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0979810.X

(22)申请日 2018.06.25

(73)专利权人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519070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金

鸡西路789号

(72)发明人 于瑞杰　郭洪悦　潘耀权　许现瑞　

何继彬　邓必华　常勇　周瑞文　

杨栋　孙佳琪　石鹏飞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煦润律师事务所 11522

代理人 朱清娟　梁永芳

(51)Int.Cl.

F24F 3/14(2006.01)

F24F 3/16(2006.01)

F24F 11/65(2018.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空气处理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空气处理装置，该装

置包括：湿度检测模块、空气净化模块、除湿模块

和中央控制系统；其中，所述湿度检测模块，用于

获取所述空气处理装置所处环境的当前湿度；所

述中央控制系统，用于控制所述空气净化模块的

开启或关闭；以及，在所述当前湿度大于或等于

预设的湿度阈值的情况下，开启所述除湿模块，

并根据所述当前湿度超过预设的湿度阈值的程

度，控制所述除湿模块运行于不同的功率档位；

在经所述除湿模块除湿后的当前湿度降低至小

于所述湿度阈值的情况下，关闭所述除湿模块。

本实用新型的方案，可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家用电

器功能少导致使用不方便的问题，达到提升使用

便捷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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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空气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湿度检测模块、空气净化模块、除湿模块和中

央控制系统；其中，

所述湿度检测模块，用于获取所述空气处理装置所处环境的当前湿度；

所述中央控制系统，用于控制所述空气净化模块的开启或关闭；以及，

在所述当前湿度大于或等于预设的湿度阈值的情况下，开启所述除湿模块，并根据所

述当前湿度超过预设的湿度阈值的程度，控制所述除湿模块运行于不同的功率档位；

在经所述除湿模块除湿后的当前湿度降低至小于所述湿度阈值的情况下，关闭所述除

湿模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加湿模块；

所述中央控制系统，还用于在所述当前湿度小于或等于预设的干燥度阈值的情况下，

开启所述加湿模块；以及，

在经所述加湿模块加湿后的当前湿度升高至大于所述干燥度阈值的情况下，关闭所述

加湿模块。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湿度检测模块，设置在所述加湿模块

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空气质量检测模块；

所述空气质量检测模块，用于获取所述环境的当前空气质量参数；所述当前空气质量

参数，包括：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甲醛、臭氧、氨、苯、甲苯、二甲苯、能

吸入颗粒物中的至少之一的浓度和/或含量；

所述中央控制系统，还用于在所述当前空气质量参数大于或等于预设的空气质量参数

阈值的情况下，开启所述空气净化模块；

在经所述空气净化模块净化后的当前空气质量参数升高至大于所述空气质量参数阈

值的情况下，关闭所述空气净化模块。

5.根据权利要求1-4之一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壳体；在所述壳体的侧壁，

设置有进风口；在所述壳体的顶壁，设置有出风口；

所述湿度检测模块，设置在所述壳体的进风口处。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空气净化模块，包括：一次过滤网、风

扇、杀菌装置和二次过滤网；其中，

所述一次过滤网，设置在所述进风口处；所述二次过滤网，设置在所述出风口处；

所述风扇和杀菌装置，设置在所述一次过滤网和所述二次过滤网之间的风道中。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

所述杀菌装置，包括：UV紫外灯、臭氧发生器中的至少之一；

和/或，

所述一次过滤网、所述二次过滤网中的至少一种过滤网，包括：层叠设置的初级过滤

网、分子筛和二级过滤网。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空气净化模块，还包括：香薰盒；所述

香薰盒，设置在所述出风口处。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除湿模块，包括：蒸发器和冷凝器；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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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蒸发器，设置在所述进风口与所述一次过滤网之间；

所述冷凝器，设置在所述杀菌装置与所述出风口之间。

10.根据权利要求1-4之一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央控制系统，包括：单片机、

PLC、MCU、DSP处理器中的任意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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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空气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空气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空气处理装置，尤其涉及一种

家用智能检测空气净化除湿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空气质量及房间舒适度的要求越

来越高，家用空气净化器和除湿机的使用已越来越普遍，然而在高房价、固定可利用空间条

件下，多台机型占地面积大，单个机型使用时间有局限性。所以，用户希望家用电器的数量

能够少些，并且方便保养、维护和管理，最好一个家用电器兼顾多种功能。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针对上述缺陷，提供一种空气处理装置，以解决现有技术

中家用电器功能少导致使用不方便的问题，达到提升使用便捷性的效果。

[0004]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空气处理装置，包括：湿度检测模块、空气净化模块、除湿模

