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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包括一种用于过滤室内空气的设备，

其包括：壳体，其中，壳体具有至少一个入口以及

多个出口；通风器；以及多个过滤元件；其中，通

风器和多个过滤元件布置成使得室内空气在运

行中通过通风器经由入口吸入到设备中、流过多

个过滤元件并且从多个出口中的至少一个出口

再次从设备排出；并且其中，设备在运行中竖立

在房间的地面上，其特征在于，入口布置在壳体

的下端部上；多个出口布置在壳体的上端部上；

并且多个过滤元件中的至少一个第一过滤元件

包括含有反应性氨基酸链的天然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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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过滤室内空气的设备(1)，包括：

壳体(2)，其中，所述壳体(2)具有至少一个入口(3)以及多个出口(4)；

通风器(5)；和

多个过滤元件；

其中，所述通风器(5)和所述多个过滤元件布置成使得室内空气在运行中通过所述通

风器(5)经由所述入口(3)被吸入到所述设备(1)中、流过所述多个过滤元件并且从所述多

个出口(4)中的至少一个出口再次从所述设备(1)排出；并且

其中，所述设备(1)在运行中竖立在房间的地面上，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入口(3)布置在所述壳体(2)的下端部上；

所述多个出口(4)布置在所述壳体的上端部上；并且

所述多个过滤元件中的至少一个第一过滤元件(6)包括含有反应性氨基酸链的天然纤

维。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多个过滤元件中的至少一个第二过滤元件

(7)是HEPA过滤元件。

3.按照权利要求2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多个过滤元件布置成使得流入的空气在穿流

所述第二过滤元件(7)之前穿流所述第一过滤元件(6)。

4.按照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多个过滤元件中的至少一个第

三过滤元件(8)具有抗菌的特性。

5.按照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壳体(2)包括顶面(9)和底面

(10)，其中，所述顶面和所述底面(10)在运行状态下基本上沿水平面延伸，并且其中，所述

入口(3)布置在所述底面(10)中。

6.按照权利要求5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壳体(2)包括至少一个侧面，其中，所述至少

一个侧面(11)与所述顶面正交并且与所述底面(10)正交，并且其中，所述多个出口(4)布置

在所述顶面(9)中和/或所述至少一个侧面(11)中。

7.按照权利要求6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多个出口部分地构造成长孔(12)，其中，所述

长孔(12)的较长的轴线与竖直线夹成大于0°的角。

8.按照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至少一个侧面(11)中的一个侧面包括至

少一个侧板，其中，所述至少一个侧板构造成门(15)。

9.按照权利要求8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门(15)具有多个穿通部(16)。

10.按照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通风器(5)是径流通风器，并且

其中，所述通风器(5)布置成使得流入的空气在其到达所述通风器(5)之前穿流多个过滤元

件中的至少一个过滤元件，特别是穿流所有过滤元件。

11.按照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壳体(2)在下端部上具有滚轮

(13)。

12.按照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设备还包括用于测量所述设备

的抽吸功率的传感器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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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过滤室内空气的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过滤室内空气的设备，该设备尤其在运行中竖立在房间的地

面上。

背景技术

[0002] 这种室内空气过滤器是公知的。这种仪器通常包括往往由塑料制成的壳体，以及

通风器和过滤元件。壳体在此具有开口，空气可以通过开口流入仪器中或者从仪器流出。通

风器在此通常安装在仪器的输入口或输出口处或者输入口或输出口之上。在此，环境空气

在仪器的一侧上被吸入并且在仪器的上侧上从该仪器排出。

[0003] 传统的室内空气过滤器虽然提供了对环境空气中的粉尘或其他颗粒的良好的清

除，但经常基于其结构特性和过滤特性充其量仅对室内空气中的妨碍健康的有害物质如甲

醛进行有限的或低效的清除。

发明内容

[0004] 因此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用于过滤室内空气的设备，该设备

具有用于清除空气中的有损健康的有害物质的更好的特性。

[0005] 该技术问题通过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解决。本发明的其他有利的设计方案

