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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除霾功能的广告牌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除霾功能的广告牌，包

括呈矩形的广告牌本体，所述广告牌本体内设有

除霾风道，所述除霾风道内设置有贯流风轮，还

包括过滤网组件，所述过滤网组件包括分别设置

于除霾风道外部上下两侧的清洗电机、清洗水

箱，所述清洗电机与主动轮相连接，所述清洗水

箱内设置有从动轮，所述主动轮、从动轮上转动

连接有柔性履带式过滤网，所述第一进风口、第

二进风口上设置有钢丝过滤网。所述广告牌本体

内位于两个除霾风道之间还设置有除霾水箱，所

述除霾水箱通过送水阀与清洗水箱相连接，所述

除霾水箱顶部敞开。本发明具有能够自动清洁滤

网、自动化程度高、除霾效果理想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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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除霾功能的广告牌，包括呈矩形的广告牌本体，所述广告牌本体长度为50‑

100cm，所述广告牌本体的左右侧壁上分别开设有第一进风口和第二进风口，所述广告牌本

体的顶壁左右两侧分别开设有第一出风口和第二出风口，所述广告牌本体内设置有两个分

别连接第一进风口和第一出风口、第二进风口和第二出风口的除霾风道；其特征在于：所述

除霾风道内设置有贯流风轮，所述贯流风轮的旋转轴与设置于除霾风道外部的双向电机相

连接；还包括过滤网组件，所述过滤网组件包括分别设置于除霾风道外部上下两侧的清洗

电机、清洗水箱，所述清洗电机与主动轮相连接，所述清洗水箱内设置有从动轮，所述主动

轮、从动轮上转动连接有柔性履带式过滤网；所述柔性履带式过滤网贯穿所述除霾风道并

且位于第一进风口、第二进风口与贯流风轮之间，所述第一进风口、第二进风口上设置有钢

丝过滤网；

所述广告牌本体内位于两个除霾风道之间还设置有除霾水箱，所述除霾水箱通过送水

阀与清洗水箱相连接，所述除霾水箱顶部敞开，内部设置有水位传感器，所述除霾水箱还与

外部供水管相连接，所述外部供水管上设置有供水泵；所述除霾风道内还设置有雾化喷头，

所述雾化喷头通过增压泵与除霾水箱相连接；所述清洗水箱底部设置有排污口，所述排污

口与排污管相连接，所述排污管上设置有排污泵，所述广告牌本体内还设置有控制单元，所

述贯流风轮与柔性履带式过滤网之间设置有真空压力传感器，所述广告牌本体外部设置有

空气质量传感器，所述真空压力传感器、空气质量传感器分别与控制单元相连接，所述控制

单元根据真空压力传感器、空气质量传感器的监测数据控制双向电机、清洗电机以及增压

泵的工作状态，当空气质量传感器的监测值小于第一预设值时，关闭所述双向电机、清洗电

机以及增压泵，当空气质量传感器的监测值大于预设值时，启动所述双向电机、清洗电机以

及增压泵，并且随着空气质量传感器的监测值的增大增加双向电机、清洗电机以及增压泵

的工作频率，当所述真空压力传感器的监测值小于第一预设值时，关闭所述增压泵，并且使

双向电机反向运行第一预设时间，第一预设时间之后，若所述真空压力传感器的监测值大

于第二预设值时，则关闭所述双向电机、清洗电机，还包括设置于广告牌本体底部的支撑

柱，所述外部供水管、排污管设置于所述支撑柱的内部，所述除霾水箱的底部通过排污阀与

所述排污管相连接，所述清洗水箱内还设有清扫刷、浑浊度传感器以及水位传感器，所述空

气质量传感器为PM2.5浓度传感器，所述控制单元还包括无线报警模块，当关闭所述双向电

机、清洗电机之后，通过无线报警模块向集控中心或者移动控制终端发送报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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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除霾功能的广告牌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广告牌技术领域，具体设计一种具有除霾功能的广告牌。

背景技术

[0002] 雾霾是一种大气污染状态，是对大气中各种悬浮颗粒物含量超标的笼统表述，尤

其是PM2.5被认为是造成雾霾天气的“元凶”。近年来，随着空气质量的恶化，阴霾天气现象

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危害不断加重。不少地区把阴霾天气现象并入雾一起作为灾害性天

气预警预报。统称为“雾霾天气”。

[0003] 雾霾里面含有各种对人体有害的细颗粒，有毒物质达20多种，包括酸、碱、盐、胺、

酚等，以及尘埃、花粉、螨虫、流感病毒、结核杆菌、肺炎球菌等。其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

及可吸入颗粒物这三项是雾霾主要组成，它们与雾气结合在一起，让天空瞬间变得灰蒙蒙

的。这种颗粒本身既是一种污染物，又是重金属、多环芳烃等有毒物质的载体，会对人体健

康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0004] 大型户外广告牌多放于公路两侧，其结构高大，而且牢固。众所周知，公路上的汽