块和中央控制系统；其中，所述湿度检测模块，用于获取所述空气处理装置所处环境的当前

湿度；所述中央控制系统，用于控制所述空气净化模块的开启或关闭；以及，在所述当前湿

度大于或等于预设的湿度阈值的情况下，开启所述除湿模块，并根据所述当前湿度超过预

设的湿度阈值的程度，控制所述除湿模块运行于不同的功率档位；在经所述除湿模块除湿

后的当前湿度降低至小于所述湿度阈值的情况下，关闭所述除湿模块。

[0005] 可选地，还包括：加湿模块；所述中央控制系统，还用于在所述当前湿度小于或等

于预设的干燥度阈值的情况下，开启所述加湿模块；以及，在经所述加湿模块加湿后的当前

湿度升高至大于所述干燥度阈值的情况下，关闭所述加湿模块。

[0006] 可选地，所述湿度检测模块，设置在所述加湿模块处。

[0007] 可选地，还包括：空气质量检测模块；所述空气质量检测模块，用于获取所述环境

的当前空气质量参数；所述当前空气质量参数，包括：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二氧

化碳、甲醛、臭氧、氨、苯、甲苯、二甲苯、能吸入颗粒物中的至少之一的浓度和/或含量；所述

中央控制系统，还用于在所述当前空气质量参数大于或等于预设的空气质量参数阈值的情

况下，开启所述空气净化模块；在经所述空气净化模块净化后的当前空气质量参数升高至

大于所述空气质量参数阈值的情况下，关闭所述空气净化模块。

[0008] 可选地，还包括：壳体；在所述壳体的侧壁，设置有进风口；在所述壳体的顶壁，设

置有出风口；所述湿度检测模块，设置在所述壳体的进风口处。

[0009] 可选地，所述空气净化模块，包括：一次过滤网、风扇、杀菌装置和二次过滤网；其

中，所述一次过滤网，设置在所述进风口处；所述二次过滤网，设置在所述出风口处；所述风

扇和杀菌装置，设置在所述一次过滤网和所述二次过滤网之间的风道中。

[0010] 可选地，其中，所述杀菌装置，包括：UV紫外灯、臭氧发生器中的至少之一；和/或，

所述一次过滤网、所述二次过滤网中的至少一种过滤网，包括：层叠设置的初级过滤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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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筛和二级过滤网。

[0011] 可选地，所述空气净化模块，还包括：香薰盒；所述香薰盒，设置在所述出风口处。

[0012] 可选地，所述除湿模块，包括：蒸发器和冷凝器；其中，所述蒸发器，设置在所述进

风口与所述一次过滤网之间；所述冷凝器，设置在所述杀菌装置与所述出风口之间。

[0013] 可选地，所述中央控制系统，包括：单片机、PLC、MCU、DSP处理器中的任意一种。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方案，通过将除湿机和空气净化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净化空

气和除湿的基本功能可以分别单独使用，也可以一起使用，增加了电器的使用频率，提升了

用户的使用便捷性。

[0015] 由此，本实用新型的方案，通过将除湿机和空气净化器结合在一起，并通过湿度控

制除湿与空气净化单独使用或共同使用，解决现有技术中家用电器功能少导致使用不方便

的问题，从而，克服现有技术中使用不方便、占用空间大和维护难度大的缺陷，实现使用方

便、占用空间小和维护难度小的有益效果。

[0016] 本实用新型的其它特征和优点将在随后的说明书中阐述，并且，部分地从说明书

中变得显而易见，或者通过实施本实用新型而了解。

[0017] 下面通过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空气处理装置的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空气处理装置的另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空气处理装置的一具体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空气处理装置的一具体实施例的空气处理流程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空气处理装置的一具体实施例的空气处理原理示意图。

[0023] 结合附图，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附图标记如下：

[0024] 1-加湿模块；2-蒸发器；3-二次过滤网；4-UV紫外灯。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具体

实施例及相应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

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

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

保护的范围。

[0026] 为了针对多台机型占地面积大、且单个机型使用时间有局限性的问题进行改善，

本实用新型的方案，通过将除湿机和空气净化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对空气不仅仅有除湿，

还有净化空气，对空气杀毒抑菌的功能。

[0027]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空气处理装置，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的空

气处理装置的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该空气处理装置可以包括：湿度检测模块、空气净化

模块、除湿模块和中央控制系统。所述湿度检测模块、所述空气净化模块和所述除湿模块，

分别连接至所述中央控制系统。

[0028] 在一个可选例子中，所述除湿模块，可以用于在所述中央控制系统的控制下，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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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环境进行加湿处理。

