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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震荡功能的坐式风淋室

(57)摘要

一种带震荡功能的坐式风淋室，包括：送风

装置、吸风装置、控制装置、腔室、坐椅、扶手、架

空地板；所述送风装置和控制装置设于腔室顶

部，所述吸风装置设置于架空地板的架空层内；

所述座椅设于腔室内壁一侧，座椅椅面与水平线

呈20°‑30°夹角；所述扶手水平设于腔室内壁另

一侧，与座椅相对应，通过第二支架固定于腔室

内壁上，扶手的位置高于座椅的位置30‑60cm，座

椅前边缘的位置与扶手前边缘的距离为50‑

70cm；本发明的带震荡功能的坐式风淋室，在震

荡过程中，将衣物褶皱、腋下、裆部的风淋死角充

分暴露于风淋环境中，提高了风淋效率，缩短了

风淋时间；为部分有风淋室需求，但因成本和空

间原因难以实现的车厢、小型厂房，提供了一种

可靠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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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震荡功能的坐式风淋室，其特征在于，包括：送风装置、吸风装置、控制装置、

腔室、座  椅、扶手、架空地板；所述腔室内壁外侧设有4‑12条竖直排列的送风管，送风管相

对应的设于腔室两侧，每侧各有2‑6条送风管，所述送风管面向腔室内侧的管壁上成型有多

个送风孔，每个送风孔上固定有一根向下倾斜的出风管，所述送风管与出风管呈30°‑60°夹

角，在腔室内壁上成型有与出风管位置相对应的出风口，出风口与出风管相连接，所述送风

装置向送风管内送风；所述送风装置和控制装置设于腔室顶部，所述吸风装置设置于架空

地板的架空层内，吸风装置还包括过滤器；所述架空地板设置在所述腔室的底部；所述座椅

设于腔室内壁一侧，通过位于椅面下方的第一支架与振荡器固定连接，所述振荡器固定于

腔室内壁上，所述座椅前倾，使椅面与水平线呈20°‑30°夹角；所述扶手水平设于腔室内壁

另一侧，与座椅相对应，通过第二支架固定于腔室内壁上，扶手的位置高于座椅的位置30‑

60cm，座椅前边缘的位置与扶手前边缘的距离为50‑70cm，所述座椅的椅面为高强度织物，

织物孔径大于800微米；

所述扶手上设有第一、第二压力传感器，第一、第二压力传感器分设于扶手两端，所述

座椅上设有第三压力传感器，第三压力传感器位于座椅椅面下方，第一、二、三压力传感器

在感应到压力时可发出无线信号，所述控制装置在收到所述第一、第二、第三压力传感器的

无线信号后，锁闭电子门，启动送风装置和吸风装置；

所述架空地板表面设置有带静电吸附功能的脚垫，置于座椅正前方，脚垫上有左右脚

标示，指示左右脚应放置的位置，所述左右脚标示处设有相连的第四、第五压力传感器，当

第四、第五压力传感器感受到压力，且两个压力之间额差值小于5kg时，第五压力传感器持

续发出无线信号，控制装置收到压力信号，启动振荡器，当第四、第五压力传感器感受到的

两个压力之间额差值小于5kg时，第五传感器停止发出无线信号，控制装置停止振荡器工

作。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震荡功能的坐式风淋室，其特征在于，所述带震荡功能的坐式

风淋室的单次风淋时间为15‑18s。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震荡功能的坐式风淋室，其特征在于，所述架空地板的两侧设

有吸尘格栅，在所述吸尘格栅的两侧固定有所述过滤器，过滤器与吸风装置相连。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震荡功能的坐式风淋室，其特征在于，所述腔室设有供人员出

入的两道电子门。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震荡功能的坐式风淋室，其特征在于，所述腔室的数量为一个

或者多个；在所述腔室的数量为多个时，多个所述腔室依次并排设置。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震荡功能的坐式风淋室，其特征在于，所述椅面为圆形，椅面

直径20‑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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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震荡功能的坐式风淋室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洁净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带震荡功能的坐式风淋室。

