照明环305内

部的紫外线灯306的照射下，由于所述颗粒载体304内部负载有纳米级二氧化钛催化剂，使

得净化通道303内壁的颗粒载体304产生光催化作用，利用光催化反应对空气进行杀菌消毒

处理。

[0045] 光催化原理如下：

[0046] 实质是在光电转换中进行氧化还原反应.当N型半导体吸收一个能量大于或等于

禁带能量的光子后,进入激发状态,此时价带上的受激发电子越过禁带而进入导带,同时在

价带上形成光致空穴。价带上的空穴具有强氧化性,能够将H2O氧化,而导带电子具有强还

原性, 能够将O2还原，TiO2的综合性能最好,其化学稳定性高,耐光腐蚀,难溶,且有较深的

价带能级,可使一些吸热的化学反应在被光辐射的TiO2表面得到实现和加速，另外TiO2无

毒, 成本低,TiO2的禁带宽度为3.2eV(锐钦型),在波长小于400nm的光照射下,由于光子的

能量大于禁带的宽度,其价带上的电子被激发,跃过禁带进入导带,同时在价带上形成相应

的空穴，光致空穴h+具有很强的捕获电子的能力,而导带上的光致电子e-又具有很强的活

性,  在TiO2表面形成了氧化还原体系，光致空穴h+和光致电子e-与空气中的水分和氧气发

生氧化还原反应而产生的·OH基团的氧化能力非常强,有机物可以被其氧化、分解,最终分

解为CO2和H2O，凝固病毒蛋白质,抑制病毒活性，从而净化空气。

[0047] 通过净化通道303完成净化的气体进入集中管104顶端，所述透明净化筛筒301顶

端设置有安装在集中管104内壁的定位座307，所述定位座307内部相对的一面安装有负离

子发生器308，且定位座307底端通过橡胶片309与集中管104内壁固定连接，通过橡胶片309

进行阻挡，保证空气被完全净化，在负离子的作用下，完成空气净化，负离子不仅能够净化

空气,而且可以提高空气质量,其工作原理是利用空气中的颗粒污染物与负离子结合,沉降

或吸附在物体表面,净化空气,并能杀灭细菌，负离子大部分为负氧离子,不仅可以吸附家

居空气中的烟雾、灰尘,还可以中和空气中的正离子,提高空气质量,促进人体新陈代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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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免疫力，对人体健康有益。

[0048] 如图1和图2所示，所述集中管104顶端连接有处理箱14，所述出风机构4设置在处

理箱14侧面外壁，所述处理箱14内部设置有加热装置7和制冷装置8，之后经过处理的空气

进入到处理箱14颞部，通过处理箱14进行处理，利用处理箱14内部的加热装置7  和制冷装

置8进行制冷和制热处理，在不同的温度环境下排出不同温度的气体，提高室内的舒适度，

有效提高空气净化的效果，完成净化的气体通过处理箱14之后，经过出风机构4排出。

[0049] 如图1所示，所述出风机构4安装在处理箱14顶端，所述出风机构4由若干个连接在

处理箱14侧面的倾斜伸缩出风管9组成，且所述加热装置7采用电加热丝进行加热，所述制

冷装置8通过安装在处理箱14内壁的半导体制冷片进行制冷，且所述加热装置7  和制冷装

置8均通过独立电源15进行控制，所述独立电源15与通过电源控制器18与智能控制系统5输

出端电性连接，在排出时，通过若干个倾斜伸缩出风管9将净化后的气体从各个方向均匀排

出，保证气体在净化之后更加均匀，同时在排出气体时，通过改变倾斜伸缩出风管9的长度，

使得倾斜伸缩出风管9的出口和广角开口盘101顶端的锥形进气筒  105位置相互对应，从而

使得被净化之后的气体，可以被锥形进气筒105抽入完成二次净化，提高净化效果。

[0050] 所述倾斜伸缩出风管9末端安装有加湿网16，所述加湿网16通过固定架17安装在

倾斜伸缩出风管9内部，同时通过加湿网16进行加湿处理，保证室内空气的湿度，根据室内

的情况选择。

[0051] 如图2所示，所述智能控制系统5包括人体信息检测模块501、空气环境检测模块

502、数据分析模块503、驱动控制模块504和数据收发模块505，所述数据收发模块505、人体

信息检测模块501与空气环境检测模块502输出的信号均通过信号转换模块506进行数据转

换，所述信号转换模块506与数据分析模块503输入端电性连接进行信号传输。

[0052] 通过人体信息检测模块501检测室内的人体情况，人体信息检测模块501具体包括

安装在净化机箱10表面的人体传感器和接触传感器，通过人体传感器检测室内是否有人靠

近净化机箱10，利用接触传感器检测是否有人触碰到净化机箱10，同时空气环境检测模块

502具体通过若干个安装在净化机箱10外壁的空气质量传感器和温湿度传感器，利用空气

质量传感器检测室内的空气质量并检测污染指数，同时通过温湿度传感器检测室内的温湿

度，在具体工作时，人体信息检测模块501、空气环境检测模块502、检测到的信通过信号转

换模块506进行信号转换之后传输到数据分析模块503进行分析处理，数据分析模块503具

体采用STC12LE5A16AD单片机作为核心处理器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  STC12LE5A16AD单片

机是1个时钟/机器周期的8051型单片机，同样工作频率时速度是普通8051单片机的8～12

倍，有44个引脚。具有高速、低功耗、抗静电、抗干扰等特点，能轻松通过4kV快速脉冲干扰，

带有8路电压输入型AD转换通道(P1 .0～P1.7)，其功耗低，正常工作模式下的典型功耗为

2.7～7mA。

[0053] 核心处理器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经过数据分析模块503分析处理之后将检测的

数据展示在显示屏上，显示屏可以安装在净化机箱10上，便于观察，之后根据检测到的数据

驱动控制模块504工作，即可驱动抽风机103、紫外线灯306，使得整个空气净化装置开始工

作，完成空气净化处理，同时在人体信息检测模块501检测到有人体靠近时，数据分析模块

503通过驱动控制模块504将抽风机103、紫外线灯306停止工作，防止因为过度的风力对人

体产生不良影响，在人体远离的时候，抽风机103、紫外线灯306继续工作，从而使得整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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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工作时更加人性化。

[0054] 同时利用空气环境检测模块502检测到的数据传输到数据分析模块503之后，通过

数据收发模块505将检测到的数据信号远程分享到外部，实现数据的远程共享，同时利用数

据收发模块505接收来自外部的信号，当人在远处时，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通信设备发射

信号，数据收发模块505接收到信号之后，传输到数据分析模块503，利用驱动控制模块504

驱动整个装置开始工作，自动进行空气净化，实现远程控制，在人们回到家之前自动进行空

气净化，为人们到达室内之后营造一个良好的空气环境，提高室内的舒适度，有利于人体的

健康。

[0055] 同时，根据检测到的空气环境检测模块502得温湿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数据，合

理的控制加热装置7和制冷装置8进行加热和制冷，在室内温度较低时，驱动控制模块504 

驱动加热装置7进行加热，提高室内温度，当室内温度较高时，驱动控制模块504驱动制冷装

置8进行制冷，降低室内温度，从而合理的优化室内的环境，为人们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更

加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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