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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密闭舱室的空气换气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密闭舱室的空气换气装

置，属于空气换气设备技术领域，包括进气机构、

气体一级过滤组件、气体二级过滤组件、气体除

味杀菌组件和气体混合组件，所述气体二级过滤

组件包括过滤箱、网格板、移动排尘件和两个气

体振动件，所述气体混合组件包括混合箱和两个

气体混合件，所述过滤箱的底部对称设有两个减

震件。本发明通过混合电机工作带动转动套筒转

动从而带动第二混合杆转动，第二混合杆转动带

动第一混合杆通过万向球在固定框的底部进行

转动，第一混合杆转动带动混合风扇转动，混合

风扇工作将两个负氧离子产生器产生的负氧离

子与吸入的空气进行混合，在对空气进行混合后

通过出气管将符合标准的气体输送至密闭舱室

内供人员进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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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密闭舱室的空气换气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进气机构(1)、气体一级过滤组件

(2)、气体二级过滤组件(3)、气体除味杀菌组件(4)和气体混合组件(5)，所述进气机构(1)

设置在待换气的密闭舱室的顶部，所述气体一级过滤组件(2)设置在密闭舱室上且与密闭

舱室固定连接，所述气体一级过滤组件(2)与进气机构(1)相连通，所述气体二级过滤组件

(3)包括过滤箱(31)、网格板(32)、移动排尘件(33)和两个对称设置在过滤箱(31)上的气体

振动件(34)，所述网格板(32)水平设置在过滤箱(31)内，所述过滤箱(31)设置在气体一级

过滤组件(2)的顶部且与气体一级过滤组件(2)相连通，所述移动排尘件(33)设置在过滤箱

(31)上且与过滤箱(31)滑动配合，两个所述气体振动件(34)设置在过滤箱(31)的顶部且与

过滤箱(31)转动连接，所述气体除味杀菌组件(4)设置在过滤箱(31)的顶部且与过滤箱

(31)内相连通，所述气体混合组件(5)设置在气体除味杀菌组件(4)的顶部，所述气体混合

组件(5)包括混合箱(51)和两个结构相同且对称设置在混合箱(51)上的气体混合件(52)，

两个所述气体混合件(52)均与混合箱(51)转动连接，所述混合箱(51)上设有与其相连通的

出气管(7)，所述出气管(7)的另一端延伸至密闭舱室内,所述过滤箱(31)的底部对称设有

两个减震件(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密闭舱室的空气换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气体一级过

滤组件(2)包括安装箱(21)、两个转动电机(211)、两个转动齿轮(212)、两个转动齿板(213)

和两个一级过滤网板(214)，所述安装箱(21)固定安装在密闭舱室上，两个所述转动电机

(211)对称设置在安装箱(21)上且每个所述转动电机(211)的输出轴均与安装箱(21)转动

连接，两个所述转动齿轮(212)分别设置在两个转动电机(211)的输出轴上，两个所述转动

齿板(213)对称设置在安装箱(21)上且与安装箱(21)滑动配合，每个所述转动齿板(213)均

与其对应的转动齿轮(212)啮合，两个所述一级过滤网板(214)对称水平设置在两个转动齿

板(213)上，每个所述一级过滤网板(214)均与安装箱(21)滑动配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密闭舱室的空气换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排尘件

(33)包括移动电机(331)、第一转动轮(332)、第二转动轮(333)、两个移动板(334)和两个排

尘板(335)，所述过滤箱(31)的侧壁上设有移动槽，所述第一转动轮(332)设置在移动槽的

一端且通过轴承与过滤箱(31)转动连接，所述第二转动轮(333)设置在移动槽的另一端且

通过轴承与过滤箱(31)转动连接，所述第一转动轮(332)上设有与第二转动轮(333)传动连

接的皮带(336)，两个所述移动板(334)对称设置在皮带(336)的两端且与皮带(336)固定连

接，所述移动电机(331)设置在过滤箱(31)的侧壁上且移动电机(331)的输出轴与第一转动

轮(332)固定连接，两个所述移动板(334)的另一端均与过滤箱(31)滑动配合，两个所述排

尘板(335)分别设置在两个移动板(334)的底部且与过滤箱(31)滑动配合，所述过滤箱(31)

的底部设有两个对称设置且与过滤箱(31)相连通的储存箱(31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密闭舱室的空气换气装置，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气体振