车扬尘和尾气排放是造成雾霾的主要原因之一，公路上的扬尘严重，特别是遇到久旱不雨

的天气，更是车轮滚滚，尘土飞扬，现有的广告牌只有向路过的司机和乘客展示当地的商品

信息的功能，功能比较单一。虽然目前市面上陆续出现了一些具有空气净化功能的广告牌，

然而，上述广告牌均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均没有考虑到对过滤网的清洁以及更换的问

题，众所周知，广告牌高高的立于空中，更换以及清洁滤网十分不方便，需要耗费大量的人

力物力。此外，现有的具有空气净化功能的广告牌通常仅仅通过过滤网来对空气进行净化，

净化效果十分不理想。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除霾功能的广告牌，具有能够

自动清洁滤网、自动化程度高、除霾效果理想等优点。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具有除霾功能的广告牌，包括呈

矩形的广告牌本体，所述广告牌本体的左右侧壁上分别开设有第一进风口和第二进风口，

所述广告牌本体的顶壁左右两侧分别开设有第一出风口和第二出风口，所述广告牌本体内

设置有两个分别连接第一进风口和第一出风口、第二进风口和第二出风口的除霾风道；所

述除霾风道内设置有贯流风轮，所述贯流风轮的旋转轴与设置于除霾风道外部的双向电机

相连接；还包括过滤网组件，所述过滤网组件包括分别设置于除霾风道外部上下两侧的清

洗电机、清洗水箱，所述清洗电机与主动轮相连接，所述清洗水箱内设置有从动轮，所述主

动轮、从动轮上转动连接有柔性履带式过滤网；所述柔性履带式过滤网贯穿所述除霾风道

并且位于第一进风口、第二进风口与贯流风轮之间，所述第一进风口、第二进风口上设置有

钢丝过滤网；

[0007] 所述广告牌本体内位于两个除霾风道之间还设置有除霾水箱，所述除霾水箱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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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水阀与清洗水箱相连接，所述除霾水箱顶部敞开，内部设置有水位传感器，所述除霾水箱

还与外部供水管相连接，所述外部供水管上设置有供水泵；所述除霾风道内还设置有雾化

喷头，所述雾化喷头通过增压泵与除霾水箱相连接；所述清洗水箱底部设置有排污口，所述

排污口与排污管相连接，所述排污管上设置有排污泵。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广告牌本体内还设置有控制单元，所述贯流风轮与柔性履带式过

滤网之间设置有真空压力传感器，所述广告牌本体外部设置有空气质量传感器，所述真空

压力传感器、空气质量传感器分别与控制单元相连接，所述控制单元根据真空压力传感器、

空气质量传感器的监测数据控制双向电机、清洗电机以及增压泵的工作状态。

[0009] 进一步地，当空气质量传感器的监测值小于第一预设值时，关闭所述双向电机、清

洗电机以及增压泵，当空气质量传感器的监测值大于预设值时，启动所述双向电机、清洗电

机以及增压泵，并且随着空气质量传感器的监测值的增大增加双向电机、清洗电机以及增

压泵的工作频率。

[0010] 进一步地，当所述真空压力传感器的监测值小于第一预设值时，关闭所述增压泵，

并且使双向电机反向运行第一预设时间，第一预设时间之后，若所述真空压力传感器的监

测值大于第二预设值时，则关闭所述双向电机、清洗电机。

[0011] 进一步地，还包括设置于广告牌本体底部的支撑柱，所述外部供水管、排污管设置

于所述支撑柱的内部。

[0012] 进一步地，所述除霾水箱的底部通过排污阀与所述排污管相连接。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清洗水箱内还设有清扫刷、浑浊度传感器以及水位传感器。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空气质量传感器为PM2.5浓度传感器。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控制单元还包括无线报警模块，当关闭所述双向电机、清洗电机之

后，通过无线报警模块向集控中心或者移动控制终端发送报警信息。

[0016] 另外，在发明所述技术方案中，凡未做特别说明的，均可采用本领域中的常规手段

来实现本技术方案。

[0017]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本发明提供的广告牌具有除霾功能，并且能够对过滤网进

行自清洁，能够防止因为长时间运行造成过滤网堵塞，大大提高除霾效率以及减小因为更

换、清洁滤网造成的人力物力成本。本发明将过滤网除霾和喷雾除霾进行有机结合，喷雾随

着净化后的空气一起喷出广告牌外部，能够有效抑制扬尘，减少空气中的固体颗粒物，大大

提高除霾效果。本发明的出风口设置于广告牌的上侧壁，进风口设置于广告牌的左右两侧，

并且在进风口上设置有钢丝过滤网，钢丝过滤网只起粗效过滤作用，相对来说不易发生堵

塞，下雨时停止进行除霾操作，通过雨水的冲淋即可实现对钢丝过滤网的有效清洁，而雨水

同样能够对除霾风道(包括其内部的贯流风轮)进行有效清洁。本发明自动化程度高，能够

通过真空压力传感器判断过滤网是否发生堵塞，同样能够判断对过滤网的清洁效果是否良

好，而在真空压力传感器探测到压力异常，也即过滤网出现堵塞问题时，可以控制风轮反

转，反转的风轮能够吹除过滤网迎风面集聚的灰尘，能够起到进一步的除尘清洁作用，而在

判断到该操作不起作用时，能够及时停止设备运行，并且发出警报。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8281084 B

