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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能空气清新机的使用方法

(57)摘要

空气能空气清新机的使用方法，空气能空气

清新机包括有第一灰霾吸收装置、第一灰霾清洁

装置、第二灰霾吸收装置、第二灰霾清洁装置、热

泵装置、空气湿度控制装置、空气压缩机、清新空

气储罐以及控制器；使用时，利用上述装置和设

备以及水吸收净化空气中的尘埃以及灰霾，利用

水循环使用，清洁空气中的尘埃以及灰霾，空气

清洁后利用空气湿度控制装置调节清新空气的

湿度，为智能清新空气售卖机提供清新空气源，

或者为人们提供干净的清新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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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空气能空气清新机的使用方法，空气能空气清新机包括有第一灰霾吸收装置（1）、第

一灰霾清洁装置（2）、第二灰霾吸收装置（3）、第二灰霾清洁装置（4）、热泵装置（5）、空气湿

度控制装置（6）、空气压缩机（7）、清新空气储罐（8）以及控制器（9）；第一灰霾吸收装置（1）

与第一灰霾清洁装置（2）连接，第一灰霾清洁装置（2）与第二灰霾吸收装置（3）连接，第二灰

霾吸收装置（3）与第二灰霾清洁装置（4）连接，第二灰霾清洁装置（4）与空气湿度控制装置

（6）连接，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与空气压缩机（7）连接，空气压缩机（7）与清新空气储罐（8）

连接，第一灰霾吸收装置（1）的第一空气入口（10）与大气连接；第一灰霾吸收装置（1）包括

有第一雾霾吸收箱（11）、第一喷头（12）以及第一水泵（13），第一灰霾清洁装置（2）包括有第

一清洁箱（14）；第二灰霾吸收装置（3）包括有第二雾霾吸收箱（15）、第二喷头（16）以及第二

水泵（17），第二灰霾清洁装置（4）包括有第二清洁箱（18）；热泵装置（5）包括有第一冷凝器

（19）、第一蒸发器（21），第二冷凝器（22）、第二蒸发器（24）以及热泵压缩机（25）；控制器（9）

通过控制线与第一灰霾吸收装置（1）、第二灰霾吸收装置（3）、热泵装置（5）、空气湿度控制

装置（6）以及空气压缩机（7）连接；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空气能空气清新机的使用方法是：使

用时，控制器（9）控制第一灰霾吸收装置（1）、第二灰霾吸收装置（3）、热泵装置（5）、空气湿

度控制装置（6）以及空气压缩机（7）运行；热泵装置（5）运行后，其第一冷凝器（19）以及第二

冷凝器（22）变热，其第一蒸发器（21）以及第二蒸发器（24）变冷；第一水泵（13）将第一清洁

箱（14）内的水抽至第一喷头（12），第一喷头（12）将水雾喷洒到第一雾霾吸收箱（11）内的第

一冷凝器（19）上，水雾喷洒在第一冷凝器（19）后蒸发为蒸汽，使第一雾霾吸收箱（11）内充

满水雾以及蒸汽；第二水泵（17）将第二清洁箱（18）内的水抽至第二喷头（16），第二喷头

（16）将水雾喷洒到第二雾霾吸收箱（15）内的第二冷凝器（22）上，水雾喷洒在第二冷凝器

（22）后蒸发为蒸汽，使第二雾霾吸收箱（15）内充满水雾以及蒸汽；空气由第一灰霾吸收装

置（1）的第一空气入口（10）进入第一雾霾吸收箱（11）内，利用第一雾霾吸收箱（11）内的水

雾以及蒸汽吸收空气中的尘埃以及灰霾，经水雾以及蒸汽吸收尘埃和灰霾后的空气进入第

一灰霾清洁装置（2）的第一清洁箱（14）内，含有水雾以及蒸汽的空气与第一蒸发器（21）接

触，使水雾以及蒸汽被冷凝为水，利用水雾以及蒸汽将空气中的尘埃以及灰霾清除；经过第

一灰霾清洁装置（2）净化后的空气进入第二灰霾吸收装置（3）的第二雾霾吸收箱（15），利用

第二雾霾吸收箱（15）内的水雾以及蒸汽再次吸收空气中的尘埃以及灰霾，经水雾以及蒸汽

再次吸收尘埃和灰霾后的空气进入第二灰霾清洁装置（4）的第二清洁箱（18）内，含有水雾

以及蒸汽的空气与第二蒸发器（24）接触，使水雾以及蒸汽被冷凝为水，利用水雾以及蒸汽

再次将空气中的尘埃以及灰霾清除；被第二蒸发器（24）吸收了水分的空气进入空气湿度控

制装置（6），利用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将该空气的湿度调节为设定的范围，经空气湿度控