动件(34)均包括振动网板(341)、两个转动轴(342)和两个驱动电机(343)，两个所述转动轴

(342)对称设置在过滤箱(31)上且与过滤箱(31)转动连接，两个驱动电机(343)对称设置在

过滤箱(31)的侧壁上且两个驱动电机(343)的输出轴分别与两个转动轴(342)固定连接，所

述振动网板(341)水平设置在过滤箱(31)内，所述过滤箱(31)上设有安装槽，所述振动网板

(341)的顶部和底部均设有若干呈矩形分布的连接弹簧(344)，每个所述连接弹簧(344)的

两端分别与振动网板(341)和安装槽的侧壁固定连接，所述转动轴(342)上设有两个对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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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转动凸轮(345)，所述振动网板(341)的底部设有两个与转动凸轮(345)对应设置的旋

转轮(346)。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密闭舱室的空气换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气体除味杀

菌组件(4)包括存放箱(41)、除味件(42)和杀菌件(43)，所述存放箱(41)设置在过滤箱(31)

的顶部，所述存放箱(41)内设有隔板，所述隔板上设有通孔，所述除味件(42)设置在存放箱

(41)的一端，所述杀菌件(43)设置在存放箱(41)的另一端，所述除味件(42)包括两个对称

设置的臭氧气泵(421)，每个所述臭氧气泵(421)均与存放箱(41)相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密闭舱室的空气换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杀菌件(43)

包括若干光催化模块(431)，若干所述光催化模块(431)等间距设置在存放箱(41)的侧壁

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密闭舱室的空气换气装置，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气体混

合件(52)均包括固定框(521)、混合电机(522)、第一混合杆(524)、第二混合杆(525)、转动

套筒(526)、万向球(527)和混合风扇(528)，所述第二混合杆(525)呈L型结构，所述混合电

机(522)设置在混合箱(51)的顶部且混合电机(522)的输出轴竖直向下设置，所述转动套筒

(526)设置在混合电机(522)的输出轴上，所述固定框(521)设置在混合箱(51)的内部侧壁

上，所述万向球(527)设置在固定框(521)的底部且与固定框(521)转动连接，所述第一混合

杆(524)的一端与万向球(527)连接，所述混合风扇(528)设置在第一混合杆(524)的另一

端，所述第二混合杆(525)的一端与转动套筒(526)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混合杆(525)的另一

端设置在第一混合杆(524)上，所述混合箱(51)上设有两个对称固定设置的负氧离子产生

器(511)，每个所述负氧离子产生器(511)的输出端均朝向混合箱(51)内。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密闭舱室的空气换气装置，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减震件

(6)均包括承载板(61)、固定块(62)、沉重板(63)、减震弹簧(64)和两个移动轮(65)，所述沉

重板(63)水平设置在密闭舱室上，所述减震弹簧(64)竖直设置在沉重板(63)上，所述减震

弹簧(64)的顶部设有水平设置的固定板(66)，所述固定块(62)设置在固定板(66)上且与固

定板(66)转动连接，两个所述移动轮(65)对称设置在固定块(62)的侧壁上且与固定板(66)

转动配合，所述承载板(61)水平设置在固定块(62)的顶部且承载板(61)的顶部与过滤箱

(31)的底部固定连接。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1186596 A

3



一种密闭舱室的空气换气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气换气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密闭舱室的空气换气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人在密闭舱室工作时，如太空舱、潜水艇等封闭环境中，呼吸所排放出

大量的CO2、NH3、SO2以及数百种含有机物的有毒有害废气，如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将会

影响舱内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安全。由此可见，密闭舱室内空气质量

变得尤为重要，既要保证氧气含量充足又要洁净无污染，同时还需要将每个人的正常代谢

产物、不良气味等清除干净。

[0003] 如公开号为CN106924903A的专利涉及一种密闭舱室的生命支持系统，包括空气净

化装置1、储氧装置2、氧源装置3、废气收集装置4、承压管道5，其中，空气净化装置1包括初

效过滤网6、高效过滤装置7、蓄电池8、氮氧分离装置9、风机10、手摇风机装置11、光催化模

块12、静电吸附模块13、氧气生成模块14、负离子发生器模块15、智能操作模块16、进风口

17、出风口18。该系统是一套自循环系统，在绝对密闭的环境中能够监测到室内空气的指

数，并根据设定的指数来自动净化和转化，确保在断电情况依然可以持续营造72小时以上

的健康呼吸环境。

[0004] 但是，上述装置在使用中还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在对空气进行净化时不能负氧离

