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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智能家居用空气净化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智能家居用空气净

化装置，包括万向轮、空气净化箱体、操作按键和

显示屏，所述空气净化箱体的下方设置有所述万

向轮，所述空气净化箱体的面板上设置有所述操

作按键和所述显示屏，所述显示屏的一侧设置有

使用说明书，所述空气净化箱体的上方设置有湿

度传感器、甲醛浓度检测仪和PM2.5检测仪，所述

空气净化箱体的侧壁上设置有进气口。有益效果

在于：本实用新型的空气净化箱体内设置有加湿

器，在净化室内空气的同时调节室内空气的湿

度，无线信号发生器可以与手机连接，通过手机

控制空气净化箱体的工作过程，可以实现远程控

制，多重过滤、杀菌设计，具有良好的过滤、杀菌、

净化作用，确保空气的净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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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家居用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万向轮(1)、空气净化箱体(2)、操

作按键(3)和显示屏(4)，所述空气净化箱体(2)的下方设置有所述万向轮(1)，所述空气净

化箱体(2)的面板上设置有所述操作按键(3)和所述显示屏(4)，所述显示屏(4)的一侧设置

有使用说明书(10)，所述空气净化箱体(2)的上方设置有湿度传感器(5)、甲醛浓度检测仪

(6)和PM2 .5检测仪(7)，所述空气净化箱体(2)的侧壁上设置有进气口(11)，所述进气口

(11)的内侧设置有风机(14)，所述风机(14)的一侧设置有紫外线杀菌灯(15)，所述紫外线

杀菌灯(15)的一侧设置有光触媒过滤网(16)，所述光触媒过滤网(16)的一侧设置有聚合纤

维过滤网(17)，所述聚合纤维过滤网(17)的一侧设置有活性炭过滤层(18)，所述活性炭过

滤层(18)的一侧设置有HEPA过滤层(19)，所述HEPA过滤层(19)的侧边设置有排气口(20)，

所述空气净化箱体(2)内设置有横向隔板(13)和纵向隔板(27)，所述横向隔板(13)上设置

有加湿器(12)，所述加湿器(12)的上方设置有盖板(8)，所述加湿器(12)的侧边设置有雾化

喷嘴(9)，所述纵向隔板(27)的侧边设置有控制板(23)，所述控制板(23)的上方设置有无线

信号发生器(26)，所述控制板(23)的侧边设置有蓄电池(21)，所述蓄电池(21)的侧边设置

有充电口(22)，所述蓄电池(21)的上方设置有处理器(24)，所述处理器(24)的一侧设置有

信号接收器(2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家居用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甲醛浓度检

测仪(6)型号SKY2000-CH2O，所述甲醛浓度检测仪(6)通过螺钉与所述空气净化箱体(2)固

定连接，所述湿度传感器(5)的型号为AM2320，所述湿度传感器(5)与所述空气净化箱体(2)

之间通螺纹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家居用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PM2.5检测

仪(7)的型号为3016IAQ，所述PM2.5检测仪(7)通过螺钉与所述空气净化箱体(2)固定连接，

所述盖板(8)与所述空气净化箱体(2)之间通螺钉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家居用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万向轮(1)

选用超静音车轮，所述万向轮(1)设置有四个，所述万向轮(1)与所述空气净化箱体(2)之间

通螺钉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家居用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风机(14)通

过螺钉固定在所述空气净化箱体(2)内，所述紫外线杀菌灯(15)设置有两个，所述紫外线杀

菌灯(15)通过螺钉固定在所述空气净化箱体(2)内。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家居用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信号接收器

(25)的型号为RC-W01，所述无线信号发生器(26)的型号为WXZF-01，所述处理器(24)的型号

为Celeron42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家居用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隔板

(13)与所述空气净化箱体(2)之间密封连接，所述纵向隔板(27)与所述空气净化箱体(2)之

间密封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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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家居用空气净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智能家居相关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智能家居用空气净化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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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环境污染物和

污染来源主要包括放射性气体、霉菌、颗粒物、装修残留、二手烟等。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

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室内，室内空气净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家居生活中，智能家居受

到不断的推广，智能家居是以住宅为平台，利用综合布线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安全防范技