在从属权利要求中说明。

[0006] 当在下文中提及称为“第一”、“第二”、“第三”元件等的多个元件时，那么这仅表

明，在此涉及单独的元件。但这并不与任何关于元件的空间布置的陈述关联。

[0007] 按照本发明，设备包含壳体，其中，壳体具有至少一个入口和多个出口。此外，设备

还包括通风器和多个过滤元件，其中，通风器和多个过滤元件布置成使得室内空气在运行

中通过通风器经由入口吸入到设备中，穿流过多个过滤元件并且从多个出口中的至少一个

出口再次从设备排出。设备按照本发明以竖立在房间的地面上的方式运行，其中，入口布置

在壳体的下端部上并且多个出口布置在壳体的上端部上。壳体的上端部可以是壳体的上三

分之一、特别是上五分之一。壳体的下端部可以是壳体的下三分之一、特别是下五分之一。

[0008] 相关的妨碍健康的有害物质在许多情况下具有比外环境空气更高的密度；因此例

如气态甲醛的比密度大于1，即气态甲醛的密度与环境空气的密度之比大于1。因此，这些有

害物质主要聚集在房间的地面处。通过将入口按照本发明布置在设备的下端部上，使这些

有害物质特别有效地被设备吸收。

[0009] 此外，按照本发明，多个过滤元件中的至少一个第一过滤元件包含天然纤维，天然

纤维含有反应性氨基酸。在此，天然纤维指的是天然的、即非人工生产的纤维。天然纤维尤

其可以来源于动物。天然纤维尤其是羊毛。这允许了简单和利成本地制造过滤元件。

[0010] 反应性氨基酸在此能够与来自空气的有害物质分子反应并且将其转换成无害物

质。分子因此以不再危害健康的形式被储存在过滤元件中。

[0011] 设备还可以这样构造，即，使得多个过滤元件中的第二过滤元件是高效空气微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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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A)过滤元件。HEPA过滤元件在此尤其指的是根据DIN  EN  1822-1的等级H13或更高等级

的过滤器。由此可以达到对空气的粉尘部分或其他悬浮部分的高清除度。

[0012] 多个过滤元件可以布置成使得流入的空气在穿流第二过滤元件之前穿流第一过

滤元件。由此可以确保HEPA过滤元件不再担负上有害物质。

[0013] 此外，多个过滤元件中的第三过滤元件具有抗菌的特性。在此，概念“抗菌”指的

是，在按ISO  20743:2013的测试中，材料的抗菌的活性值＞5、优选＞5.3。第三过滤元件尤

其可以包括银。第三过滤元件尤其可以包括布，该布包括银纤维和/或银粒子。布可以包括

棉。这种过滤元件额外改善了流出的室内空气。

[0014] 多个过滤元件能布置成使得流入的空气在穿流第二过滤元件之前穿流第三过滤

元件。这防止了或减少了细菌在第二过滤元件的纤维上的沉积。

[0015] 第三过滤元件可以是能清洗的。因此在抗菌活性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了第三过