子与待净化的空气进行均匀和充分的混合，导致在进行使用时密闭舱室内各处所含的负氧

离子不均匀，第二，在对空气进行净化时，不能对净化产生的杂质和废物进行自动的收集，

导致在净化一段时间后，由于大量的杂质的积累从而影响下一次的净化作业，导致二次的

污染作业，第三，在进行净化时整个装置产生的震动影响密闭舱室内工作人员的工作。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密闭舱室的空气换气装置，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在对空

气进行净化时不能负氧离子与待净化的空气进行均匀和充分的混合、不能对净化产生的杂

质和废物进行自动的收集和在进行净化时整个装置产生的震动影响密闭舱室内工作人员

的工作的技术问题。

[0006] 本发明提供一种密闭舱室的空气换气装置，包括进气机构、气体一级过滤组件、气

体二级过滤组件、气体除味杀菌组件和气体混合组件，所述进气机构设置在待换气的密闭

舱室的顶部，所述气体一级过滤组件设置在密闭舱室上且与密闭舱室固定连接，所述气体

一级过滤组件与进气机构相连通，所述气体二级过滤组件包括过滤箱、网格板、移动排尘件

和两个对称设置在过滤箱上的气体振动件，所述网格板水平设置在过滤箱内，所述过滤箱

设置在气体一级过滤组件的顶部且与气体一级过滤组件相连通，所述移动排尘件设置在过

滤箱上且与过滤箱滑动配合，两个所述气体振动件设置在过滤箱的顶部且与过滤箱转动连

接，所述气体除味杀菌组件设置在过滤箱的顶部且与过滤箱内相连通，所述气体混合组件

设置在气体除味杀菌组件的顶部，所述气体混合组件包括混合箱和两个结构相同且对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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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混合箱上的气体混合件，两个所述气体混合件均与混合箱转动连接，所述混合箱上设

有与其相连通的出气管，所述出气管的另一端延伸至密闭舱室内,所述过滤箱的底部对称

设有两个减震件。

[0007] 进一步的，所述气体一级过滤组件包括安装箱、两个转动电机、两个转动齿轮、两

个转动齿板和两个一级过滤网板，所述安装箱固定安装在密闭舱室上，两个所述转动电机

对称设置在安装箱上且每个所述转动电机的输出轴均与安装箱转动连接，两个所述转动齿

轮分别设置在两个转动电机的输出轴上，两个所述转动齿板对称设置在安装箱上且与安装

箱滑动配合，每个所述转动齿板均与其对应的转动齿轮啮合，两个所述一级过滤网板对称

水平设置在两个转动齿板上，每个所述一级过滤网板均与安装箱滑动配合。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移动排尘件包括移动电机、第一转动轮、第二转动轮、两个移动板

和两个排尘板，所述过滤箱的侧壁上设有移动槽，所述第一转动轮设置在移动槽的一端且

通过轴承与过滤箱转动连接，所述第二转动轮设置在移动槽的另一端且通过轴承与过滤箱

转动连接，所述第一转动轮上设有与第二转动轮传动连接的皮带，两个所述移动板对称设

置在皮带的两端且与皮带固定连接，所述移动电机设置在过滤箱的侧壁上且移动电机的输

出轴与第一转动轮固定连接，两个所述移动板的另一端均与过滤箱滑动配合，两个所述排

尘板分别设置在两个移动板的底部且与过滤箱滑动配合，所述过滤箱的底部设有两个对称

设置且与过滤箱相连通的储存箱。

[0009] 进一步的，每个所述气体振动件均包括振动网板、两个转动轴和两个驱动电机，两

个所述转动轴对称设置在过滤箱上且与过滤箱转动连接，两个驱动电机对称设置在过滤箱

的侧壁上且两个驱动电机的输出轴分别与两个转动轴固定连接，所述振动网板水平设置在

过滤箱内，所述过滤箱上设有安装槽，所述振动网板的顶部和底部均设有若干呈矩形分布

的连接弹簧，每个所述连接弹簧的两端分别与振动网板和安装槽的侧壁固定连接，所述转

动轴上设有两个对称设置的转动凸轮，所述振动网板的底部设有两个与转动凸轮对应设置

的转动轮。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气体除味杀菌组件包括存放箱、除味件和杀菌件，所述存放箱设置