术、自动控制技术、音视频技术将家居生活有关的设施集成，构建高效的住宅设施与家庭日

程事务的管理系统，提升家居安全性、便利性、舒适性、艺术性，并实现环保节能的居住环

境。目前，使用的家用空气净化器功能单一，智能化、自动化程度较低，空气净化效果不佳。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4]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不足，现提出一种智能家居用空气净化装置，解决了家用空气

净化器功能单一，智能化、自动化程度较低，空气净化效果不佳的问题。

[0005] (二)技术方案

[0006] 本实用新型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智能家居用空气净化

装置，包括万向轮、空气净化箱体、操作按键和显示屏，所述空气净化箱体的下方设置有所

述万向轮，所述空气净化箱体的面板上设置有所述操作按键和所述显示屏，所述显示屏的

一侧设置有使用说明书，所述空气净化箱体的上方设置有湿度传感器、甲醛浓度检测仪和

PM2.5检测仪，所述空气净化箱体的侧壁上设置有进气口，所述进气口的内侧设置有风机，

所述风机的一侧设置有紫外线杀菌灯，所述紫外线杀菌灯的一侧设置有光触媒过滤网，所

述光触媒过滤网的一侧设置有聚合纤维过滤网，所述聚合纤维过滤网的一侧设置有活性炭

过滤层，所述活性炭过滤层的一侧设置有HEPA过滤层，所述HEPA过滤层的侧边设置有排气

口，所述空气净化箱体内设置有横向隔板和纵向隔板，所述横向隔板上设置有加湿器，所述

加湿器的上方设置有盖板，所述加湿器的侧边设置有雾化喷嘴，所述纵向隔板的侧边设置

有控制板，所述控制板的上方设置有无线信号发生器，所述控制板的侧边设置有蓄电池，所

述蓄电池的侧边设置有充电口，所述蓄电池的上方设置有处理器，所述处理器的一侧设置

有信号接收器。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甲醛浓度检测仪型号SKY2000-CH2O，所述甲醛浓度检测仪通过螺

钉与所述空气净化箱体固定连接，所述湿度传感器的型号为AM2320，所述湿度传感器与所

述空气净化箱体之间通螺纹连接。

[0008] 进一步的，所述PM2.5检测仪的型号为3016IAQ，所述PM2.5检测仪通过螺钉与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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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净化箱体固定连接，所述盖板与所述空气净化箱体之间通螺钉固定连接。

[0009] 进一步的，所述万向轮选用超静音车轮，所述万向轮设置有四个，所述万向轮与所

述空气净化箱体之间通螺钉固定连接。

[0010] 进一步的，所述风机通过螺钉固定在所述空气净化箱体内，所述紫外线杀菌灯设

置有两个，所述紫外线杀菌灯通过螺钉固定在所述空气净化箱体内。

[0011] 进一步的，所述信号接收器的型号为RC-W01，所述无线信号发生器的型号为WXZF-

01，所述处理器的型号为Celeron420。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横向隔板与所述空气净化箱体之间密封连接，所述纵向隔板与所

述空气净化箱体之间密封连接。

[0013] (三)有益效果

[0014] 本实用新型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5] 1、为解决空气净化器功能单一的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空气净化箱体内设置有加湿

器，在净化室内空气的同时，调节室内空气的湿度，避免干燥的环境对呼吸系统造成影响；

[0016] 2、为解决空气净化器智能化、自动化程度较低的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空气净化箱

体内设置有无线信号发生器，可以与手机连接，通过手机控制空气净化箱体的工作过程，可

以实现远程控制；

[0017] 3、为解决空气净化器净化效果不佳的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空气净化箱体内设置有

紫外线杀菌灯、光触媒过滤网、活性炭过滤层、HEPA过滤层等，具有良好的过滤、杀菌、净化

作用，确保空气的净化效果。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智能家居用空气净化装置的外观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智能家居用空气净化装置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智能家居用空气净化装置的部分元器件的连接框图。

[0021] 附图标记说明如下：

[0022] 1、万向轮；2、空气净化箱体；3、操作按键；4、显示屏；5、湿度传感器；6、甲醛浓度检

测仪；7、PM2.5检测仪；8、盖板；9、雾化喷嘴；10、使用说明书；11、进气口；12、加湿器；13、横

向隔板；14、风机；15、紫外线杀菌灯；16、光触媒过滤网；17、聚合纤维过滤网；18、活性炭过

滤层；19、HEPA过滤层；20、排气口；21、蓄电池；22、充电口；23、控制板；24、处理器；25、信号

接收器；26、无线信号发生器；27、纵向隔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

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

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4] 如图1-图3所示，一种智能家居用空气净化装置，包括万向轮1、空气净化箱体2、操

