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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旋转放电原位自清理式

高效电离协同催化室内空气净化法，包括以下步

骤：第一步，吸入空气处理：打开电源和控制回

路，微型电动机带动高压旋转电极和涡轮风扇旋

转，通过下层进风口吸入待处理的空气，涡轮风

扇带动待处理的空气进入中层反应区流动；第二

步，吸附-放电处理：中层反应区中的碳毡吸附待

处理的空气中有害气体和微生物，中层反应区中

的高压旋转电极与筒状接地极之间形成等离子

体反应区域，电晕放电激发产生等离子体净化空

气；第三步，原位清理：通过高压旋转电极自身旋

转，对待处理的空气进行原位清理，将净化后的

空气向四周吹出。本发明将吸附法和低温等离子

体方法相结合，达到高效、节能、无二次污染等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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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旋转放电原位自清理式高效电离协同催化室内空气净化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

第一步，吸入空气处理：打开上层控制台的电源和控制回路，上层控制台的微型电动机

带动中层反应区的高压旋转电极和下层进风口的涡轮风扇旋转，通过下层进风口吸入待处

理的空气，涡轮风扇带动待处理的空气进入中层反应区流动；

第二步，吸附-放电处理：中层反应区中的碳毡吸附待处理的空气中有害气体和微生

物，中层反应区中的高压旋转电极与筒状接地极之间形成等离子体反应区域，电晕放电激

发产生等离子体净化空气；

第三步，原位清理：通过高压旋转电极自身旋转，对待处理的空气进行原位清理，将净

化后的空气向四周吹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转放电原位自清理式高效电离协同催化室内空气净化法，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空气监测步骤，对室内空气质量进行实时监测，当空气质量未达标时，

自动触发报警装置进行报警提示，同时触发控制回路，开始对室内空气进行放电处理。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转放电原位自清理式高效电离协同催化室内空气净化法，

其特征在于：在步骤二中，高压旋转电极由金属旋转轴和锯齿状不锈钢板组成，锯齿状不锈

钢板表面涂覆纳米二氧化锰涂层，电晕放电激发产生的等离子体可与纳米二氧化锰涂层进

行光催化协同反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转放电原位自清理式高效电离协同催化室内空气净化法，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空气过滤步骤，下层进风口设有尼龙滤网，置于涡轮风扇下方，通过尼

龙滤网进行初步过滤。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转放电原位自清理式高效电离协同催化室内空气净化法，

其特征在于：高压电源电压调节范围为3～15kV，频率调节范围为5～15kHz；高压旋转电极

转速范围为0～1200  r/min，放电功率范围为100～300W。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旋转放电原位自清理式高效电离协同催化室内空气净化法，

其特征在于：高压电源电压为5kV，频率为10kHz；高压旋转电极转速为600  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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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放电原位自清理式高效电离协同催化室内空气净化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空气净化的领域，特别涉及旋转放电原位自清理式高效电离协同催化

室内空气净化法。

背景技术

[0002] 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居室、办公室等室内空气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由于

装饰材料、家具家电等各种因素综合影响，室内空气质量经常存在不达标的现象。常见的室

内污染物主要包括甲醛、苯、颗粒物、细菌、病毒等物质，其中醛类、苯类污染物具有持续不

断挥发、不易彻底去除等特点，且空气中漂浮的灰尘颗粒、细菌等物质也会严重影响人体健

康。因此，保持室内空气质量良好非常重要。

[0003] 传统的室内空气净化方法主要有过滤法、静电除尘法、紫外杀菌消毒法等，它们存

在去除效率低、使用局限多、应用范围小、维护成本高、易饱和、寿命短、二次污染等缺点。

[0004] (1)过滤法：滤材主要为纤维或具吸附效果的活性炭，对空气中灰尘、异味进行过

滤，以净化空气。但是该方法无法从根本上对空气进行净化处理，且需定期更换滤材，甚至

可能产生二次污染。

[0005] (2)静电除尘法：对空气进行放电，使空气中灰尘带电，再利用集尘装置捕集带电

灰尘，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但是该方法不能去除空气中的异味、细菌和有机污染物，且设

