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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空气净化装置 ，其特征在
于：
该装置包括等离子体模块和水滤模块。所述
等离子体模块包括放电电极，
所述放电电极通过
高压放电产生等离子体；
所述水滤模块包括加湿
盘与水箱 ，
所述加湿盘一部分浸入水中并且转
动，
将空气带入水中，
起到加湿和过滤的作用。
本
装置将放电产生的等离子体与水滤相结合，
可以
使加湿的空气携带丰富的负氧离子；
而等离子体
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并且可以高效去除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
也可使粉尘颗粒物荷电积聚 ，
从而大
大提高水滤的效率，
并延长换水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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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空气净化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装置包括等离子体模块和水滤模块；
所述等离子体模块可操作耦合水滤模块；
所述等离子体模块包括风机、放电电极和高压电源；
所述空气通过风机进入等离子体
模块内，
在高压电源的作用下，
所述放电电极通过高压放电产生等离子体，
所述放电电极采
用针网式结构，
包括针状电极和网状电极；
针状电极为高压电极，
可操作耦合高压电源，
网
状电极接地，
针状电极放电产生等离子体，
高压电源为脉冲高压电源，
其脉冲频率为50Hz到
100kHz，
以使得放电既能稳定，
又不会产生发热；
所述水滤模块将空气导入并通过水膜，
用水作为过滤媒介，
起到加湿和过滤的作用，
所
述水滤模块为虹吸水膜结构，
包括水箱、
转盘、
吸管和出水口；
转盘为微孔螺旋设计，
下接吸
管，
吸管下端伸入水中，
当转盘高速旋转时，
吸管内气压降低，
根据虹吸效应，
水被吸出，
并
从吸管上端出水口喷出，
形成水膜；
空气透过水膜进行过滤后，
从两侧的出风口排出；
空气先通过所述装置的等离子体模块放电产生等离子体，
然后经过等离子体模块净化
后的空气进入水滤模块进行进一步过滤，
能够提高水滤的效率。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另一种所述水滤模块包括加湿盘、水箱和
出风口；
所述加湿盘的一部分浸入水箱的水中并能够旋转，
以便将空气带入水中进行过滤
后经出风口排出。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另一种所述放电电极为高压线电极，
所述
高压线电极的制作材料包括铜丝或钨丝镍钛合金材料，
直径取值以满足所加电压下能够产
生放电为准。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高压线电极下方安装有集尘板，
所述
集尘板包括数块并列的金属板，
相邻两块金属板中的一块金属板可操作耦合高压电源，
另
一块金属板接地。
5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加湿盘为亲水材料，
外侧有蜂窝状小
孔。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水滤模块还包括有导风板，
所述导风
板能够提高出风口排风的效率。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
另一种所述放电电极采用线筒式结构；
线筒式结构包括高压线电极和筒状接地电极；
所述高压线电极放置于筒状接地电极的
轴线处，
高压线电极可操作耦合高压电源放电产生等离子体。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高压电源为正弦高压电源，
电压峰-峰
值选择范围在1kV到10kV；
频率范围取值为50Hz到100kHz，
以使得放电既能稳定，
又不会产
生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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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空气净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污染防治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空气净化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
大气污染日益严重。
随着人们对健康要求的提高，
室内空气质量尤其受到
人们的重视。一般来说，
室内空气污染物主要包括悬浮颗粒物、