制装置（6）调节湿度后的空气进入空气压缩机（7），经空气压缩机（7）压缩后进入清新空气

储罐（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能空气清新机的使用方法，空气能空气清新机包括有第

一旋转阀（26）以及第二旋转阀（27），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空气能空气清新机使用时，大气的

空气由第一灰霾吸收装置（1）的第一空气入口（10）进入第一雾霾吸收箱（11）；于第一雾霾

吸收箱（11）利用水雾以及蒸汽吸收空气中的尘埃以及灰霾，被水雾和蒸汽吸收了尘埃以及

灰霾的空气经第一旋转阀（26）进入第一清洁箱（14），利用第一清洁箱（14）内的第一蒸发器

（21）吸收该空气的水分，被第一蒸发器（21）吸收了水分的空气进入第二雾霾吸收箱（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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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第二雾霾吸收箱（15）利用水雾以及蒸汽再次吸收空气中的尘埃以及灰霾，被水雾和蒸汽

吸收了尘埃以及灰霾的空气经第二旋转阀（27）进入第二清洁箱（18），利用第二清洁箱（18）

内的第二蒸发器（24）吸收该空气的水分，被第二蒸发器（24）吸收了水分的空气进入空气湿

度控制装置（6）；如此不断循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空气能空气清新机的使用方法，第一雾霾吸收箱（11）设有第

一集水槽（28），第一清洁箱（14）设有第二集水槽（29），第二雾霾吸收箱（15）设有第三集水

槽（30），第二清洁箱（18）设有第四集水槽（31）；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空气能空气清新机使用

时，第一蒸发器（21）吸收的水由第一蒸发器（21）流入第二集水槽（29）；第一喷头（12）喷洒

多余未变成蒸汽的水雾被第一集水槽（28）收集，第二喷头（16）喷洒多余未变成蒸汽的水雾

被第三集水槽（30）收集，第一集水槽（28）以及第三集水槽（30）的水经管道自动流入到第二

集水槽（29）内；由第一集水槽（28）以及第三集水槽（30）收集到第二集水槽（29）的水由第一

水泵（13）抽到第一喷头（12），第一喷头（12）将水喷洒到第一雾霾吸收箱（11）内的第一冷凝

器（19）上，循环使用；第二蒸发器（24）吸收的水由第二蒸发器（24）流入第四集水槽（31）；第

四集水槽（31）回收的水由第二水泵（17）抽到第二喷头（16），第二喷头（16）将水雾喷洒到第

二雾霾吸收箱（15）内的第二冷凝器（22）上，循环使用水。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空气能空气清新机的使用方法，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包括有

隔离电磁阀（38）、干燥电磁阀（39）、加湿电磁阀（42）、干燥单向阀（41）以及加湿单向阀

（44），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工作时，经第二清洁箱（18）净化后的空气

由第二清洁箱（18）的出口进入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的进气口（36）；当湿度传感器（45）检

测到进气口（36）的湿度在设置的范围时，湿度传感器（45）将其信号传输给控制器（9），控制

器（9）控制隔离电磁阀（38）打开，进气口（36）的空气经隔离电磁阀（38）进到出气口（37），再

由出气口（37）进入空气压缩机（7）。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空气能空气清新机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空气湿度

控制装置（6）工作时，经第二清洁箱（18）净化后的空气由第二清洁箱（18）的出口进入空气

湿度控制装置（6）的进气口（36），当湿度传感器（45）检测到进气口（36）的湿度高于设置的

范围时，湿度传感器（45）将其信号传输给控制器（9），控制器（9）控制干燥电磁阀（39）打开，

进气口（36）的空气由干燥电磁阀（39）进入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的干燥室（34）内，利用干

燥室（34）内的吸潮剂（40）吸收空气的水分，降低空气的湿度，经干燥室（34）降低湿度后的

空气经干燥室（34）的干燥单向阀（41）进入到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的出气口（37），再由出

气口（37）进入空气压缩机（7）。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空气能空气清新机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空气湿度