置和使用不便。

[0006] (3)紫外杀菌消毒法：利用紫外线灭活空气中的病菌、降解有机污染物，但不能起

到除尘作用。

[0007] 低温等离子体技术是通过低温等离子体发生器发生的强电离场和气体放电，使空

气中的水分子和气体分子电离，产生化学性质极其活泼的活性基团，与空气中的污染物发

生一系列复杂的氧化还原反应，分解挥发性有机物，由此实现空气净化的目的。这些自由基

对于微生物也具有很强的灭活作用，在消除有机污染的同时实现了灭菌目的。低温等离子

体技术因其处理效率高、无二次污染、应用方便等技术优势，近年来迅速发展成为废气研究

领域的前沿方向。因此，本发明人对此做进一步研究，研发出旋转放电原位自清理式高效电

离协同催化室内空气净化法，本案由此产生。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旋转放电原位自清理式高效电离协同催化

室内空气净化法，将吸附法和低温等离子体方法相结合，达到高效、节能、无二次污染等目

的。

[0009]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是：

[0010] 旋转放电原位自清理式高效电离协同催化室内空气净化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1] 第一步，吸入空气处理：打开上层控制台的电源和控制回路，上层控制台的微型电

动机带动中层反应区的高压旋转电极和下层进风口的涡轮风扇旋转，通过下层进风口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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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处理的空气，涡轮风扇带动待处理的空气进入中层反应区流动；

[0012] 第二步，吸附-放电处理：中层反应区中的碳毡吸附待处理的空气中有害气体和微

生物，中层反应区中的高压旋转电极与筒状接地极之间形成等离子体反应区域，电晕放电

激发产生等离子体净化空气；

[0013] 第三步，原位清理：通过高压旋转电极自身旋转，对待处理的空气进行原位清理，

将净化后的空气向四周吹出。

[0014] 优选的，还包括空气监测步骤，对室内空气质量进行实时监测，当空气质量未达标

时，自动触发报警装置进行报警提示，同时触发控制回路，开始对室内空气进行放电处理。

[0015] 优选的，在步骤二中，高压旋转电极由金属旋转轴和锯齿状不锈钢板组成，锯齿状

不锈钢板表面涂覆纳米二氧化锰涂层，电晕放电激发产生的等离子体可与纳米二氧化锰涂

层进行光催化协同反应。

[0016] 优选的，还包括空气过滤步骤，下层进风口设有尼龙滤网，置于涡轮风扇下方，通

过尼龙滤网进行初步过滤。

[0017] 优选的，高压电源电压调节范围为3～15kV，频率调节范围为5～15kHz；高压旋转

电极转速范围为0～1200r/min，放电功率范围为100～300W。

[0018] 优选的，高压电源电压为5kV，频率为10kHz；高压旋转电极转速为600r/min。

[0019] 采用上述方案后，由于本发明以物理吸附和电晕放电等离子体处理为原理的方

法，该方法可对微生物、有毒有害气体等进行吸附，再通过电晕放电对其进行处理。利用电

晕放电产生的高能电子、自由基、激发态原子及离子等活性粒子，与难降解的有机污染物分

子发生反应，使其最终分解为CO2和H2O等无毒产物。同时，可有效地破坏各种病毒、细菌中的

核酸、蛋白质，使其不能进行正常代谢和生物合成，从而致其死亡。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0] 1.解决传统方法中无法对空气中的微生物和有毒有害气体进行同步处理的问题，

并对悬浮颗粒进行有效收集；

[0021] 2.弥补常见物理吸附法中需要定期更换吸附材料的缺陷，净化空气的同时对吸附

材料进行放电处理，达到吸附材料的再生和持续利用；

[0022] 3.本发明具有体积小、结构简单、处理效果理想等特点，能够解决现有等离子体室

内空气净化技术存在装置复杂、处理量小等问题。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的流程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发明空气净化自动模式下的流程图；

[0025] 图3是本发明的装置示意图；

[0026] 图4是本发明的中层反应区示意图；

[0027] 图5是本发明的下层进风口示意图。

[0028] 标号说明

[0029] 上层控制台1   微型电动机4  高压旋转电极6      中层反应区7

[0030] 下层进风口8    尼龙滤网9     锯齿状不锈钢板10   碳毡11

[0031] 筒状接地极12  绝缘外壳13    涡轮风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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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述。本发明所揭示的是旋转放电

原位自清理式高效电离协同催化室内空气净化法，如图1和图3所示，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