细菌、病毒，
以及家具装修材
料释放的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等，
这些污染物对人体健康产生极大的威胁。市面上各种
品牌的空气净化器有很多，
所用原理也各不相同。过滤法是最为常见的，
但是它无法根除污
染物，
而且过滤网长时间不更换就会成为微生物繁殖的温床，
有二次污染的可能。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
水滤式空气净化器应运而生，
用水代替传统的过滤网作为过滤媒介，
可以溶解悬
浮颗粒物，
以及甲醛等有害气体，
而且水方便更换，
成本低廉。但是它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比
如净化效率偏低，
而且也无法根除污染物。
发明内容
[0003] 基于此，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空气净化装置；
[0004] 所述装置包括等离子体模块和水滤模块；
[0005] 所述等离子体模块可操作耦合水滤模块；
[0006] 所述等离子体模块包括风机、
放电电极和高压电源；
所述空气通过风机进入等离
子体模块内，
在高压电源的作用下，
所述放电电极通过高压放电产生等离子体；
[0007] 所述水滤模块将空气导入并通过水膜，
用水作为过滤媒介，
起到加湿和过滤的作
用。
[0008] 本发明所述的空气净化装置具有以下优点：
(1)本发明将等离子体与水滤相结合，
等离子体与水对空气进行双重净化，
净化效率大大提高；(2)等离子体中的电场，
紫外辐射
和各种自由基活性粒子等可以有效去除污染物，
从根本上净化空气；(3)加湿的空气和等离
子体相结合，
可以产生丰富的氧负离子，
有助于凝聚空气中的颗粒污染物，
还有利于抑制放
电臭氧的生成；(4)等离子体中的活性粒子进入水中，
可以进一步去除水中的污染物，
延长
换水周期；(5)等离子体的存在提高了水滤净化的效率，
可以减小加湿盘的尺寸，
从而减小
电极能耗和噪音，
降低水的损耗，
使室内空气湿度不至于过高，
南方地区也可使用；(6)等离
子体发生装置在大气压下进行操作，
无需真空腔，
设备简单，
操作方便，
价格低廉，
而且等离
子体处理过后不会产生毒性残留。
附图说明
[0009] 图1为本发明空气净化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包括离子体模块100和水滤模块200；
[0010] 图2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包括包括风机101，
高压线电极102，
加湿
盘201，
水箱202和导风板203；
[0011] 图3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另一结构示意图，
包括风机101，
高压线电极102，
集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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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103、加湿盘201，
水箱202和导风板203；
[0012] 图4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包括风机101，
高压线电极102、水箱202、
转盘212、
吸管213和出水口214；
[0013] 图5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
包括风机101 ，
高压线电极102，
集尘板
103、加湿盘201，
水箱202和导风板203；
[0014] 图6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包括风机101，
高压线电极102，
筒状接地
电极123，
加湿盘201，
水箱202和导风板203；
[0015] 图7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包括风机101，
针状电极112，
网状接地电
极133，
加湿盘201，
水箱202和导风板203。
[0016] 附图标记：
离子体模块100，
水滤模块200，
风机101，
高压线电极102，
加湿盘201，
水
箱202，
导风板203，
集尘板103，
转盘212，
吸管213，
出水口214，
筒状接地电极123，
针状电极
112，
网状接地电极133。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的说明；
[0018] 在一个实施例中，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空气净化装置；
[0019] 所述装置包括等离子体模块和水滤模块；
[0020] 所述等离子体模块可操作耦合水滤模块；
[0021] 所述等离子体模块包括风机、
放电电极和高压电源；
所述空气通过风机进入等离
子体模块内，