控制装置（6）工作时，经第二清洁箱（18）净化后的空气由第二清洁箱（18）的出口进入空气

湿度控制装置（6）的进气口（36），当湿度传感器（45）检测到进气口（36）的湿度低于设置的

范围时，湿度传感器（45）将其信号传输给控制器（9），控制器（9）控制加湿电磁阀（42）打开，

进气口（36）的空气由加湿电磁阀（42）进入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的加湿室（35）内，加湿室

（35）内的电动喷雾器（43）向空气喷出水雾，增加空气的湿度，于加湿室（35）增加了湿度后

的空气经加湿室（35）的加湿单向阀（44），进入到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的出气口（37），再由

出气口（37）进入空气压缩机（7）。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空气能空气清新机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空气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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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装置（6）的隔离电磁阀（38）打开时，干燥电磁阀（39）以及加湿电磁阀（42）处于关闭状

态；干燥电磁阀（39）打开时，隔离电磁阀（38）以及加湿电磁阀（42）处于关闭状态；加湿电磁

阀（42）打开时，隔离电磁阀（38）以及干燥电磁阀（39）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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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能空气清新机的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气净化设备的使用方法，特别是一种空气能空气清新机的使用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雾霾的污染越来越严重，人们呼吸需要清新的空气，特别是身体不好的病人；

一种净化空气的空气能空气清新机的使用方法，已成为人们呼吸清新干净空气的需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空气能空气清新机的使用方法，

以及为人们通过灌装的清新空气，满足人们呼吸清新干净空气的需要。

[0004]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空气能空气清新机包括有第一灰霾吸收装置、第一

灰霾清洁装置、第二灰霾吸收装置、第二灰霾清洁装置、热泵装置、空气湿度控制装置、空气

压缩机、清新空气储罐以及控制器；第一灰霾吸收装置与第一灰霾清洁装置连接，第一灰霾

清洁装置与第二灰霾吸收装置连接，第二灰霾吸收装置与第二灰霾清洁装置连接，第二灰

霾清洁装置与空气湿度控制装置连接，空气湿度控制装置与空气压缩机连接，空气压缩机

与清新空气储罐连接，第一灰霾吸收装置的第一空气入口与大气连接；第一灰霾吸收装置

包括有第一雾霾吸收箱、第一喷头以及第一水泵，第一灰霾清洁装置包括有第一清洁箱；第

二灰霾吸收装置包括有第二雾霾吸收箱、第二喷头以及第二水泵，第二灰霾清洁装置包括

有第二清洁箱；热泵装置包括有第一冷凝器、第一膨胀阀、第一蒸发器，第二冷凝器、第二膨

胀阀、第二蒸发器以及热泵压缩机；第一喷头以及第一冷凝器设于第一雾霾吸收箱内，第一

喷头位于第一冷凝器的上方，第一蒸发器位于第一清洁箱内；第二喷头以及第二冷凝器位

于第二雾霾吸收箱内，第二喷头位于第二冷凝器的上方，第二蒸发器位于第二清洁箱内；第

一喷头通过管道与第一水泵的出水口连接，第一水泵的入水口与第一清洁箱连接；第二喷

头通过管道与第二水泵的出水口连接，第二水泵的入水口与第二清洁箱连接；控制器通过

控制线与第一灰霾吸收装置、第二灰霾吸收装置、热泵装置、空气湿度控制装置以及空气压

缩机连接。

[0005] 空气能空气清新机的使用方法是：使用时，控制器控制第一灰霾吸收装置、第二灰

霾吸收装置、热泵装置、空气湿度控制装置以及空气压缩机运行；热泵装置运行后，其第一

冷凝器以及第二冷凝器变热，其第一蒸发器以及第二蒸发器变冷；第一水泵将第一清洁箱

内的水抽至第一喷头，第一喷头将水雾喷洒到第一雾霾吸收箱内的第一冷凝器上，水雾喷

洒在第一冷凝器后蒸发为蒸汽，使第一雾霾吸收箱内充满水雾以及蒸汽；第二水泵将第二

清洁箱内的水抽至第二喷头，第二喷头将水雾喷洒到第二雾霾吸收箱内的第二冷凝器上，

水雾喷洒在第二冷凝器后蒸发为蒸汽，使第二雾霾吸收箱内充满水雾以及蒸汽；空气由第

一灰霾吸收装置的第一空气入口进入第一雾霾吸收箱内，利用第一雾霾吸收箱内的水雾以

及蒸汽吸收空气中的尘埃以及灰霾，经水雾以及蒸汽吸收尘埃和灰霾后的空气进入第一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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霾清洁装置的第一清洁箱内，含有水雾以及蒸汽的空气与第一蒸发器接触，使水雾以及蒸