在过滤箱的顶部，所述存放箱内设有隔板，所述隔板上设有通孔，所述除味件设置在存放箱

的一端，所述杀菌件设置在存放箱的另一端，所述除味件包括两个对称设置的臭氧气泵，每

个所述臭氧气泵均与存放箱相连通。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杀菌件包括若干光催化模块，若干所述光催化模块等间距设置在

存放箱的侧壁上。

[0012] 进一步的，每个所述气体混合件均包括固定框、混合电机、第一混合杆、第二混合

杆、转动套筒、万向球和混合风扇，所述第二混合杆呈L型结构，所述混合电机设置在混合箱

的顶部且混合电机的输出轴竖直向下设置，所述转动套筒设置在混合电机的输出轴上，所

述固定框设置在混合箱的内部侧壁上，所述万向球设置在固定框的底部且与固定框转动连

接，所述第一混合杆的一端与万向球连接，所述混合风扇设置在第一混合杆的另一端，所述

第二混合杆的一端与转动套筒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混合杆的另一端设置在第一混合杆上，

所述混合箱上设有两个对称固定设置的负氧离子产生器，每个所述负氧离子产生器的输出

端均朝向混合箱内。

[0013] 进一步的，每个所述减震件均包括承载板、固定块、沉重板、减震弹簧和两个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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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所述沉重板水平设置在密闭舱室上，所述减震弹簧竖直设置在沉重板上，所述减震弹簧

的顶部设有水平设置的固定板，所述固定块设置在固定板上且与固定板转动连接，两个所

述移动轮对称设置在固定块的侧壁上且与固定板转动配合，所述承载板水平设置在固定块

的顶部且承载板的顶部与过滤箱的底部固定连接。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5] 其一，本发明中混合电机工作带动转动套筒转动，转动套筒转动带动第二混合杆

转动，第二混合杆转动带动第一混合杆通过万向球在固定框的底部进行转动，第一混合杆

转动带动混合风扇转动，混合风扇工作将两个负氧离子产生器产生的负氧离子与吸入的空

气进行混合，将负氧离子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作业，在进行混合后，在对空气进行混合后

通过出气管将符合标准的气体输送至密闭舱室内供人员进行使用。

[0016] 其二，本发明中两个气体振动件将气体中的杂质进行吸取和过滤，在将杂质振动

至过滤箱的底部后，移动电机工作带动第一转动轮转动，第一转动轮通过皮带带动第二转

动轮转动，皮带转动两个移动板在过滤箱上向两个储存箱的方向移动，两个移动板移动带

动两个排尘板在过滤箱移动，将过滤箱内的杂质和颗粒物移动至两个储存箱内，两个储存

箱对杂质和颗粒物进行存放，对杂质进行收集后，在下一次的净化作业时，净化的灰尘就不

会影响净化的空气，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0017] 其三，本发明在进行工作时会产生大量的震动，对密闭舱室的位置会造成影响，这

时承载板移动带动固定块移动，固定块移动带动两个移动轮在固定板上转动，固定板移动

带动减震弹簧在沉重板上移动，减震弹簧移动对装置产生的震动进行消除和减弱，减小装

置产生的震动对密封舱室的震动也减小装置产生的震动对密封舱室内工作人员的影响。

[0018] 其四，本发明中两个转动电机工作带动两个转动齿轮转动，两个转动齿轮转动带

动两个转动齿板移动，两个转动齿板移动带动两个一级过滤网板上下移动，两个一级过滤

网板在安装箱内上下移动对进气机构吸入的空气进行初步的过滤作业，将吸入的空气中的

一些较大的颗粒物进行过滤作业，驱动电机工作带动转动轴在过滤箱上转动，转动轴转动

带动两个转动凸轮转动，两个转动凸轮转动带动振动网板底部的两个旋转轮转动，两个旋

转轮转动带动振动网板通过若干连接弹簧在过滤箱上移动对吸入的气体进行过滤作业，在

对气体进行过滤时可以将气体中的甲醛、苯、人体新陈代谢所产生的异味等进行除去，达到

净化密闭舱室内的气体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1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具体

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

附图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

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0]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的俯视图；