[0029] 在一个可选例子中，所述空气净化模块，可以用于在所述中央控制系统的控制下，

对所述环境的空气进行净化处理。

[0030] 在一个可选例子中，所述湿度检测模块，可以用于获取所述空气处理装置所处环

境的当前湿度。例如：所述湿度检测模块，可以设置在所述空气处理装置的进风侧，如设置

在进风口的上方或下方，或者就设置在进风口出。又如，当该空气处理装置还可以包括加湿

模块1时，湿度检测模块还可以设置在加湿模块1处。

[0031] 在一个可选例子中，所述中央控制系统，可以用于控制所述空气净化模块的开启

或关闭；以及，在所述当前湿度大于或等于预设的湿度阈值的情况下，开启所述除湿模块，

并根据所述当前湿度超过预设的湿度阈值的程度，控制所述除湿模块运行于不同的功率档

位；在经所述除湿模块除湿后的当前湿度降低至小于所述湿度阈值的情况下，关闭所述除

湿模块。

[0032] 例如：可以通过自动测试空气中的湿度进行自动检测，当室内的空气湿度达到预

定的阀值的时候根据湿度的不同，开关除湿机的功率的不同档位。

[0033] 例如：在所述当前湿度大于或等于预设的第一湿度阈值的下限、且小于所述第一

湿度阈值的上限的情况下，开启所述除湿模块并使所述除湿模块运行于第一功率档位；在

所述当前湿度大于或等于预设的第二湿度阈值的下限(即第一湿度阈值的上限)、且小于所

述第二湿度阈值的上限的情况下，开启所述除湿模块并使所述除湿模块运行于第二功率档

位；在所述当前湿度大于或等于预设的第三湿度阈值的下限(即第二湿度阈值的上限)、且

小于所述第三湿度阈值的上限的情况下，开启所述除湿模块并使所述除湿模块运行于第三

功率档位；依次类推。

[0034] 例如：可以将除湿机和空气净化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一机两用，提高其利用率。

这样，通过将除湿机和空气净化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可以增加机型的使用频率，根据需

求，除湿与空气净化单独使用，也可共同使用；在一定的家庭利用空间中，可以解决多个家

用电器占用空间大、存放保养不方便的问题；除湿和空气净化同时工作时，较单独分开使用

两个机器省电，节约能源。

[0035] 例如：本实用新型中将除湿机和空气净化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净化空气和

除湿的基本功能可以分别单独使用，也可以一起使用，增加了电器的使用频率；而且，一机

开启，不仅净化空气，还有效降低空气中的湿度；另外，可以自动测试空气中的湿度实现自

动检测，当室内的空气湿度达到预定的阀值的时候，根据湿度的不同，开关除湿机的功率的

不同档位，实现智能控制，提升用户体验。

[0036] 例如：在南方，本实用新型的方案，解决了除湿机只能在梅雨季节、回南天等天气

使用，解除了使用的区域和时间的限制，在任何季节均可使用，避免了闲置；在北方，冬季雾

霾严重的季节，空气净化使用的较多，特殊要求需要除湿，此款机器是不二之选。两种机器

合二为一，大大提高了机器的利用率。另外，在房价越来越高、人们的要求越来越高的时代，

此款机器也为有限的家庭可利用空间内，节约了极大地空间，减少机器的占地面积，可以更

好地存放、清理和使用。

[0037] 由此，通过中央控制系统统一控制空气净化模块和除湿模块，一机两用，大大方便

了用户使用，也提升了电器的使用率；中央控制系统还能根据当前湿度大于或等于预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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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阈值的程度控制除湿模块当前运行的功率档位，提升了用户体验，也节约了电能。

[0038] 在一个可选实施方式中，还可以包括：加湿模块(如加湿模块1)。所述加湿模块，连

接至所述中央控制系统，可以用于在所述中央控制系统的控制下，对所述环境进行加湿。

[0039] 其中，所述中央控制系统，还可以用于在所述当前湿度小于或等于预设的干燥度

阈值的情况下，开启所述加湿模块；以及，在经所述加湿模块加湿后的当前湿度升高至大于

所述干燥度阈值的情况下，关闭所述加湿模块。

[0040] 由此，通过设置加湿模块，可以在室内环境的当前湿度小于或等于预设的干燥度

阈值的情况下对室内环境进行加湿，在当前湿度升高至大于预设的干燥阈值的情况下停止

加湿，可以提升室内环境的舒适度，用户体验好；而且控制方便，便于用户使用。

[0041] 可选地，所述湿度检测模块，设置在所述加湿模块处。

[0042] 由此，通过将湿度检测模块设置在加湿模块处，一方面结构简单，占用空间小；另

一方面可以精准检测到加湿模块附近的空气湿度，从而根据加湿模块附近的空气湿度进行

除湿或加湿控制，检测结果精准性好。

[0043] 在一个可选实施方式中，还可以包括：空气质量检测模块。所述空气质量检测模

块，可以连接至中央控制系统。

[0044] 在一个可选例子中，所述空气质量检测模块，可以用于获取所述环境的当前空气

质量参数。

[0045] 其中，所述当前空气质量参数，可以包括：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二氧化