在高压电源的作用下，
所述放电电极通过高压放电产生等离子体；
[0022] 所述水滤模块将空气导入并通过水膜，
用水作为过滤媒介，
起到加湿和过滤的作
用。
[0023] 在本实施例中，
等离子体可以产生电场，
紫外辐射和各种自由基活性粒子等，
可以
高效地去除细菌等有害物质，
同时也可以增加空气中负氧离子的含量。
[0024] 本发明将等离子体与水滤技术有效结合起来，
等离子体可以杀灭细菌病毒，
反应
去除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并能使悬浮颗粒物荷电积聚，
提高加湿盘过滤的效率。而等离子体
中的活性粒子进入水中，
会进一步去除水中的污染物，
降低水中有害物质的浓度，
提高相应
污染物溶于水的效率，
延长换水周期。综上，
等离子体与水滤技术两者相互促进，
使得净化
效率大大提高。
[0025] 在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水滤模块具有多种结构，
包括任何以水作为空气过滤媒介
的结构；
[0026] 其中一种结构包括加湿盘、
水箱和出风口；
所述加湿盘的一部分浸入水箱的水中
并能够旋转，
以便将空气带入水中进行过滤后经出风口排出；
[0027]
另一种结构为虹吸水膜结构，
包括转盘、
吸管、
出水口、
水箱和出风口；
所述转盘高
速转动，
根据虹吸效应原理将水箱中的水通过吸管吸出并从喷水口喷出，
形成水膜；
空气通
过水膜进行过滤后经出风口排出。
[0028] 在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放电电极为高压线电极，
所述高压线电极的材料包括铜丝、
钨丝镍钛合金等合金材料，
直径取值以满足所加电压下能够产生放电为准。
[0029] 更优的，
高压线电极的材料采用铜丝，
直径为0 .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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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高压线电极下方安装有集尘板，
所述集尘板有数块金属板
并列而成，
相邻两块金属板中的一块金属板可操作耦合高压电源，
另一块金属板接地。
[0031] 在本实施例中，
为了提高集尘效率，
在高压线电极下方加设集尘板，
集尘板由数块
金属板并列而成，
间距为1cm，
材料可以为铜板，
不锈钢板或其他金属材料。相邻两块金属板
之间一块可操作耦合高压电源，
一块接地，
这样粉尘颗粒物在高压线电极放电中荷电后，
在
通过集尘板时由于电场发生定向移动而被收集。
[0032] 在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加湿盘为亲水材料，
外侧有蜂窝状小孔。
[0033] 本实施例所述的加湿盘为亲水材料，
外侧有蜂窝状小孔，
可以保存一定水量。加湿
盘下方一部分浸入水箱中并进行旋转，
将空气带入水中进行过滤。
空气与水充分接触，
空气
中易溶于水的有害气体比如甲醛等，
可以被充分吸收，
而粉尘颗粒物受到水黏性的影响，
也
被溶于水中，
从而起到过滤的作用。进一步，
旋转的加湿盘将水带起，
形成水雾，
对空气有加
湿的作用，
而加湿的空气与等离子体的充分结合会产生大量的负氧离子，
对人体有益；
除此
之外，
水雾还可以降低在放电中生成的臭氧的浓度，
减少二次污染。
[0034] 在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水滤模块还包括有导风板，
所述导风板能够提高出风口排
风的效率。
[0035] 在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放电电极采用线筒式结构或者针网式结构；
[0036] 当所述放电电极采用线筒式结构，
包括高压线电极和筒状接地电极；
所述高压线
电极放置于筒状接地电极的轴线处，
高压线电极可操作耦合高压电源放电产生等离子体；
[0037] 当所述放电电极采用针网式结构，
包括针状电极和网状电极；
针状电极为高压电
极，
可操作耦合高压电源，
网状电极接地，
针状电极放电产生等离子体。
[0038] 本实施例的放电电极采用线筒式结构，
高压线电极放置于筒状接地电极轴线处，
高压线电极可操作耦合高压电源放电产生等离子体，
数个相同结构的电极组合在一起形成
矩阵，
大大提高等离子体处理效率。
[0039] 在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高压电源为正弦高压电源或者脉冲高压电源；
当高压电源
为正弦高压电源时，
电压峰-峰值选择范围在1kV到10kV，
频率范围位50kHz-100kHz；
当高压
电源为脉冲高压电源时，
其脉冲频率为50Hz到100kHz，
以使得放电既能稳定，
又不会产生发
热。
[0040] 本实施例所述高压电源可以为正弦高压电源，
频率范围为50Hz到100kHz。就该实
施例而言，
实际应用中，
正弦高压电源电压峰-峰值选择范围在1kV到10kV，
频率范围不高于
100kHz，
频率过低则放电不稳定，
频率过高则会导致等离子体发热现象明显。