4



[0019] 图中：1、广告牌本体；2、除霾风道；3、除霾水箱；4、贯流风轮；5、双向电机；6、柔性

履带式过滤网；7、主动轮；8、清洗电机；9、清洗水箱；10、从动轮；11、钢丝过滤网；12、清扫

刷；13、水位传感器；14、浑浊度传感器；15、真空压力传感器；16、送水阀；17、排污泵；18、供

水泵；19、排污阀；20、增压泵；21、雾化喷头；22、空气质量传感器；23、支撑柱。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21] 参见图1，一种具有除霾功能的广告牌，包括呈矩形的广告牌本体1，所述广告牌本

体1的左右侧壁上分别开设有第一进风口和第二进风口，所述广告牌本体1的顶壁左右两侧

分别开设有第一出风口和第二出风口，所述广告牌本体1内设置有两个分别连接第一进风

口和第一出风口、第二进风口和第二出风口的除霾风道2。所述除霾风道2内设置有贯流风

轮4，所述贯流风轮4的旋转轴与设置于除霾风道2外部的双向电机5相连接。还包括过滤网

组件，所述过滤网组件包括分别设置于除霾风道2外部上下两侧的清洗电机8、清洗水箱9，

所述清洗电机8与主动轮7相连接，所述清洗水箱9内设置有从动轮10，所述主动轮7、从动轮

10上转动连接有柔性履带式过滤网6；所述柔性履带式过滤网6贯穿所述除霾风道2并且位

于第一进风口、第二进风口与贯流风轮4之间。工作时，在清洗电机8的带动下，柔性履带式

过滤网6进行旋转并且陆续经过清洗水箱9，从而能够对其进行除尘。所述第一进风口、第二

进风口上设置有钢丝过滤网11，钢丝过滤网11只起粗效过滤作用，相对来说不易发生堵塞，

其能够防止空气中的较大杂物进入风道内部。

[0022] 所述广告牌本体1内位于两个除霾风道2之间还设置有除霾水箱3，所述除霾水箱3

通过送水阀16与清洗水箱9相连接，从而向清洗水箱9进行供水，所述除霾水箱3顶部敞开，

用于承接雨水，内部设置有水位传感器13，所述除霾水箱3还与外部供水管相连接，所述外

部供水管上设置有供水泵18，从而能够向水箱内及时补水。所述除霾风道2内还设置有雾化

喷头21，所述雾化喷头21通过增压泵20与除霾水箱3相连接。所述清洗水箱9底部设置有排

污口，所述排污口与排污管相连接，所述排污管上设置有排污泵17。

[0023] 所述广告牌本体1内还设置有控制单元，所述贯流风轮4与柔性履带式过滤网6之

间设置有真空压力传感器15，所述广告牌本体1外部设置有空气质量传感器22，所述真空压

力传感器15、空气质量传感器22分别与控制单元相连接，所述控制单元根据真空压力传感

器15、空气质量传感器22的监测数据控制双向电机5、清洗电机8以及增压泵20的工作状态。

[0024] 当空气质量传感器22的监测值小于第一预设值时，关闭所述双向电机5、清洗电机

8以及增压泵20，当空气质量传感器22的监测值大于预设值时，启动所述双向电机5、清洗电

机8以及增压泵20，并且随着空气质量传感器22的监测值的增大增加双向电机5、清洗电机8

以及增压泵20的工作频率。

[0025] 当所述真空压力传感器15的监测值小于第一预设值时，确定此时过滤网发生堵

塞，关闭所述增压泵20，并且使双向电机5反向运行第一预设时间，进一步提高除尘清洁的

作用，第一预设时间之后，若所述真空压力传感器15的监测值大于第二预设值时，判断出过

滤网仍然处于堵塞状态中，此时则关闭所述双向电机5、清洗电机8。上述真空压力传感器15

的第一预设值、第二预设值可以为过滤网在清洁状态下，双向电机5在某一工作频率下正

向、反向运行时测得的压力值。作为一种优选，所述控制单元还包括无线报警模块，当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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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双向电机5、清洗电机8之后，通过无线报警模块向集控中心或者移动控制终端发送报

警信息。

[0026] 还包括设置于广告牌本体1底部的支撑柱23，所述外部供水管、排污管设置于所述

支撑柱23的内部。所述除霾水箱3的底部通过排污阀19与所述排污管相连接。所述清洗水箱

9内还设有清扫刷12、浑浊度传感器14以及水位传感器。清扫刷12一端固定于清洗水箱9的

侧壁上，刷头端对过滤网进行刷洗，提高对过滤网的清洁效果。浑浊度传感器14则能够判断

清洗水箱9内水的清洁度，在确定水污浊达到一定程度时，及时排出换水。作为一种优选，所

述空气质量传感器22为PM2.5浓度传感器。

[0027]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

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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