背景技术

[0002] 风淋室是一种通用性较强的局部净化设备，其安装于洁净室与非洁净室之间，是

进入洁净室前必经的通道，风淋室可以减少进出洁净室所带来的污染问题。现有的风淋室

一般为一个过道，过道的两侧设有吹风口，而其过道的长度越长，洁净效果越好，但相应的

其过道的长度越长其占用的空间也就越大，成本增加。

[0003] 风淋室采用强劲洁净的空气，由喷嘴从各个方向喷射至人员身上，从而清除附着

在衣服上的灰尘、头发、发屑等杂物，减少人员进出洁净室所带来的污染问题。因为在动态

情况下，细菌及尘埃的最大发生源是工作人员，进入时风淋行为是否规范，严重影响风淋效

果。

[0004] 目前，传统的风淋室存在以下未解决项：一、传统风淋室风淋效果受风淋人当时行

为限制，如倚靠风淋口或手臂未抬起或衣物褶皱较多时，风淋不彻底，存在倚靠侧、手臂和

手臂内侧等风淋盲区，附着一定量粒径较大灰尘。二、多人风淋室，尤其是3人以上同时风淋

时，站在两侧的人只被风淋了单侧，另一侧未被风淋，而站在人群中间的人由于被两边的人

挡住了吹风口，因此几乎未被风淋。大量的灰尘就会附着在这些人的衣服上被带入洁净间。

三、在上班高峰时，人员比较浮躁，容易造成安全隐患，坐式风淋有利于平抑情绪，并使工作

人员得以暂时休息。四、大型风淋室占地面积大，能耗高，普通小型风淋室需要较长时间才

能达到好的风淋效果。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传统风淋室中由于风淋行为不规范造成的存在风淋

死角、风淋效果不佳以及风淋设备占用空间大，使用成本高的问题。

[0006]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带震荡功能的坐式风淋室，包括：送风

装置、吸风装置、控制装置、腔室、坐椅、扶手、架空地板；所述腔室内壁外侧设有4‑12条竖直

排列的送风管，送风管相对应的设于腔室两侧，每侧各有2‑6条送风管，所述送风管面向腔

室内侧的管壁上成型有多个送风孔，每个送风孔上固定有一根向下倾斜的出风管，所述送

风管与出风管呈30°‑60°夹角，在腔室内壁上成型有与出风管位置相对应的出风口，出风口

与出风管相连接，所述送风装置向送风管内送风；所述送风装置和控制装置设于腔室顶部，

所述吸风装置设置于架空地板的架空层内，吸风装置还包括过滤器；所述架空地板设置在

所述腔室的底部；所述座椅设于腔室内壁一侧，通过位于椅面下方的第一支架与振荡器固

定连接，所述振荡器固定于腔室内壁上，所述座椅前倾，使椅面与水平线呈20°‑30°夹角；所

述扶手水平设于腔室内壁另一侧，与座椅相对应，通过第二支架固定于腔室内壁上，扶手的

位置高于座椅的位置30‑60cm，座椅前边缘的位置与扶手前边缘的距离为50‑70cm；

[0007] 所述扶手上设有第一、第二压力传感器，第一、第二压力传感器分设于扶手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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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座椅上设有第三压力传感器，第三压力传感器位于座椅椅面下方，第一、二、三压力传

感器在感应到压力时可发出无线信号；

[0008] 所述架空地板表面设置有带静电吸附功能的脚垫，置于座椅正前方，脚垫上有左

右脚标示，指示左右脚应放置的位置，所述左右脚标示处设有相连的第四、第五压力传感

器，当第四、第五压力传感器感受到压力，且两个压力之间额差值小于5kg时，第五压力传感

器持续发出无线信号，控制装置收到压力信号，启动振荡器，当第四、第五压力传感器感受

到的两个压力之间额差值小于5kg时，第五传感器停止发出无线信号，控制装置停止振荡器

工作。

[0009] 优选的，所述的带震荡功能的坐式风淋室，其中，所述带震荡功能的坐式风淋室的

单次风淋时间为10‑15s。

[0010] 所述架空地板的两侧设有吸尘格栅，在所述吸尘格栅的两侧固定有所述过滤器，

过滤器与吸风装置相连。

[0011] 所述腔室设有供人员出入的两道电子门。

[0012] 所述腔室的数量为一个或者多个；在所述腔室的数量为多个时，多个所述腔室依

次并排设置。

[0013] 所述控制装置在收到所述第一、第二、第三压力传感器的无线信号后，锁闭电子

门，启动送风装置和吸风装置。

[0014] 优选的，所述的带震荡功能的坐式风淋室，其中，所述座椅的椅面为高强度织物，

织物孔径大于800微米。

[0015] 优选的，所述的带震荡功能的坐式风淋室，其中，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带震荡功能

的坐式风淋室，其特征在于，所述椅面为圆形，椅面直径20‑30cm。

[0016] 有益效果：

[0017] 本发明的带震荡功能的坐式风淋室，可使风淋室的高度降低到1.5米或更低，远小

于普通风淋室2米以上的高度；工作人员可按照标准姿势坐着完成风淋，同时在震荡过程

中，将衣物褶皱、腋下、裆部的风淋死角充分暴露于风淋环境中，提高了风淋效率，缩短了风

淋时间，使风淋的同时能得以片刻休息；本发明的带震荡功能的坐式风淋室可方便的设计

为双层，多腔体结构，供多人同时使用，也为部分有风淋室需求，但因成本和空间原因难以

实现的车厢、小型厂房，提供了一种可靠的选择。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带震荡功能的坐式风淋室的横截面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来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20] 实施例