高压电源也可
以是脉冲高压电源，
其脉冲频率不高于100kHz。脉冲高压电源的频率越高，
等离子体的处理
速度越快，
而且放电电压越低，
但等离子体温度会随频率升高。就该实施例而言，
在脉冲高
压电源激励下，
活性粒子的生成效率更高，
同时由于降低了总的放电功率，
使得等离子体温
度进一步降低
[0041] 在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等离子体模块位于水滤模块前，
即空气先通过等离子体模
块放电产生等离子体，
然后经过等离子体模块净化后的空气进入水滤模块进行进一步过
滤，
能够提高水滤的效率。
[0042] 该实施例中，
空气先通过等离子体模块放电产生等离子体，
等离子体可以产生电
场，
紫外辐射和各种自由基活性粒子，
可以有效去除细菌病毒和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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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悬浮颗粒物荷电积聚，
经过等离子体净化后的空气进入水滤模块进行进一步过滤，
水可
以溶解大量悬浮颗粒物和甲醛等可溶于水的有害气体，
而且等离子体中的活性粒子也可进
入水中，
进一步去除水中的细菌病毒，
氧化溶于水的其它有机物质，
降低水中有害物质的浓
度，
提高气体中相应物质溶于水的效率，
并且等离子体与加湿的空气相结合可以产生大量
的负氧离子，
有利于人体健康。
[0043] 在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等离子体模块位于水滤模块后，
即空气先通过水滤模块进
行过滤后，
加湿的空气进入等离子体模块，
放电电极对加湿的空气进行放电 ，
产生大量的负
氧离子。
[0044] 在本实施例中，
空气先经过水滤模块进行过滤后，
再通过等离子体模块进行净化。
空气首先通过水滤模块后被加湿，
而加湿的空气直接作为反应气体在等离子体模块100中
放电产生等离子体。在这种情况下，
水雾和空气能够更加充分的混合，
从而大大增加负氧离
子浓度。
[0045] 在一个实施例中，
所述装置包括第一等离子体模块和第二等离子体模块和第一水
滤模块和第二水滤模块；
所述第一等离子体模块在前可操作耦合第一水滤模块；
所述第二
水滤模块在前可操作耦合第二等离子体模块，
空气先通过第一等离子提莫快和第二水滤模
块后，
再通过第一水滤模块和第二等离子体模块。
[0046] 本实施例使用两路净化通道同时净化空气，
不仅能够水雾和空气能够更加充分的
混合，
大大了增加负氧离子浓度，
而且能够进一步去除水中的细菌病毒，
氧化溶于水的其它
有机物质，
降低水中有害物质的浓度。
[0047] 在一个实施例中，
公开了一种空气净化装置，
该装置包括等离子体模块和水滤模
块。所述等离子体发生模块包括放电电极，
所述放电电极通过高压放电产生等离子体。所述
水滤模块包括加湿盘和水箱，
所述加湿盘部分浸入水中并且转动，
将空气带入水中进行过
滤，
且具有加湿的效果。
[0048] 如图1所示，
本发明的空气净化装置包括等离子体模块100和水滤模块200。等离子
体模块100包括高压电源和放电电极，
高压电源与放电电极相连，
为放电提供激励；
空气通
过风机进入等离子体模块100后放电产生等离子体；
水滤模块200包括加湿盘和水箱，
加湿
盘一部分浸入水中并旋转，
将空气带入水中进行过滤，
过滤后的空气经两侧的出风口排出。
下面具体进行说明。
[0049] 如图2所示，
本实施例中的空气净化装置包括等离子体模块100和水滤模块200。
[0050] 等离子体发生模块100包括风机101 ，
高压线电极102；
水滤模块200包括加湿盘
201，
水箱202和导风板203。空气通过风机101进入装置内进行净化。高压线电极102材料可
以为铜丝，
钨丝或其他合金材料，
直径0 .1mm，
可操作耦合高压电源。所述高压电源可以为正
弦高压电源，
频率范围为50Hz到100kHz。就该实施例而言，
实际应用中，
正弦高压电源电压
峰-峰值选择范围在1kV到10kV，
频率范围不高于100kHz，
频率过低则放电不稳定，
频率过高
则会导致等离子体发热现象明显。高压电源也可以是脉冲高压电源，
其脉冲频率不高于
100kHz。脉冲高压电源的频率越高，
等离子体的处理速度越快，
而且放电电压越低，
但等离
子体温度会随频率升高。就该实施例而言，
在脉冲高压电源激励下，
活性粒子的生成效率更
高，
同时由于降低了总的放电功率，
使得等离子体温度进一步降低。
[0051] 如图3所示，
为了提高集尘效率，
可以在在高压线电极下方加设集尘板103，
集尘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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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为数块金属板并列而成，
间距为1cm，
材料可以为铜板，
不锈钢板或其他金属材料。相邻
两块金属板之间一块可操作耦合高压电源，
一块接地，