汽被冷凝为水，利用水雾以及蒸汽将空气中的尘埃以及灰霾清除；经过第一灰霾清洁装置

净化后的空气进入第二灰霾吸收装置的第二雾霾吸收箱，利用第二雾霾吸收箱内的水雾以

及蒸汽再次吸收空气中的尘埃以及灰霾，经水雾以及蒸汽再次吸收尘埃和灰霾后的空气进

入第二灰霾清洁装置的第二清洁箱内，含有水雾以及蒸汽的空气与第二蒸发器接触，使水

雾以及蒸汽被冷凝为水，利用水雾以及蒸汽再次将空气中的尘埃以及灰霾清除；被第二蒸

发器吸收了水分的空气进入空气湿度控制装置，利用空气湿度控制装置将该空气的湿度调

节为设定的范围，经空气湿度控制装置调节湿度后的空气进入空气压缩机，经空气压缩机

压缩后进入清新空气储罐。

[000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空气能空气清新机包括有第一灰霾吸收装置、第一灰霾清

洁装置、第二灰霾吸收装置、第二灰霾清洁装置、热泵装置、空气湿度控制装置、空气压缩

机、清新空气储罐以及控制器；使用时，利用上述装置和设备以及水吸收净化空气中的尘埃

以及灰霾，利用水循环使用，清洁空气中的尘埃以及灰霾，空气清洁后利用空气湿度控制装

置调节清新空气的湿度，为智能清新空气售卖机提供清新空气源，或者为人们提供干净的

清新空气。

附图说明

[0007] 图1是空气能空气清新机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0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的说明：

[0009] 图1所示的空气能空气清新机的结构示意图，空气能空气清新机包括有第一灰霾

吸收装置1、第一灰霾清洁装置2、第二灰霾吸收装置3、第二灰霾清洁装置4、热泵装置5、空

气湿度控制装置6、空气压缩机7、清新空气储罐8以及控制器9；第一灰霾吸收装置1与第一

灰霾清洁装置2连接，第一灰霾清洁装置2与第二灰霾吸收装置3连接，第二灰霾吸收装置3

与第二灰霾清洁装置4连接，第二灰霾清洁装置4与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连接，空气湿度控制

装置6与空气压缩机7连接，空气压缩机7与清新空气储罐8连接，第一灰霾吸收装置1的第一

空气入口10与大气连接；第一灰霾吸收装置1包括有第一雾霾吸收箱11、第一喷头12以及第

一水泵13，第一灰霾清洁装置2包括有第一清洁箱14；第二灰霾吸收装置3包括有第二雾霾

吸收箱15、第二喷头16以及第二水泵17，第二灰霾清洁装置4包括有第二清洁箱18；热泵装

置5包括有第一冷凝器19、第一膨胀阀20、第一蒸发器21，第二冷凝器22、第二膨胀阀23、第

二蒸发器24以及热泵压缩机25；第一喷头12以及第一冷凝器19设于第一雾霾吸收箱11内，

第一喷头12位于第一冷凝器19的上方，第一蒸发器21位于第一清洁箱14内；第二喷头16以

及第二冷凝器22位于第二雾霾吸收箱15内，第二喷头16位于第二冷凝器22的上方，第二蒸

发器24位于第二清洁箱18内；第一喷头12通过管道与第一水泵13的出水口连接，第一水泵

13的入水口与第一清洁箱14连接；第二喷头16通过管道与第二水泵17的出水口连接，第二

水泵17的入水口与第二清洁箱18连接；控制器9通过控制线与第一灰霾吸收装置1、第二灰

霾吸收装置3、热泵装置5、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以及空气压缩机7连接。

[0010] 空气能空气清新机的使用方法是：使用时，控制器9控制第一灰霾吸收装置1、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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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霾吸收装置3、热泵装置5、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以及空气压缩机7运行；热泵装置5运行后，