滤元件的使用寿命。

[0016] 第三过滤元件可以附加或备选地也具有杀真菌的和/或杀孢子的和/或杀病毒的

特性。

[0017] 多个过滤元件中的第四过滤元件可以构造成预过滤器。第四过滤元件尤其可以是

根据DIN  EN  779的等级为G1至G4的粗大粉尘过滤器。但第四过滤元件也可以是根据DIN  EN 

779的等级为M5至F9的中等和细粉尘过滤器。

[0018] 多个过滤元件可以尤其布置成使得流入的空气首先穿流有抗菌特性的第三过滤

元件，然后穿流构造成预过滤器的第四过滤元件，接着穿流含有反应性氨基酸的第一过滤

元件，并且最后穿流是HEPA过滤元件的第二过滤元件。这种布置总体上优化了设备的空气

净化效果。

[0019] 过滤器级以能单独更换的方式布置。由此获得了设备的高度模块化以及因此达到

了对设备的简化的保养。过滤器级也可以作为连接式过滤元件存在。过滤器级可以共同布

置在一个单独的壳体、即所谓的“过滤器盒”中。过滤器盒可以以能无损毁地拆卸的方式紧

固在设备的内部中。过滤器盒可以例如用螺钉紧固。过滤器盒在已装入状态下也作为插入

物安放到设备内部中的轨道状的撑杆上。过滤器盒可以具有开口，这些开口实现了所吸入

的空气穿过过滤器盒的穿流。过滤器盒尤其能被构造成使得它没有底板和顶板。

[0020] 设备的壳体能构造成使得该壳体包括顶面和底面，其中，顶面和底面在运行状态

下沿水平面延伸。水平面在此指的是平行于房间的地面延伸的面，设备立在房间的地面上。

在此，入口可以布置在底面中。入口尤其可以构造成使得壳体没有底板，并且入口的尺寸大

小因此基本上由壳体的内部尺寸决定。这种设计方案允许了进一步改善优选积聚在房间的

地面上的有害物质的吸走。

[0021] 此外，设备的壳体包括至少一个侧面，其中，至少一个侧面与顶面正交并且与底面

正交。在此，侧面原则上可以具有任意形状，侧面可以例如构造成平面，但也可以构造成柱

体侧表面。顶面尤其可以包括顶板并且至少一个侧面可以包括至少一个侧板。

[0022] 至少一个侧板中的一个或多个侧板可以构造成使得其可以不借助工具就与壳体

的其余部分连接并且与之分离。这允许了能简单地打开壳体以用于保养作业。这种侧板例

如可以构造成门，门借助铰链与壳体的其余部分连接。侧板备选也能借助插塞连接与壳体

的其余部分连接并且在打开时能完全取下。尤其可以在侧板与壳体的其余部分之间安装密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110523148 A