例，包括以下步骤。

[0033] 第一步，吸入空气处理：打开上层控制台1的电源和控制回路，上层控制台的微型

电动机4带动中层反应区7的高压旋转电极6和下层进风口8的涡轮风扇14旋转，通过下层进

风口8吸入待处理的空气，涡轮风扇14带动待处理的空气进入中层反应区7流动。

[0034] 第二步，吸附-放电处理：中层反应区7中的碳毡11吸附待处理的空气中有害气体

和微生物，确保了接触几率和停留时间，提高了空气净化效率，使放电处理更充分。

[0035] 中层反应区7中的高压旋转电极6与筒状接地极12之间形成等离子体反应区域，电

晕放电激发产生等离子体净化空气。放电产生大量电子、离子和包括自由基在内的中性粒

子，引发一系列复杂的物理、化学反应，使复杂大分子污染物转变为简单小分子安全物质，

或使有毒有害物质转变为无毒无害或低毒低害物质，从而使污染物得以降解去除。除此，放

电产生的臭氧也可以对有毒有害物质进行氧化分解。

[0036] 第三步，原位清理：通过高压旋转电极6自身旋转，对待处理的空气进行原位清理，

将净化后的空气向四周吹出。如此循环吸附、处理，从而达到碳毡11自我原位清理、空气降

解净化的目的。在本实施例中，筒状接地极12外部设有一个绝缘外壳13，绝缘外壳13起到结

构支撑和绝缘作用。在筒状接地极12、碳毡11和绝缘外壳13均进行孔状阵列处理，筒状接地

极12和碳毡11上的孔径为2mm，绝缘外壳上孔径为1mm。经放电处理净化后的空气，经筒状接

地极12、碳毡11和绝缘外壳13上的孔(出风口)排出。

[0037] 在本实施例中，控制回路包括微型电动机、空气质量传感器和报警装置。

[0038] 优选的，还包括空气监测步骤，通过空气质量传感器对室内空气质量进行实时监

测，当空气质量未达标时，自动触发报警装置进行报警提示，同时触发控制回路，开始对室

内空气进行放电处理。使得本方法同时兼具空气监测和空气净化的双重功能。如图2所示，

在正常情况下，装置处于待机状态，当室内空气不达标时(TVOC>0.5mg/m3)，自动启动装置，

进行放电处理。除自动适应模式外，还可由用户主动选择模式。该装置内置空气质量传感

器，根据不同空气质量，通过控制回路实现三种模式自动切换，各模式下放电功率不同，使

处理强度也不同：

[0039] 节能模式(0.5mg/m3≤TVOC<1.0mg/m3，100W)

[0040] 正常模式(1.0mg/m3≤TVOC<5mg/m3，200W)

[0041] 强劲模式(TVOC≥5mg/m3，300W)。

[0042] 优选的，在步骤二中，高压旋转电极6由金属旋转轴和锯齿状不锈钢板10组成，锯

齿状不锈钢板10以金属旋转轴为轴旋转，如图4所示，锯齿状不锈钢板10表面涂覆纳米二氧

化锰涂层，电晕放电激发产生的等离子体可与纳米二氧化锰涂层进行光催化协同反应，可

在保持一定放电功率的前提下，增强等离子体净化空气效率，并能分解空气放电等离子体

的副产物臭氧和氮氧化物，很好地解决了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效率与臭氧和氮氧化物浓度超

标之间的矛盾。锯齿状不锈钢板10的厚度为0.5～1mm，纳米二氧化锰涂层厚度优选10μm。使

用锯齿状不锈钢板10作为高压极，较小的电极曲率半径使电极区域的电场有效增强，保证

了高效的局部稳定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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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优选的，还包括空气过滤步骤，如图5所示，下层进风口8设有尼龙滤网9，置于涡轮

风扇14的下方，通过尼龙滤网9进行初步过滤，可有效防止空气中大颗粒、毛发等杂物被带

入装置内部。尼龙滤网9可轻松抽出，便于清洗。

[0044] 优选的，高压电源电压调节范围为3～15kV，频率调节范围为5～15kHz；高压旋转

电极转速范围为0～1200r/min，放电功率范围为100～300W。

[0045] 优选的，高压电源电压为5kV，频率为10kHz；高压旋转电极转速为600r/min。

[0046]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的技术范围作任何限制，

故但凡依本发明的权利要求和说明书所做的变化或修饰，皆应属于本发明专利涵盖的范围

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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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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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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