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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建筑物的通风领域。本发明包

括总进气管和总排气管，每个楼层布置有相应的

楼层进气管和楼层排气管，每个楼层的楼层进气

管和楼层排气管分别与总进气管与总排气管相

连通。住户有单元进气管和单元排气管，单元进

气管和单元排气管分别与楼层进气管和楼层排

气管相连通，房间有房间进气管和房间排气管，

房间进气管和房间排气管分别与单元进气管和

单元排气管相连通。空气净化器布置在每个单元

进气管和单元排气管上，半导体温度调节装置布

置在房间进气管和房间排气管上。本发明能够对

楼宇的每个房间进行空气净化、通风，还能够利

用半导体温度调节装置对房间进行温度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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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物新型通风系统，其特征在于：

整栋建筑物布置有总进气管和总排气管，每个楼层布置有楼层进气管和楼层排气管，

所述楼层进气管和所述总进气管相连通，所述楼层排气管与总排气管相连通；

每个住户布置有住户进气管和住户排气管，所述单元进气管和所述楼层进气管相连

通，所述单元排气管与所述楼层排气管相连通；

每个房间（2101、2102、2103）布置有房间进气管和房间排气管，所述房间进气管与所述

单元进气管相连通，所述房间排气管与所述单元排气管相连通；

在总进气管上布置有第一风机，在总排气管上布置有第二风机，在所述单元进气管和

所述单元排气管上布置有空气净化器，在所述房间进气管和所述房间排气管上布置有半导

体温度调节装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楼宇新型通风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空气净化器为一种低耗型双向空气净化系统，包括换热器和盒体，盒体内具有进

气通道和排气通道，换热器内有第一通道和第二通道，盒体的进气通道与换热器的第一通

道相接通，盒体的排气通道与换热器的第二通道相接通，所述盒体的进气通道内布置有空

气净化装置；

所述盒体的进气通道与所述单元进气管连通，所述盒体的排气通道与所述单元排气管

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建筑物新型通风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总进气管和所述总

排气管上布置有所述低耗型双向空气净化系统，所述低耗型双向空气净化系统布置在所述

总进气管的进气口一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建筑物新型通风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楼层进气管和所述楼

层排气管上均布置有风机。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建筑物新型通风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总进气管的进气端

布置有总开关，所述总开关用于打开或关闭总进气管和总排气管。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建筑物新型通风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单元进气管和单元

排气管上布置有单元开关，所述单元开关具有打开或关闭单元进气管和单元排气管的结

构。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建筑物新型通风系统，其特征在于，在建筑物每个楼层的所述

楼层进气管和楼层排气管上布置有楼层开关，所述楼层开关具有打开或关闭楼层进气管和

楼层排气管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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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物新型通风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新型通风系统，特别涉及一种具有空气净化和室温调节功能的新

型通风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人们不光要求有房住，

而且对房屋的采光通风情况也越来越关注。目前国内的建筑物一般都没有专门的通风换气

系统，房间通常采用开窗通风的方式，密集的建筑物往往导致房间通风不良，房间有异味，

房间装修带来的甲醛苯含量超标等问题，另外，由于室外空气污染比较严重，导致室内空气

质量较差；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在很多大型建筑物上采用了通风系统，由于

这些国家的空气污染问题不是特别突出，他们的通风系统没有布置空气净化器，也没有布

置温度调节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改善目前国内建筑物通风不良以及房间空气质量不良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