[0022] 图3为图2中沿A-A线的剖视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的气体一级过滤组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发明的局部立体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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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图6为本发明的气体二级过滤组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7为本发明的气体混合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7] 图8为本发明的减震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8] 附图标记：

[0029] 进气机构1，气体一级过滤组件2，安装箱21，转动电机211，转动齿轮212，转动齿板

213，一级过滤网板214，气体二级过滤组件3，过滤箱31，储存箱311，网格板32，移动排尘件

33，移动电机331，第一转动轮332，第二转动轮333，移动板334，排尘板335，皮带336，气体振

动件34，振动网板341，转动轴342，驱动电机343，连接弹簧344，转动凸轮345，旋转轮346，气

体除味杀菌组件4，存放箱41，除味件42，臭氧气泵421，杀菌件43，光催化模块431，气体混合

组件5，混合箱51，负氧离子产生器511，气体混合件52，固定框521，混合电机522，第一混合

杆524，第二混合杆525，转动套筒526，万向球527，混合风扇528，减震件6，承载板61，固定块

62，沉重板63，减震弹簧64，移动轮65，固定板66，出气管7。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

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31] 通常在此处附图中描述和显示出的本发明实施例的组件可以以各种不同的配置

来布置和设计。因此，以下对在附图中提供的本发明的实施例的详细描述并非旨在限制要

求保护的本发明的范围，而是仅仅表示本发明的选定实施例。

[0032] 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

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3]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中心”、“上”、“下”、“左”、“右”、“竖直”、

“水平”、“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

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

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此外，术语“第一”、“第二”、

“第三”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0034]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相

连”、“连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

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

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

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35] 下面结合图1至图8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密闭舱室的空气换气装置，包

括进气机构1、气体一级过滤组件2、气体二级过滤组件3、气体除味杀菌组件4和气体混合组

件5，所述进气机构1设置在待换气的密闭舱室的顶部，所述气体一级过滤组件2设置在密闭

舱室上且与密闭舱室固定连接，所述气体一级过滤组件2与进气机构1相连通，所述气体二

级过滤组件3包括过滤箱31、网格板32、移动排尘件33和两个对称设置在过滤箱31上的气体

振动件34，所述网格板32水平设置在过滤箱31内，所述过滤箱31设置在气体一级过滤组件2

的顶部且与气体一级过滤组件2相连通，所述移动排尘件33设置在过滤箱31上且与过滤箱

31滑动配合，两个所述气体振动件34设置在过滤箱31的顶部且与过滤箱31转动连接，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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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除味杀菌组件4设置在过滤箱31的顶部且与过滤箱31内相连通，所述气体混合组件5设