这样粉尘颗粒物在高压线电极放电
中荷电后，
在通过集尘板时由于电场发生定向移动而被收集。
[0052] 为了降低放电电压，
本实施例中的高压线电极102上还可以设置有放电突起，
放电
突起可以设置多个。放电突起的存在降低了放电起始条件，
并使得放电更容易实现，
通过突
起上产生的电晕降低了放电起始电压。
[0053] 水滤模块200包括加湿盘201，
水箱202和导风板203。
空气经过等离子体模块100进
行第一步净化后，
在加湿盘201的作用下进入水箱202。加湿盘201为亲水材料，
外侧有蜂窝
状小孔，
可以保存一定水量。加湿盘201下方一部分浸入水箱202中并进行旋转，
将空气带入
水中进行过滤。
空气与水充分接触，
空气中易溶于水的有害气体比如甲醛等，
可以被充分吸
收，
而粉尘颗粒物受到水黏性的影响，
也被溶于水中，
从而起到过滤的作用。进一步，
旋转的
加湿盘将水带起，
形成水雾，
对空气有加湿的作用，
而加湿的空气与等离子体的充分结合会
产生大量的负氧离子，
对人体有益；
除此之外，
水雾还可以降低在放电中生成的臭氧的浓
度，
减少二次污染。最后经过净化过滤的干净空气通过两侧的出风口排出，
为了提高出风的
效率，
可以加设导风板203。
[0054] 在一个实施例中，
如图4所示，
本实施例的水滤模块200包括水箱202、转盘212、
吸
管213和出水口214。转盘212为微孔螺旋设计，
下接吸管213，
吸管213下端伸入水中，
当转盘
212高速旋转时，
吸管213内气压降低，
根据虹吸效应，
水被吸出，
并从吸管213上端出水口
214喷出，
形成水膜。
空气透过水膜进行过滤后，
从两侧的出风口排出。
[0055] 本实施例中的水滤模块200不局限于以上两种结构形式，
任何以水作为空气过滤
媒介的结构均可。
[0056] 本实施例中的空气净化装置通过等离子体模块100和水滤模块200的双重过滤，
等
离子体可以杀灭细菌病毒，
反应去除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并能使悬浮颗粒物荷电积聚；
水可
以溶解悬浮颗粒物和空气中易溶于水的有害气体，
而等离子体中的活性粒子进入水中，
更
会进一步去除水中的污染物，
降低水中有害物质的浓度，
提高相应污染物溶于水的效率，
延
长换水周期。
综上，
等离子体与水滤技术两者相互促进，
使得净化效率大大提高。
[0057] 在一个实施例中，
如图5所示，
在本实施例中空气先通过等离子体模块100，
后通过
水滤模块200，
而本实施例空气先通过水滤模块200进行过滤后，
再通过等离子体模块100进
行净化。
空气首先通过水滤模块200后被加湿，
而加湿的空气直接作为反应气体在等离子体
模块100中放电产生等离子体。在这种情况下，
水雾和空气能够更加充分的混合，
从而大大
增加负氧离子浓度。
[0058] 在一个实施例中，
如图6所示，
本实施例的放电电极采用线筒式结构。高压线电极
102放置于筒状接地电极123轴线处，
高压线电极102可操作耦合高压电源放电产生等离子
体，
数个相同结构的电极组合在一起形成矩阵，
大大提高等离子体处理效率。
[0059] 在一个实施例中，
如图7所示，
本实施例的放电电极采用针网式结构。针状电极112
为高压电极，
可操作耦合高压电源，
网状电极133接地，
针状电极放电产生等离子体。
[0060] 以上是对本发明空气净化装置的介绍，
但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明了，
本发明的放
电电极并不限于针状或网状，
例如还可以是螺旋形、S形等，
任何可以电离空气产生等离子
体的电极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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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说明书中的各个实施例均采用递进的方式描述，
每个实施例重点说明的都是与
其他实施例的不同之处，
各个实施例之间相同相似的部分互相参见即可。对于系统实施例
而言，
由于其与方法实施例基本相似，
所以描述的比较简单，
相关之处参见方法实施例的部
分说明即可。
[0062] 以上对本发明所提供的空气净化装置，
进行了详细介绍，
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
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
以上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
法及其核心思想；
同时，
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
依据本发明的思想，
在具体实施方式
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
综上所述，
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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