种具有空气净化和室温调节功能的新型通风系统。

[0004]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以下技术方案：

一种建筑物新型通风系统，整栋建筑物布置有总进气管和总排气管，每个楼层布置有

楼层进气管和楼层排气管，所述楼层进气管和所述总进气管相连通，所述楼层排气管与总

排气管相连通；

每个住户布置有单元进气管和单元排气管，所述单元进气管和所述楼层进气管相连

通，所述单元排气管与所述楼层排气管相连通；

每个房间布置有房间进气管和房间排气管，所述房间进气管与所述单元进气管相连

通，所述房间排气管与所述单元排气管相连通；

以上管道相连接后，产生的效果为：外面空气从总进气管进入，然后依次经过楼层进气

管、单元进气管和房间进气管，实现了把外面空气输送到整栋建筑物的每个房间的功能；另

一方面，各个房间内的空气依次经过房间排气管、单元排气管、楼层排气管和总排气管，实

现了将室内空气排放到外界的功能。

[0005] 室内和室外空气进行循环交换的好处是：一是能够消除室内气味，调节室内的空

气干湿度，增强居住的舒适度；二是能够通过气体交换的方式有效降低室内甲醛、苯的含

量，因为目前去除甲醛、苯的现有技术存在技术瓶颈，无法经济有效地降低空气中的甲醛苯

含量。

[0006] 在总进气管上布置有第一风机，在总排气管上布置有第二风机，在所述单元进气

管和所述单元排气管上布置有空气净化器，在所述房间进气管和所述房间排气管上布置有

半导体温度调节装置。布置第一风机的目的是为外界气体输送到每个房间提供动力，布置

第二风机的目的是为房间空气输出到外界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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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在每个住宅单元设置空气进化器的目的是：将输入到每个住宅单元的空气进行净

化，这样，每个住宅单元的每间房间都能得到经过净化的空气，另外，每个单元住户还能够

根据需要对本单元的空气进化器进行升级更换或维护更换。所述半导体温度调节装置的原

理是：给半导体通电，在半导体的两个侧面会形成两个温差面，即高温面和低温面，从而实

现制冷或制热的目的。将流入房间的气体流过低温面，将流出房间的气体流过高温面，则实

现了房间的制冷，反之，则实现房间的制热。半导体温度调节装置的温度调节原理是一项现

有技术，参见专利号CN200620098279.2 的一种半导体空气温度调节器，在此不做赘述。

[0008] 作为优选，所述空气净化器为一种低耗型双向空气净化系统，包括换热器和盒体，

盒体内具有进气通道和排气通道，换热器内有第一通道和第二通道，盒体的进气通道与换

热器的第一通道相接通，盒体的排气通道与换热器的第二通道相接通，所述盒体的进气通

道内布置有空气净化装置；所述盒体的进气通道与所述单元进气管连通，所述盒体的排气

通道与所述单元排气管连通。

[0009] 所述低耗型双向空气净化系统的效果为：外界空气在所述盒体的进气通道内进行

净化，进入房间的空气为净化后的优质空气，同时，进入房间的空气和排出房间的空气在所

述换热器内进行换热，可以降低由于室内外气体交换对室内温度的影响，减小室内温度调

节装置的能量消耗。

[0010] 作为优选，在所述总进气管和所述总排气管上布置有所述低耗型双向空气净化系

统，所述低耗型双向空气净化系统布置在所述总进气管的进气口一端。产生的作用是，对进

入和流出整栋建筑物的空气进行初步净化，可以延长布置在各个住宅单元的低耗型双向空

气净化系统的使用寿命和减小滤芯的更换频率，而且总体上看，进入房间的空气净化的效

果更好，还具有操作维护简单的优点。

[0011] 作为优选，在建筑物第一楼的所述楼层进气管上布置有第三风机，在建筑物第一

楼的所述楼层排气管上布置有第四风机；在建筑物第二楼的所述楼层进气管上布置有第五

风机，在在建筑物第二楼的所述楼层排气管上布置有第六风机，其余楼层，依次类推。在每

个楼层都布置风机的作用是：增强气体的流动性，提供气体流动的动力，另一方面，可以提

高本发明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当某些风机出现故障时，本发明的整个系统仍能正常工作。

[0012] 作为优选，在所述总进气管的进气端布置有总开关，所述总开关具有关闭或打开

总进气管和总排气管的结构。所述总开关能够关闭总进气管和总排气管，当发生火灾时，关

闭总开关，可以切断着火房间的空气供应，减小火灾的蔓延速度，为消防官兵灭火争取了时

间。

[0013] 作为优选，在所述单元进气管和单元排气管上布置有单元开关，所述单元开关具

有打开或关闭单元进气管和单元排气管的结构。  在建筑物每个楼层的所述楼层进气管和

楼层排气管上布置有楼层开关，所述楼层开关具有打开或关闭楼层进气管和楼层排气管的

结构。每个住户能够根据需要来打开或关闭本住宅单元的通风系统。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与现有技术对比分析）：