置在气体除味杀菌组件4的顶部，所述气体混合组件5包括混合箱51和两个结构相同且对称

设置在混合箱51上的气体混合件52，两个所述气体混合件52均与混合箱51转动连接，所述

混合箱51上设有与其相连通的出气管7，所述出气管7的另一端延伸至密闭舱室内,所述过

滤箱31的底部对称设有两个减震件6。

[0036] 具体地，所述气体一级过滤组件2包括安装箱21、两个转动电机211、两个转动齿轮

212、两个转动齿板213和两个一级过滤网板214，所述安装箱21固定安装在密闭舱室上，两

个所述转动电机211对称设置在安装箱21上且每个所述转动电机211的输出轴均与安装箱

21转动连接，两个所述转动齿轮212分别设置在两个转动电机211的输出轴上，两个所述转

动齿板213对称设置在安装箱21上且与安装箱21滑动配合，每个所述转动齿板213均与其对

应的转动齿轮212啮合，两个所述一级过滤网板214对称水平设置在两个转动齿板213上，每

个所述一级过滤网板214均与安装箱21滑动配合；进气机构1将密闭舱室内的气体输送至安

装箱21上内后，两个转动电机211工作带动两个转动齿轮212转动，两个转动齿轮212转动带

动两个转动齿板213移动，两个转动齿板213移动带动两个一级过滤网板214上下移动，两个

一级过滤网板214在安装箱21内上下移动对进气机构1吸入的空气进行初步的过滤作业，将

吸入的空气中的一些较大的颗粒物进行过滤作业。

[0037] 具体地，所述移动排尘件33包括移动电机331、第一转动轮332、第二转动轮333、两

个移动板334和两个排尘板335，所述过滤箱31的侧壁上设有移动槽，所述第一转动轮332设

置在移动槽的一端且通过轴承与过滤箱31转动连接，所述第二转动轮333设置在移动槽的

另一端且通过轴承与过滤箱31转动连接，所述第一转动轮332上设有与第二转动轮333传动

连接的皮带336，两个所述移动板334对称设置在皮带336的两端且与皮带336固定连接，所

述移动电机331设置在过滤箱31的侧壁上且移动电机331的输出轴与第一转动轮332固定连

接，两个所述移动板334的另一端均与过滤箱31滑动配合，两个所述排尘板335分别设置在

两个移动板334的底部且与过滤箱31滑动配合，所述过滤箱31的底部设有两个对称设置且

与过滤箱31相连通的储存箱311；两个气体振动件34将气体中的杂质进行吸取和过滤，在将

杂质振动至过滤箱31的底部后，移动电机331工作带动第一转动轮332转动，第一转动轮332

通过皮带336带动第二转动轮333转动，皮带336转动两个移动板334在过滤箱31上向两个储

存箱311的方向移动，两个移动板334移动带动两个排尘板335在过滤箱31移动，将过滤箱31

内的杂质和颗粒物移动至两个储存箱311内，两个储存箱311对杂质和颗粒物进行存放。

[0038] 具体地，每个所述气体振动件34均包括振动网板341、两个转动轴342和两个驱动

电机343，两个所述转动轴342对称设置在过滤箱31上且与过滤箱31转动连接，两个驱动电

机343对称设置在过滤箱31的侧壁上且两个驱动电机343的输出轴分别与两个转动轴342固

定连接，所述振动网板341水平设置在过滤箱31内，所述过滤箱31上设有安装槽，所述振动

网板341的顶部和底部均设有若干呈矩形分布的连接弹簧344，每个所述连接弹簧344的两

端分别与振动网板341和安装槽的侧壁固定连接，所述转动轴342上设有两个对称设置的转

动凸轮345，所述振动网板341的底部设有两个与转动凸轮345对应设置的旋转轮346；在对

气体进行过滤时，驱动电机343工作带动转动轴342在过滤箱31上转动，转动轴342转动带动

两个转动凸轮345转动，两个转动凸轮345转动带动振动网板341底部的两个旋转轮346转

动，两个旋转轮346转动带动振动网板341通过若干连接弹簧344在过滤箱31上移动对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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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气体进行过滤作业，在对气体进行过滤时可以将气体中的甲醛、苯、人体新陈代谢所产生

的异味等进行除去，达到净化密闭舱室内的气体的目的。

[0039] 具体地，所述气体除味杀菌组件4包括存放箱41、除味件42和杀菌件43，所述存放

箱41设置在过滤箱31的顶部，所述存放箱41内设有隔板，所述隔板上设有通孔，所述除味件

42设置在存放箱41的一端，所述杀菌件43设置在存放箱41的另一端，所述除味件42包括两

个对称设置的臭氧气泵421，每个所述臭氧气泵421均与存放箱41相连通；在对存放箱41内

的气体进行杀菌过滤时，两个臭氧气泵421工作将臭氧输送至存放箱41内，将臭氧与吸入的

空气进行混合，臭氧灭菌的优点为杀菌彻底，无残留，杀菌广谱，可杀灭细菌繁殖体和芽孢、

病毒、真菌等，并可破坏肉毒杆菌毒素。

[0040] 具体地，所述杀菌件43包括若干光催化模块431，若干所述光催化模块431等间距

设置在存放箱41的侧壁上；若干光催化模块431对吸入的空气进行光催化作业，光催化氧化

反应以半导体为催化剂，以光为能量，将有机物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

[0041] 具体地，每个所述气体混合件52均包括固定框521、混合电机522、第一混合杆524、

第二混合杆525、转动套筒526、万向球527和混合风扇528，所述第二混合杆525呈L型结构，

所述混合电机522设置在混合箱51的顶部且混合电机522的输出轴竖直向下设置，所述转动

套筒526设置在混合电机522的输出轴上，所述固定框521设置在混合箱51的内部侧壁上，所

述万向球527设置在固定框521的底部且与固定框521转动连接，所述第一混合杆524的一端

与万向球527连接，所述混合风扇528设置在第一混合杆524的另一端，所述第二混合杆525

的一端与转动套筒526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混合杆525的另一端设置在第一混合杆524上，所