4



封装置，密封装置在闭合状态下防止了粉尘能在侧板与壳体的其余部分之间进入设备的内

部。

[0023] 此外，至少一个侧板可以具有一个或多个用于电连接的穿通部。这可以例如是贯

通插头。一个或多个穿通部优选布置在如上所述构造成门的侧板上。穿通部尤其能构造成

防尘的。

[0024] 多个出口可以布置在顶面中和/或至少一个侧面中。通过这种布置可以达到对流

出的空气的有利的划分。出口尤其能布置在顶板中和/或至少一个侧板中。

[0025] 多个出口可以构造成长孔，其中，长孔的较长的轴线与竖直线夹成一个大于0°的

角。该角尤其可以是45°。竖直线在此指的是垂直于水平面的方向。但出口也可以具有其他

形状。它们可以例如构造成椭圆形或多边形。出口的这种构造可以有利地影响排出的空气

的流动，这是因为例如抑制了在出口处的空气涡流。此外，出口的这种构造还允许了流出的

空气的排出方向的有利的转向。

[0026] 设备的壳体可以在下端部上具有滚轮。因此能以简单的方式在房间内以及也在不

同的房间之间运输设备。此外，通过滚轮自动预定入口距地面的最小间距，该最小间距确保

了最小抽吸效果。

[0027] 通风器可以尤其是径流通风器。通风器可以这样布置在设备的壳体中，即，使得流

入的空气在达到通风器之前穿流多个过滤元件中至少一个过滤元件。通过这种布置使到达

通风器的空气已经被预过滤并且尤其包含较少灰尘以及不再含有有害物质分子。这对通风

器的寿命有正面的影响。通风器尤其可以在流动方向上布置在所有过滤元件之后。

[0028] 设备还可以包括用于通风器的护罩。通过这种护罩能额外保护通风器以防受污

染。此外，这种护罩也对外屏蔽了通风器的运行噪声。这尤其在卧室或办公室中使用设备时

是受欢迎的。不言而喻的是，护罩应当不会严重妨碍穿过设备的空气流动。护罩可以例如包

括在侧向、即平行于空气的流动方向地包围通风器的环。护罩可以包括消声器。

[0029] 设备还可以包括监控设备的抽吸效果的传感器。这可以例如是压差传感器。设备

还可以包括显示设备。显示设备可以布置在设备的外侧上。显示设备可以例如包括警示灯

或扬声器。显示设备也可以是模拟的或数字的显示器。设备还可以包括与传感器和显示设

备连接的控制元件。该控制元件可以接收传感器的信号并且将信号发出给显示设备。控制

元件可以尤其被这样配置，即，使得当由传感器测得的压差超过了预先确定的值时，控制元

件向显示设备发出信号，该信号由显示设备作为提示信号或警示信号发出。以这种方式能

向使用者显示，设备的抽吸效果例如由于一个或多个过滤元件的污染而不再足以用于设备

的正常运行。

附图说明

[0030] 接下来借助示例性的附图阐释本发明的其他的特征。图中：

[0031] 图1示出在闭合状态下的按本发明的设备的示意图；

[0032] 图2a和2b示出在打开状态下的按本发明的设备的示意图；以及

[0033] 图3以剖面图示出了按本发明的设备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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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4] 图1示意性示出了按本发明的设备1。设备的壳体2包括金属或者由金属构成，该金

属例如为不锈钢。但壳体2也可以包括其他材料。壳体可以例如包括木材或塑料。在图1中示

出的壳体2基本上呈立方体形，也就是说，该壳体具有底面10和顶面9，顶面包括顶板。此外，

壳体还包括四个侧面11，这些侧面分别垂直于底面10、顶面9并且这些侧面彼此垂直，并且

这些侧面分别包括侧板。但壳体也可以不同地成形。因此，壳体可以呈柱体形成形或者侧面

11可以包括曲面和平面的组合。在每一种构造方式中，顶面、底面和侧面均围成了壳体2的

内部空间。

[0035] 壳体具有在600mm至700mm范围内的高度。壳体的宽度处在350mm至450mm的范围

内。壳体的深度处在350mm至400mm的范围内。

[0036] 壳体2具有在底面10中的入口3以及在侧板的上部中的和顶板中的出口4。空气因

此从房间的地面流入壳体中并且又在上端部处离开。因此，优选吸取了特别是含有许多有

害物质的空气，这是因为这些有害物质在气态下典型地具有比空气更高的密度并且因此积

聚在地面附近。

[0037] 出口4因此这样设计，即，使得经净化的空气通过尽可能多的开口沿不同的方向排

出，以便使空气均匀分布在房间中。出口4因此既设在顶板中也设在侧板中。出口至少部分

构造成长孔12。长孔12的尺寸大小优选地长度处在10mm至20mm的范围内而宽度处在2mm至

10mm的范围内。长孔12的较长的轴线在本实施方式中与竖直线夹成一个不等于0°的角。换

句话说，长孔倾斜地延伸。该角优选为45°。由此达到了从壳体排出的空气的最优的流动。

[0038] 壳体2被建造成使其可以从至少一侧打开。在所示实施方式中，其中一个侧板构造

成门15，而其他侧则牢固地相互连接。壳体的这种结构允许了对壳体2的内部的可及性，这

例如方便了过滤元件的更换或通风器的保养。门尤其可以装备有也称为缓冲式关闭(Soft-

Close)的自动吸紧设备。门15还包括多个贯通孔16。贯通孔16可以为在壳体2的内部中的元

件供电。例如可以将贯通插头装入到直贯通孔中。这种插头以简单的方式允许了在门15打

开时断开电连接，这方便了在设备上的保养作业。

[0039] 图1还表明，壳体2在其下端部上具有滚轮13。尤其在壳体2的每一个角上安装有滚

轮。滚轮13能以简单的方式和方法实现将设备定位在房间内，或者将设备带到别的房间。换

句话说，设备是能运动的。

[0040] 此外，滚轮13还负责使在房间的地面与底面10之间以及因此也与入口3之间自动

存在最小间距。这很重要，因为在间距过小时，流入的空气的量就会受到在房间地面与底面

10之间的间距的限制。滚轮13具有在50mm至70mm的范围内的直径。滚轮13中的至少一个优

选具有锁定设备。在房间的地面与底面之间的间距基于滚轮和滚轮的固定机构而＞50mm、

优选＞65cm。

[0041] 图2a示出了设备1的在图1中示出的实施方式，其中，门15是打开的。在壳体2的下

部中可以看到过滤器盒17。过滤器盒17与壳体2可逆地连接。过滤器盒可以例如被拧接。在

过滤器盒17内部布置有多个不同的过滤元件(未示出)。在壳体2的上部中可以看到用于通

风器5(未示出)的护罩18。可以看到，护罩18通过隔板19与过滤器盒17连接。隔板19包括贯

通开口(未示出)，空气可以通过该贯通开口从过滤器盒17流入护罩18。贯通开口的大小优

选等于或大于通风器5的叶轮的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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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图2b以剖视图示出了在过滤器盒17被从壳体2取出的状态下的设备1的实施方式。