1、由于本发明采用了空气净化装置和管道通风系统，能够对室内空气进行净化和与外

界新鲜空气进行交换，显著改善了室内空气质量，有效减少室内空气中的颗粒物和污染物

的含量，特别是通过本发明的通风系统使得室内外空气能够气体交换，将室内含有甲醛和

苯的气体排出室外，将室外新鲜空气吸入室内，从而有效降低室内甲醛和苯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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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够有效去除室内的异味，使室内空气保持良好的干湿度，提升居住舒适度。

[0015] 附图说明：

图1为  本发明结构原理示意图

图2为低耗型双向空气净化系统内部结构示意图

图中标记：

1-总进气管，2-总排气管，3-第一风机，4-第二风机，5-总开关，6-低耗型双向空气净化

系统；

13-第三风机，14-第四风机，15-楼层开关，105-单元开关，106-低耗型双向空气净化系

统，107–第一半导体温度调节装置，108-第二半导体温度调节装置，1101-第一房间，1102-

第二房间；

21-楼层进气管，22-楼层排气管，23-第四风机，24-第三风机，25-楼层开关，211-单元

进气管，212-单元排气管，205-单元开关，206-低耗型双向空气净化系统，207-第三半导体

温度调节装置，208-第四半导体温度调节装置，209-第五半导体温度调节装置，2101-第三

房间，2102-第四房间，2103-第五房间；

30-盒体，31-进口，32-进气滤芯，33-第一电场过滤器，34-第一净化器，35-出口，36-进

口，37-排气滤芯，38-第二电场过滤器，39-第二净化器，40-出口，41-热交换器，42-第一高

压包，43-第二高压包。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试验例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但不应将此理解

为本发明上述主题的范围仅限于以下的实施例，凡基于本发明内容所实现的技术均属于本

发明的范围。

[0017] 实施例1

如图1，对于本发明所指通风系统，本实施例只对第一楼的一个住宅单元和第二楼的一

个住宅单元做解释，其他楼层以及其他住宅单元的通风模式与本解释例模式相同，可以依

此类推。

[0018] 如图1，总进气管1和总排气管2并排布置，从建筑物的底楼一直布置到顶楼，总进

气管1的进气口和总排气管2的排气口露出在建筑物外，同时加上多道滤网，以防老鼠、蛇等

动物进入管道内。第一楼的楼层进气管与总进气管1连通，第一楼的楼层排气管与总排气管

2连通，第二楼的楼层进气管21与总进气管1连通，第二楼的楼层排气管22与总排气管2连

通。第一楼的单元进气管与第一楼的楼层进气管连通，第一楼的单元排气管与第一楼的楼

层排气管连通，第二楼的单元进气管211与第二楼的楼层进气管21连通，第二楼的单元排气

管222与第二楼的楼层排气管22连通，第二楼的房间进气管与第二楼的单元进气管211连

通，第二楼的房间排气管与第二楼的单元排气管222联通。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每个房间的

房间进气管的出口处可以布置在墙上，每个房间的房间排气管的入口处可以布置在房间的

四个角上，这样可以更好地实现室内气体和室外气体的交换。

[0019] 第一风机3布置在总进气管1的进气口处，第二风机4布置在总排气管的出气口处，

为检修和操作方便方便，第一风机3、第二风机4、总开关5和低耗型双向空气净化系统6布置

在底楼或车库的单独房间内。第三风机13布置在第一楼的楼层进气管上，第四风机14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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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楼的楼层排气管上，楼层开关15布置在第一楼的楼层进气管和楼层排气管上，单元