述混合箱51上设有两个对称固定设置的负氧离子产生器511，每个所述负氧离子产生器511

的输出端均朝向混合箱51内；两个负氧离子产生器511工作产生负氧离子将其输送至混合

箱51内，混合电机522工作带动转动套筒526转动，转动套筒526转动带动第二混合杆525转

动，第二混合杆525转动带动第一混合杆524通过万向球527在固定框521的底部进行转动，

第一混合杆524转动带动混合风扇528转动，混合风扇528工作将两个负氧离子产生器511产

生的负氧离子与吸入的空气进行混合，将负氧离子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作业，在进行混

合后，空气中会含有大量的负氧离子在人体吸入后，对人体的身心健康有好处。

[0042] 具体地，每个所述减震件6均包括承载板61、固定块62、沉重板63、减震弹簧64和两

个移动轮65，所述沉重板63水平设置在密闭舱室上，所述减震弹簧64竖直设置在沉重板63

上，所述减震弹簧64的顶部设有水平设置的固定板66，所述固定块62设置在固定板66上且

与固定板66转动连接，两个所述移动轮65对称设置在固定块62的侧壁上且与固定板66转动

配合，所述承载板61水平设置在固定块62的顶部且承载板61的顶部与过滤箱31的底部固定

连接；因为整个装置放在密闭舱室的顶部，在进行工作时会产生大量的震动，对密闭舱室的

位置会造成影响，这时承载板61移动带动固定块62移动，固定块62移动带动两个移动轮65

在固定板66上转动，固定板66移动带动减震弹簧64在沉重板63上移动，减震弹簧64移动对

装置产生的震动进行消除和减弱，减小装置产生的震动对密封舱室的震动也减小装置产生

的震动对密封舱室内工作人员的影响。

[0043]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本发明在使用时，进气机构1将密闭舱室内的气体输送至安装

箱21上内后，两个转动电机211工作带动两个转动齿轮212转动，两个转动齿轮212转动带动

两个转动齿板213移动，两个转动齿板213移动带动两个一级过滤网板214上下移动，两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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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过滤网板214在安装箱21内上下移动对进气机构1吸入的空气进行初步的过滤作业，将吸

入的空气中的一些较大的颗粒物进行过滤作业，驱动电机343工作带动转动轴342在过滤箱

31上转动，转动轴342转动带动两个转动凸轮345转动，两个转动凸轮345转动带动振动网板

341底部的两个旋转轮346转动，两个旋转轮346转动带动振动网板341通过若干连接弹簧

344在过滤箱31上移动对吸入的气体进行过滤作业，在对气体进行过滤时可以将气体中的

甲醛、苯、人体新陈代谢所产生的异味等进行除去，达到净化密闭舱室内的气体的目的，在

将杂质振动至过滤箱31的底部后，移动电机331工作带动第一转动轮332转动，第一转动轮

332通过皮带336带动第二转动轮333转动，皮带336转动两个移动板334在过滤箱31上向两

个储存箱311的方向移动，两个移动板334移动带动两个排尘板335在过滤箱31移动，将过滤

箱31内的杂质和颗粒物移动至两个储存箱311内，两个储存箱311对杂质和颗粒物进行存

放，在对存放箱41内的气体进行杀菌过滤时，两个臭氧气泵421工作将臭氧输送至存放箱41

内，将臭氧与吸入的空气进行混合，臭氧灭菌的优点为杀菌彻底，无残留，杀菌广谱，可杀灭

细菌繁殖体和芽孢、病毒、真菌等，并可破坏肉毒杆菌毒素，若干光催化模块431对吸入的空

气进行光催化作业，光催化氧化反应以半导体为催化剂，以光为能量，将有机物降解为二氧

化碳和水，两个负氧离子产生器511工作产生负氧离子将其输送至混合箱51内，混合电机

522工作带动转动套筒526转动，转动套筒526转动带动第二混合杆525转动，第二混合杆525

转动带动第一混合杆524通过万向球527在固定框521的底部进行转动，第一混合杆524转动

带动混合风扇528转动，混合风扇528工作将两个负氧离子产生器511产生的负氧离子与吸

入的空气进行混合，将负氧离子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作业，在进行混合后，在对空气进行

混合后通过出气管7将符合标准的气体输送至密闭舱室内供人员进行使用。

[0044]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前述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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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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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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