[0021] 如图1所示，一种坐式风淋室，包括：送风装置2、吸风装置3、控制装置6、腔室1、坐

椅4、扶手5、架空地板7；所述腔室内壁101外侧设有4条竖直排列的送风管201，送风管201相

对应的设于腔室两侧，每侧各有2条送风管201，所述送风管201面向腔室内侧的管壁上成型

有多个送风孔202，每个送风孔202上固定有一根向下倾斜的出风管203，所述送风管201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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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风管203呈30°夹角，在腔室内壁101上成型有与出风管位置相对应的出风口，出风口与出

风管203相连接，所述送风装置2向送风管内201送风；所述送风装置2和控制装置6设于腔室

1顶部，所述吸风装置3设置于架空地板7的架空层内，吸风装置还包括过滤器302；所述架空

地板7设置在所述腔室1的底部；所述座椅4设于腔室内壁一侧，通过位于椅面下方的第一支

架401与振荡器403固定连接，所述振荡器固定于腔室内壁上，所述座椅4前倾，使椅面与水

平线呈30°夹角；所述扶手5水平设于腔室内壁101另一侧，与座椅4相对应，通过第二支架

501固定于腔室内壁101上，扶手5的位置高于座椅4的位置40cm，座椅4前边缘的位置与扶手

5前边缘的距离为50cm；

[0022] 所述扶手5上设有第一、第二压力传感器502，第一、第二压力传感器分设于扶手两

端，所述座椅上设有第三压力传感器402，第三压力传感器位于座椅4椅面下方，第一、二、三

压力传感器在感应到压力时可发出无线信号。

[0023] 所述架空地板7表面设置有带静电吸附功能的脚垫8，置于座椅4前方，脚垫8上有

左右脚标示，指示左右脚应放置的位置，所述左右脚标示处设有相连的第四、第五压力传感

器801，当第四、第五压力传感器801感受到压力，且两个压力之间差值小于5kg时，第五压力

传感器持续发出无线信号，控制装置6收到压力信号，启动振荡器403，当第四、第五压力传

感器801感受到的两个压力之间额差值小于5kg时，第五传感器停止发出无线信号，控制装

置6停止振荡器403工作；这样可以防止振荡器工作时，双脚没有做好支撑而导致从座椅上

摔落受伤。

[0024] 优选的，所述的带震荡功能的坐式风淋室，其中，所述带震荡功能的坐式风淋室的

单次风淋时间为10‑15s。

[0025] 所述架空地板7的两侧设有吸尘格栅301，在所述吸尘格栅301的两侧固定有过滤

器302，过滤器302与吸风装置3相连。

[0026] 所述腔室设有供人员出入的两道电子门。

[0027] 所述腔室1的数量为一个或者多个；在所述腔室的数量为多个时，多个所述腔室依

次并排设置。

[0028] 所述控制装置在收到所述第一、第二、第三压力传感器的无线信号后，锁闭电子

门，启动送风装置2和吸风装置3。

[0029] 优选的，所述的带震荡功能的坐式风淋室，其中，所述座椅4的椅面为高强度织物，

织物孔径大于800微米，足够大的孔径可以让足够风力的风穿过椅面，使人体与椅面接触的

部位也得到充分风淋。

[0030] 优选的，所述的带震荡功能的坐式风淋室，其中，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带震荡功能

的坐式风淋室，其特征在于，所述椅面为圆形，椅面直径20‑30cm。

[0031] 使用时，工作人员由低洁净度一侧电子门进入，工作人员坐在座椅4上，上身前倾，

两脚分踏于脚垫8标示处，两手抓住扶手5两端的压力传感器502，这样将工作人员的风淋姿

势限定在一个无风淋死角的坐姿，控制装置6收到扶手5、脚垫8和座椅4上的压力传感器发

出的无线信号后，启动送风装置2、吸风装置3和震荡装置403，洁净度高的空气由出风管斜

向下送出，直吹在工作人员身上，工作人员在震荡的座椅4上全身震动，将衣物褶皱、腋下、

裆部等四角充分暴露在风淋环境下，在腔室1内旋风和乱流的配合下，全方位无死角的拂去

工作人员身上的灰尘、毛发等杂物，吹拂下的杂物在风的裹挟下向下运动，进入吸尘格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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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经由过滤器302过滤，吸风装置3将过滤后的洁净空气再送至送风装置2，形成一个循环

的吹风系统。

[0032] 尽管本发明的实施方案已公开如上，但其并不仅仅限于说明书和实施方式中所列

运用，它完全可以被适用于各种适合本发明的领域，对于熟悉本领域的人员而言，可容易地

实现另外的修改，因此在不背离权利要求及等同范围所限定的一般概念下，本发明并不限

于特定的细节和这里示出与描述的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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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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