开关105布置在第一楼的单元进气管和单元排气管上，低耗型双向空气净化系统106和单元

开关105布置在一个箱体内，以便于检修。第一半导体温度调节装置107布置在第一房间

1101的房间进气管和房间排气管上，第二半导体温度调节装置108布置在第二房间1102的

房间进气管和房间排气管上，第一楼的其他单元和其他房间，依此类推。

[0020] 第三风机24布置在第二楼的楼层进气管21上，第四风机23布置在第二楼的楼层排

气管22上，楼层开关25布置在第二楼的楼层进气管21和楼层排气管22上。单元开关205布置

在单元进气管211和单元排气管222上，低耗型双向空气净化系统206和单元开关205适宜于

布置在每个住宅单元的一个独立箱子里，便于维修和更换。第三半导体温度调节装置207布

置在第三房间2101的房间进气管和房间排气管上，第四半导体温度调节装置208布置在第

四房间2102的房间进气管和房间排气管上，第五半导体温度调节装置209布置在第五房间

2103的房间进气管和房间排气管上。半导体温度调节装置的原理是：半导体通电后，会在半

导体两个侧面形成温差面，达到制冷或制热的目的，本发明所述半导体温度调节装置利用

上述原理，做了一些结构性的设计，所述半导体温度调节装置有进气通道、排气通道和废气

通道，废气通道的作用和空调向室外排气的管道作用一样。

[0021] 图2为隐藏掉盖板后的低耗型双向空气净化系统的内部结构示意图，所述低耗型

双向空气净化系统包括盒体30和换热器41，盒体30为有四个开口的封闭腔体，盒体30内有

进气道和排气道，换热器41有第一气道和第二气道，第一气道的气体和第二气道的气体在

热交换器41内进行热量交换、不进行气体交换。盒体30的进气道与换热器的第一通道相通，

构成图示的A-A通道，外界气体经A-A通道进入室内；盒体30的排气道与换热器41的第二通

道相通，构成图示的B-B通道，室内气体由B-B通道流到外界。在盒体30的进气通道里布置

有：进口31、进气滤芯32、第一电场过滤器33、第一净化器34和出口35。在盒体30的排气道里

布置有：进口36、排气滤芯37、第二电场过滤器38、第二净化器39和出口40。进气滤芯32由多

层滤纸或海绵结构组成，为加强吸附效果可以在滤芯里加入活性炭吸附层，排气滤芯37为

滤纸或海绵结构，第一电场过滤器33和第二电场过滤器38采用的是一种现有技术。第一净

化器34和第二净化器39的工作原理是：在光照的催化作用下，一种加入碳的纳米复合材料

能够吸附并氧化分解空气中的甲醛、苯、胺类污染物，此为一种现有技术。第一净化器34和

第二净化器39被设计成双层结构，第一层  上布置灯泡，第二层上布置有若干所述纳米复合

材料颗粒，第一层和第二层上有很多小孔，空气能够流过第一层和第二层。空气流过第一层

和第二层时，空气中的甲醛、苯、胺类污染物就会被所述纳米复合材料颗粒所吸附分解。盒

体30上还布置有第一高压包42和第二高压包43，第一高压包42为电场过滤器33提供电力，

第二高压包43为电场过滤器38提供电力。在盒体30的内表面上还涂有一种纳米复合材料涂

层，这种纳米复合材料涂层能够释放负离子，此为一种现有技术，在此不做赘述，所述纳米

复合材料涂层也可以布置在第一高压包和第二高压包的表面上。

[0022] 下面以建筑物第二楼的其中一个房间来说明整个系统的工作过程，建筑物其他房

间的通风过程与所解释的房间的通风过程相同。如图1，外界空气由总进气管1进入，在第一

风机3的驱动下，空气经过总开关5到达低耗型双向空气净化系统6，经净化后的空气沿着总

进气管1分流进入第二楼的楼层进气管21；在第三风机24的驱动下，空气流过楼层进气管21

分流进入单元进气管211；然后空气经过单元开关205流过低耗型双向空气净化系统206，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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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净化后的空气，分流进入房间进气管，流经第三半导体温度调节装置207，对空气进行制

冷或制热后，进入第三房间2101。空气从房间2101流出，流经第三半导体温度调节装置207，

进入楼层排气管22，然后在第四风机23的驱动下汇流进入总排气管2，然后空气流经低耗型

双向空气净化系统6和开关5在第二风机4的作用下排出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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