可以看到，在底面10上的入口3被构造得很大，以便确保尽可能完全地吸收有害物质连同室

内空气。在所示实施方式中，入口3的面基本上对应底面10。换句话说，壳体2在这个实施例

中按如下方式构造，使得壳体没有固定的底板。但底面10也可以包括具有一个或多个开口

的底板。

[0043] 此外可以看到通风器5是如何布置在护罩18中的。通风器5牢固地与隔板19连接。

通风器可以例如被拧接或用铆钉紧固。在所示实施方式中，通风器5是具有无刷直流马达

(也称为电子换向马达，简称EC马达)的径流通风器。但通风器也可以是任意其他适用的通

风器类型。

[0044] 图3示出了按本发明的设备的剖视图。可以看到，具有多个不同的过滤元件6、7、8

和14的过滤器盒17处在壳体2的内部空间中。过滤元件6以能拆卸的方式与过滤器盒连接。

这可以例如通过设置在过滤器盒17的内侧上的轨道实现，并且过滤元件6、7、8和14可以移

入到该轨道中。过滤元件备选或附加地也可以与过滤器盒的侧面拧接或以其他方式可逆地

连接。过滤器盒17以能拆卸的方式与壳体2连接。

[0045] 过滤元件6是含有纤维的过滤元件，纤维含有反应性氨基酸并且是天然来源的，亦

即是天然纤维。这种纤维例如是由羊毛、特别是初剪羊毛构成的纤维。过滤元件6尤其能被

设计成使得该过滤元件含有毛毡，也就是说含有由经压缩的初剪羊毛制成的经编织物。这

种毛毡不仅可以吸收(较为粗大的)粉尘，并且因此起到粉尘的第一过滤级的作用。同时毛

毡还可以基于反应性氨基酸而吸收妨碍健康的有害物质，如甲醛、乙醛、丙醛、丁醛或戊醛，

以及吸收引起异味的有害物质，如己醛、庚醛、辛醛、壬醛、葵醛，并且中和这些有害物质。

[0046] 过滤元件7是HEPA过滤元件，其确保了关于粉尘颗粒数方面的流出的空气的高清

洁度。在所示实施方式中，过滤元件是根据DIN  EN  1822-1的H13等级的过滤器。

[0047] 过滤元件8由棉布构成，银线和/或银粒被织入到棉布中。银的抗菌特性一方面清

除室内空气中可能存在的细菌。另一方面该抗菌特性则可以防止这些细菌在过滤器内部繁

殖。过滤元件8的抗菌活性根据ISO  20743:2013大于5。

[0048] 过滤元件14是预过滤器，其清除流入设备中的空气中的粗大粉尘、特别是大小＞

0.3μm的颗粒。过滤元件14在所示的实施方式中是根据DIN  EN  779的过滤等级F7的过滤器。

[0049] 在所示的布置中，在运行中有待过滤的环境空气因此先流过抗菌的过滤元件8，该

过滤元件清除空气中的可能存在的细菌，然后流过预过滤器14，以及然后流过含有反应性

氨基酸的过滤元件6以及之后流过HEPA过滤元件7。通过这种布置确保了无论是较粗大的粉

尘颗粒还是有害物质，在到达HEPA过滤元件7和通风器之前就已经被从空气中除去了。此外

还防止了可能存在的细菌在壳体2的内部空间中、特别是在过滤元件14、6和7中沉积和繁

殖。这种布置因此提高了各个部件的使用寿命。

[0050] 不言而喻的是，在之前所说明的实施例中提到的特征、特别是过滤元件以及通风

器的数量和布置，并不局限于这些特殊的组合并且也可以是任意其他组合。此外还不言而

喻的是，在图中示出的几何形状仅是示例性的并且也能是任意其他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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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

图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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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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