作按键3和显示屏4，空气净化箱体2的下方设置有万向轮1，万向轮1便于空气净化箱体2的

整体移动，空气净化箱体2的面板上设置有操作按键3和显示屏4，显示屏4的一侧设置有使

用说明书10，空气净化箱体2的上方设置有湿度传感器5、甲醛浓度检测仪6和PM2.5检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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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湿度传感器5用于检测室内空气的湿度，甲醛浓度检测仪6用于检测室内空气中的甲醛含

量，PM2.5用于检测室内空气中的PM2.5，空气净化箱体2的侧壁上设置有进气口11，进气口

11的内侧设置有风机14，风机14用于将室内的空气抽入空气净化箱体2内，风机14的一侧设

置有紫外线杀菌灯15，紫外线杀菌灯15具有良好的杀菌作用，紫外线杀菌灯15的一侧设置

有光触媒过滤网16，光触媒过滤网16的一侧设置有聚合纤维过滤网17，聚合纤维过滤网17

的一侧设置有活性炭过滤层18，活性炭过滤层18的一侧设置有HEPA过滤层19，HEPA过滤层

19的侧边设置有排气口20，空气净化箱体2内设置有横向隔板13和纵向隔板27，横向隔板13

上设置有加湿器12，加湿器12可以改善空气的湿度情况，加湿器12的上方设置有盖板8，加

湿器12的侧边设置有雾化喷嘴9，纵向隔板27的侧边设置有控制板23，控制板23的上方设置

有无线信号发生器26，无线信号发生器26可以与手机进行远程连接，控制板23的侧边设置

有蓄电池21，蓄电池21的侧边设置有充电口22，蓄电池21的上方设置有处理器24，处理器24

的一侧设置有信号接收器25。

[0025] 其中，甲醛浓度检测仪6型号SKY2000-CH2O，甲醛浓度检测仪6通过螺钉与空气净

化箱体2固定连接，湿度传感器5的型号为AM2320，湿度传感器5与空气净化箱体2之间通螺

纹连接，PM2.5检测仪7的型号为3016IAQ，PM2.5检测仪7通过螺钉与空气净化箱体2固定连

接，盖板8与空气净化箱体2之间通螺钉固定连接，万向轮1选用超静音车轮，万向轮1设置有

四个，万向轮1与空气净化箱体2之间通螺钉固定连接，风机14通过螺钉固定在空气净化箱

体2内，紫外线杀菌灯15设置有两个，紫外线杀菌灯15通过螺钉固定在空气净化箱体2内，信

号接收器25的型号为RC-W01，无线信号发生器26的型号为WXZF-01，处理器24的型号为

Celeron420，横向隔板13与空气净化箱体2之间密封连接，纵向隔板27与空气净化箱体2之

间密封连接。

[0026] 本实用新型提到的一种智能家居用空气净化装置的工作原理：当长期外出家中无

人时，关闭空气净化设备，需要返回时，通过手机提前开启空气净化设备，检测室内的空气

环境，当室内空气中的甲醛、PM2.5含量超标时，甲醛浓度检测仪6、PM2.5检测仪7将检测结

果传输至信号接收器25，经过处理器24分析处理，控制板23控制风机14工作，将空气抽入空

气净化箱体2内，在紫外线杀菌灯15的作用下，光触媒过滤网16可以产生强烈催化降解功

能，能有效地降解空气中有毒有害气体，杀灭多种细菌，并能将细菌或真菌释放出的毒素分

解及无害化处理，具有良好的除甲醛、除臭、抗污、净化空气等功能，经过聚合纤维过滤网17

的初级过滤，将空气中较大颗粒的杂质去除，活性炭过滤层18进一步的吸收甲醛、除去异

味，最终由HEPA过滤层19进行深层过滤，HEPA过滤层19可以去除至少97％空中微粒0.3测微

表直径的杂质，确保空气的净化效果，当空气较为干燥时，控制板23控制加湿器12工作，进

行加湿处理，自动化程度高。

[0027] 上面所述的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实用

新型的构思和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设计构思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人员对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做出的各种变型和改进，均应落入到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本实

用新型请求保护的技术内容，已经全部记载在权利要求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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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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