其第一冷凝器19以及第二冷凝器22变热，其第一蒸发器21以及第二蒸发器24变冷；第一水

泵13将第一清洁箱14内的水抽至第一喷头12，第一喷头12将水雾喷洒到第一雾霾吸收箱11

内的第一冷凝器19上，水雾喷洒在第一冷凝器19后蒸发为蒸汽，使第一雾霾吸收箱11内充

满水雾以及蒸汽；第二水泵17将第二清洁箱18内的水抽至第二喷头16，第二喷头16将水雾

喷洒到第二雾霾吸收箱15内的第二冷凝器22上，水雾喷洒在第二冷凝器22后蒸发为蒸汽，

使第二雾霾吸收箱15内充满水雾以及蒸汽；空气由第一灰霾吸收装置1的第一空气入口10

进入第一雾霾吸收箱11内，利用第一雾霾吸收箱11内的水雾以及蒸汽吸收空气中的尘埃以

及灰霾，经水雾以及蒸汽吸收尘埃和灰霾后的空气进入第一灰霾清洁装置2的第一清洁箱

14内，含有水雾以及蒸汽的空气与第一蒸发器21接触，使水雾以及蒸汽被冷凝为水，利用水

雾以及蒸汽将空气中的尘埃以及灰霾清除；经过第一灰霾清洁装置2净化后的空气进入第

二灰霾吸收装置3的第二雾霾吸收箱15，利用第二雾霾吸收箱15内的水雾以及蒸汽再次吸

收空气中的尘埃以及灰霾，经水雾以及蒸汽再次吸收尘埃和灰霾后的空气进入第二灰霾清

洁装置4的第二清洁箱18内，含有水雾以及蒸汽的空气与第二蒸发器24接触，使水雾以及蒸

汽被冷凝为水，利用水雾以及蒸汽再次将空气中的尘埃以及灰霾清除；被第二蒸发器24吸

收了水分的空气进入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利用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将该空气的湿度调节为

设定的范围，经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调节湿度后的空气进入空气压缩机7，经空气压缩机7压

缩后进入清新空气储罐8。

[0011] 为了实施空气净化的隔开处理，空气能空气清新机包括有第一旋转阀26以及第二

旋转阀27，第一旋转阀26设于第一雾霾吸收箱11与第一清洁箱14之间，第二旋转阀27设于

第二雾霾吸收箱15与第二清洁箱18之间；第一雾霾吸收箱11与第一旋转阀26封闭连接，第

一旋转阀26与第一清洁箱14封闭连接，第一清洁箱14与第二雾霾吸收箱15封闭连接，第二

雾霾吸收箱15与第二旋转阀27封闭连接，第二旋转阀27与第二清洁箱18封闭连接，第二清

洁箱18与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封闭连接，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与空气压缩机7封闭连接，空气

压缩机7与清新空气储罐8封闭连接。

[0012] 为了实施水的循环使用，第一雾霾吸收箱11的底部设有第一集水槽28，第一清洁

箱14的底部设有第二集水槽29，第二雾霾吸收箱15的底部设有第三集水槽30，第二清洁箱

18的底部设有第四集水槽31；第一集水槽28以及第三集水槽30通过管道与第二集水槽29连

接，第一集水槽28以及第三集水槽30的位置比第二集水槽29的位置高，使第一集水槽28以

及第三集水槽30的水能流入第二集水槽29；第一水泵13的入水口与第二集水槽29连接，第

二集水槽29设有第一进水阀46，第一进水阀46与自来水连接，当第二集水槽29的水位低于

设定的水位时，第一进水阀46自动补充自来水；第二水泵17的入水口与第四集水槽31连接，

第四集水槽31设有第二进水阀32，第二进水阀32与自来水连接，当第四集水槽31的水位低

于设定的水位时，第二进水阀32自动补充自来水。

[0013] 空气能空气清新机使用时，大气的空气由第一灰霾吸收装置1的第一空气入口10

进入第一雾霾吸收箱11；于第一雾霾吸收箱11利用水雾以及蒸汽吸收空气中的尘埃以及灰

霾，被水雾和蒸汽吸收了尘埃以及灰霾的空气经第一旋转阀26进入第一清洁箱14，利用第

一清洁箱14内的第一蒸发器21吸收该空气的水分，被第一蒸发器21吸收了水分的空气进入

第二雾霾吸收箱15，于第二雾霾吸收箱15利用水雾以及蒸汽再次吸收空气中的尘埃以及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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霾，被水雾和蒸汽吸收了尘埃以及灰霾的空气经第二旋转阀27进入第二清洁箱18，利用第