碳、甲醛、臭氧、氨、苯、甲苯、二甲苯、能吸入颗粒物中的至少之一的浓度和/或含量。

[0046] 例如：利用盐酸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GB/T18204.2-2014)，可以检测到室内空

气中二氧化硫的含量。利用改进的Saltzaman法(GB/T18204.2-2014)，可以检测到室内空气

中二氧化氮的含量。利用不分红外分析法(GB/T18204.2-2014)，可以检测得到室内空气中

一氧化碳的含量。利用不分红外分析法(GB/T18204.2-2014)，可以检测得到室内空气中二

氧化碳的含量。利用酚试剂分光光度法(GB/T18204.2-2014)，可以检测得到室内空气中甲

醛的含量。利用靛蓝分光光度法(GB/T18204.2-2014)，可以检测得到室内空气中臭氧的含

量。利用靛酚蓝分光光度法(GB/T18204.2-2014)，可以检测得到室内空气中氨的含量。利用

气相色谱法(GB11737-89)，可以检测得到室内空气中苯的含量。利用气相色谱法(GB11737-

89)，可以检测得到室内空气中甲苯的含量。利用气相色谱法(GB11737-89)，可以检测得到

室内空气中二甲苯的含量。利用光散射法(GB/T18204.2-20)，可以检测得到室内空气中可

吸入颗粒物(即能吸入颗粒物)的含量。

[0047] 在一个可选例子中，所述中央控制系统，还可以用于在所述当前空气质量参数大

于或等于预设的空气质量参数阈值的情况下，开启所述空气净化模块；在经所述空气净化

模块净化后的当前空气质量参数升高至大于所述空气质量参数阈值的情况下，关闭所述空

气净化模块。

[0048] 由此，通过根据空气质量参数控制空气净化模块的开启或关闭，一方面可以保证

室内空气质量，提升用户的舒适性和健康性体验；另一方面在室内空气质量达标的情况下

可以关闭空气净化模块，有利于节能，还可以减少空气净化模块运行带来的噪音等问题，进

一步提升了用户的舒适性体验和便捷性体验。

[0049] 在一个可选实施方式中，还可以包括：壳体。在所述壳体的侧壁，设置有进风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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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壳体的顶壁，设置有出风口。优选地，所述进风口，设置在所述侧壁底部。

[0050] 例如：此出风方式与传统侧出风不同，此出风方式为上出风，使得出风量更大。

[0051] 可选地，所述湿度检测模块，设置在所述壳体的进风口处。

[0052] 由此，通过将进风口设置在壳体的侧壁，将出风口设置在壳体的顶壁，可以结合空

气净化模块进行风道改变，从而使得空气经改变后的风道净化更彻底、更全面，有利于提升

空气洁净度和用户体验。

[0053] 在一个可选例子中，所述空气净化模块，可以包括：一次过滤网、风扇、杀菌装置和

二次过滤网(如二次过滤网3)。

[0054] 在一个可选具体例子中，所述一次过滤网，设置在所述进风口处。所述二次过滤

网，设置在所述出风口处。

[0055] 在一个可选具体例子中，所述风扇和杀菌装置，设置在所述一次过滤网和所述二

次过滤网之间的风道中。

[0056] 例如：通过在出风口、进风口进行二次过滤，可以使过滤效果更好。

[0057] 由此，通过两次过滤网、风扇和杀菌装置，可以对空气进行过滤和杀菌处理，有利

于提升空气洁净度；通过将两次过滤网设置在风扇和杀菌装置的两侧，可以使风道改变，提

升净化效果。

[0058] 可选地，所述杀菌装置，可以包括：UV紫外灯(如UV紫外灯4)、臭氧发生器中的至少

之一。

[0059] 例如：将除湿机和空气净化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可以包括：可以自动检测到空气