二清洁箱18内的第二蒸发器24吸收该空气的水分，被第二蒸发器24吸收了水分的空气进入

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如此不断循环。

[0014] 空气能空气清新机使用时，第一蒸发器21吸收的水由第一蒸发器21流入第二集水

槽29；第一喷头12喷洒多余未变成蒸汽的水雾被第一集水槽28收集，第二喷头16喷洒多余

未变成蒸汽的水雾被第三集水槽30收集，第一集水槽28以及第三集水槽30的水经管道自动

流入到第二集水槽29内；由第一集水槽28以及第三集水槽30收集到第二集水槽29的水由第

一水泵13抽到第一喷头12，第一喷头12将水喷洒到第一雾霾吸收箱11内的第一冷凝器19

上，循环使用；第二蒸发器24吸收的水由第二蒸发器24流入第四集水槽31；第四集水槽31回

收的水由第二水泵17抽到第二喷头16，第二喷头16将水雾喷洒到第二雾霾吸收箱15内的第

二冷凝器22上，循环使用水。

[0015] 为了实施清新空气的湿度调节，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设有湿度调节箱33，湿度调节

箱33设有干燥室34以及加湿室35，干燥室34以及加湿室35设于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的进气

口36与出气口37之间；进气口36与出气口37之间设有隔离电磁阀38，利用隔离电磁阀38将

进气口36与出气口37隔开，进气口36的空气不能直接进入出气口37；干燥室34设有干燥电

磁阀39、吸潮剂40以及干燥单向阀41，吸潮剂40设于干燥室34内，干燥电磁阀39的入口与进

气口36连通，干燥电磁阀39的出口与干燥室34连通，干燥单向阀41的入口位于干燥室34内，

干燥单向阀41的出口与出气口37连通；加湿室35设有加湿电磁阀42、电动喷雾器43以及加

湿单向阀44，电动喷雾器43位于加湿室35内，加湿电磁阀42的入口与进气口36连通，加湿电

磁阀42的出口位于加湿室35内，加湿单向阀44的入口位于加湿室35内，加湿单向阀44的出

口与出气口37连通；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的进气口36设有湿度传感器45，控制器9设有湿度

控制线与干燥电磁阀39、加湿电磁阀42以及湿度传感器45连接；隔离电磁阀38、干燥电磁阀

39以及加湿电磁阀42的初始状态为关闭状态；干燥单向阀41以及加湿单向阀44的导通方向

由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进气口36指向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的出气口37，反方向不导通，避免

出气口37的空气进入干燥室34、加湿室35以及进气口36。

[0016] 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工作时，经第二清洁箱18净化后的空气由第二清洁箱18的出

口进入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的进气口36；当湿度传感器45检测到进气口36的湿度在设置的

范围时，湿度传感器45将其信号传输给控制器9，控制器9控制隔离电磁阀38打开，进气口36

的空气经隔离电磁阀38进到出气口37，再由出气口37进入空气压缩机7。

[0017] 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工作时，经第二清洁箱18净化后的空气由第二清洁箱18的出

口进入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的进气口36，当湿度传感器45检测到进气口36的湿度高于设置

的范围时，湿度传感器45将其信号传输给控制器9，控制器9控制干燥电磁阀39打开，进气口

36的空气由干燥电磁阀39进入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的干燥室34内，利用干燥室34内的吸潮

剂40吸收空气的水分，降低空气的湿度，经干燥室34降低湿度后的空气经干燥室34的干燥

单向阀41进入到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的出气口37，再由出气口37进入空气压缩机7。

[0018] 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工作时，经第二清洁箱18净化后的空气由第二清洁箱18的出

口进入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的进气口36，当湿度传感器45检测到进气口36的湿度低于设置

的范围时，湿度传感器45将其信号传输给控制器9，控制器9控制加湿电磁阀42打开，进气口

36的空气由加湿电磁阀42进入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的加湿室35内，加湿室35内的电动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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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43向空气喷出水雾，增加空气的湿度，于加湿室35增加了湿度后的空气经加湿室35的加

湿单向阀44，进入到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的出气口37，再由出气口37进入空气压缩机7。

[0019] 空气湿度控制装置6的隔离电磁阀38打开时，干燥电磁阀39以及加湿电磁阀42处

于关闭状态；干燥电磁阀39打开时，隔离电磁阀38以及加湿电磁阀42处于关闭状态；加湿电

磁阀42打开时，隔离电磁阀38以及干燥电磁阀39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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