湿度，实现自动开关和加湿(如不同档位的加湿)功能，使室内恒湿的状态；还可以增加紫外

灯杀菌功能、双效过滤功能等，使空气更加的清新。

[0060] 由此，通过多种形式的杀菌装置，可以提升杀菌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0061] 可选地，所述一次过滤网、所述二次过滤网中的至少一种过滤网，可以包括：层叠

设置的初级过滤网(如粗效过滤网)、分子筛和二级过滤网(如中效过滤网)。例如：自相应过

滤网的进风侧至出风侧依次层叠设置的初级过滤网、分子筛和二级过滤网。

[0062] 例如：将除湿机和空气净化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可以包括：双层过滤，风道改变，

使空气经过两次过滤；增加空气湿度感应模块；增加UA紫外灯，等等。

[0063] 由此，通过多层过滤网，可以提升过滤效率和过滤效果。

[0064] 在一个可选例子一种，所述空气净化模块，还可以包括：香薰盒。所述香薰盒，设置

在所述出风口处。

[0065] 例如：可以在出风口增加香薰盒、臭氧发生器等。例如：可以清新空气，添加香薰。

[0066] 由此，通过在出风口处设置香薰盒，可以改变室内气味，满足用户对室内气味地需

求，提升用户体验。

[0067] 在一个可选例子中，所述除湿模块，可以包括：蒸发器(如蒸发器2)和冷凝器。

[0068] 可选地，所述蒸发器，设置在所述进风口与所述一次过滤网之间。

[0069] 可选地，所述冷凝器，设置在所述杀菌装置与所述出风口之间。

[0070] 由此，通过蒸发器和冷凝器可以对室内空气进行除湿处理，通过将蒸发器设置在

进风口与一次过滤网之间，和/或将冷凝器设置在杀菌装置与出风口之间，可以使除湿模块

与空气净化模块同时工作时除湿性能和空气净化性能均达到最优，使得空气处理的效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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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都得以提升。

[0071] 在一个可选例子中，所述中央控制系统，可以包括：单片机、PLC、MCU、DSP处理器中

的任意一种。

[0072] 由此，通过多种形式的中央控制系统，可以提升空气处理的便捷性和灵活性。

[0073] 在一个可选具体例子中，参见图2至图5所示的例子，本实用新型方案的工作原理

过程可以包括：潮湿的空气进入空气湿度检测模块(如图2所示)，空气湿度检测模块开始工

作，检测到空气的湿度是否达到预定的阀值；中央控制系统判断是否开启除湿功能。

[0074] 可选地，当开启除湿功能时，潮湿的空气通过进风口进入，经过蒸发器(如图3所

示)，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在蒸发器的翅片上，干燥的空气进入一次过滤网(如图4所示)，干

燥的空气进入一次过滤网后过滤掉空气中的灰尘、毛絮等有害物质，过滤后的空气通过一

次过滤网后进入内部的UV紫外灯(如图5所示)照射，杀灭空气中的病菌、细菌等微生物。经

过紫外光照射后的净化后的空气到冷凝器散热，再次经过二次过滤网(如三层过滤网)过滤

空气中的灰尘、微生物尸体等杂物，从而进一步净化空气，提高空气质量，让人们生活在一

个健康舒适的环境中。

[0075] 其中，过滤网(如一次过滤网、二次过滤网等)可以有三层结构，包括粗效过滤网、

分子筛和中效过滤网等组件。UV紫外灯模块可以包括短波紫外UA灯，可以有效地进行杀灭

空气中的微生物、病毒等。

[0076] 可选地，当空气中的湿度未达到预设的阀值时，除湿机不启动，中央控制系统只启

动风叶和紫外灯模块，进行净化空气。在潮湿的环境更容易滋生一些细菌和一些霉菌，大大

地影响着人们的呼吸道疾病和感冒的发生，本除湿、空气净化一体机不仅仅可以单独使用

除湿盒空气净化功能，也可以在梅雨季节两个功能一起使用，在经过此一体机的空气净化

和紫外杀菌后，大大地减少呼吸道疾病和感冒的发生。

[0077] 可见，本实用新型的方案，可以在使用空气净化功能的同时检测到室内环境的空

气相对湿度，达到预定的阀值时开启除湿功能，让人们生活在一个健康舒适的室内环境中。

[0078] 经大量的试验验证，采用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案，通过将除湿机和空气净化器巧妙

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净化空气和除湿的基本功能可以分别单独使用，也可以一起使用，增加

了电器的使用频率，提升了用户的使用便捷性。

[0079] 综上，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理解的是，在不冲突的前提下，上述各有利方式可以自

由地组合、叠加。

[0080]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对于本领域

的技术人员来说，本实用新型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

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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