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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静电式空气消毒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静电式空气消毒机，包

括壳体和设置在壳体的上罩盖，在所述壳体内设

置有用于净化消毒外部空气的IFD模组以及用于

抽动空气循环消毒的吸风装置，所述吸风装置的

出风口上连接有用于消毒后气体排出外部的通

风管道，所述通风管道上设有空气质量传感器，

所述空气质量传感器通过传感器舱采气口与通

风管道连接。本实用通过设置初效过滤网和IFD

模组，初效过滤网可以对空气含有的扬尘、废气、

烟雾等大颗粒物质进行过滤，IFD模组通过静电

吸附空气中被荷电的白色葡萄球菌、自然菌等微

生物和颗粒物；经过消毒后的空气由风机排出，

循环往复，不断对治理场所空气中的白色葡萄球

菌、自然菌等微生物进行吸附，从而达到对空气

消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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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静电式空气消毒机，包括壳体（100）和设置在壳体（100）的上罩盖（200），其特征

在于：在所述壳体（100）内设置有用于净化消毒外部空气的IFD模组（170）、用于抽动空气循

环消毒的吸风装置以及用于采集室内空气的空气质量传感器（11），所述吸风装置的出风口

上连接有用于消毒后气体排出外部的排风管道，在所述壳体（100）的上端设置与外部连通

的通风管道（180），所述空气质量传感器（11）通过传感器舱采气口与通风管道（180）连接，

所述通风管道（180）与壳体（100）的连接处设为传感器舱通风口（11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静电式空气消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上罩盖（200）顶端

设有透气格栅网（210），所述上罩盖（200）的斜边设有触摸屏（22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静电式空气消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100）顶部的

两侧设有把手（110），且在把手（110）下方设有初效过滤网（160），所述初效过滤网（160）设

在所述IFD模组（170）外侧，所述壳体（100）的背部分别设有电源开关（120）、电源线（130），

所述电源开关（120）连接继电器（13），所述继电器（13）连接风机（240）。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静电式空气消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把手（110）内侧设

有红外遥控接收器（12）。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静电式空气消毒机，其特征在于：靠近所述电源开关

（120）一侧的壳体（100）外设有出风舱安全开关（230），所述壳体（100）内部置放进风舱安全

开关（23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静电式空气消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100）的背部

通过转动锁扣（141）活动连接后背安装板（14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静电式空气消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100）底部连

接对称分布的脚轮（150），该脚轮（150）数量设为四个；所述吸风装置采用的是风机（240），

所述风机（240）数量设为四个。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静电式空气消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吸风装置偏向上罩

盖（200）的方向设有喇叭状导风筒（250），所述喇叭状导风筒（250）设置在吸风装置的排风

管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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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静电式空气消毒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空气净化装置技术领域，确切地说是一种静电式空气消毒机。

背景技术

[0002] 空气消毒机是一种能够吸附、分解或转化各种空气污染物（包括PM2.5、粉尘、花

粉、异味、甲醛之类的装修污染、细菌、过敏原等）的净化器，有效提高空气清洁度。目前市面

上的空气消毒机主要采用单个风机加消毒模块的形式对空气进行消毒杀菌，然而，单个风

机加消毒模块形式的空气消毒机风量通常较小，无法满足大空间的使用需求；同时现有的

空气消毒机一般采用单层杀菌模块进行空气过滤杀菌，但想要一次性对空气中不同直径的

悬浮颗粒和细菌过滤，会导致杀菌模块损耗速率加快，杀菌除尘性能容易降低，进一步造成

空气消毒机的杀菌除尘效率不达标。

[0003] 此外，现有的空气消毒机多保持原有的手动控制模式，没有实现空气消毒机的智

能化，降低用户的体验感受。

[0004] 因此，针对上述现状，迫切需要开发一种大风量智能静电式空气消毒机，以满足实

际使用的需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上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静电式空气消毒机。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是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7] 一种静电式空气消毒机，包括壳体和设置在壳体的上罩盖，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壳

体内设置有用于净化消毒外部空气的IFD模组、用于抽动空气循环消毒的吸风装置以及用

于采集室内控制质量的空气质量传感器，所述吸风装置的出风口上连接有用于消毒后气体

排出外部的排风管道，在所述壳体的上端设置与外部连通的通风管道，所述空气质量传感

器通过传感器舱采气口与通风管道连接，所述通风管道与壳体的连接处设为传感器舱通风

口。

[0008] 进一步地，所述上罩盖顶端设有透气格栅网，所述上罩盖的斜边设有触摸屏。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壳体顶部的两侧设有把手，且在把手下方设有初效过滤网，所述初

效过滤网设在所述IFD模组外侧，所述壳体的背部分别设有电源开关、电源线，所述电源开

关连接继电器，所述继电器连接风机组。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把手内侧设有红外遥控接收器。

[0011] 进一步地，靠近所述电源开关一侧的壳体外设有出风舱安全开关，所述壳体内部

置放进风舱安全开关。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壳体的背部通过转动锁扣活动连接后背安装板。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壳体底部连接对称分布的脚轮，该脚轮数量设为四个；所述吸风装

置采用的是风机，所述风机数量设为四个。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吸风装置偏向罩盖的方向设有喇叭状导风筒，所述喇叭状导风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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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在吸风装置的排风管道上。

[0015] 有益效果：

[0016] 本实用新型的静电式空气消毒机通过将治理场所的空气由壳体两侧吸入，先后经

过的初效过滤网和IFD模组，初效过滤网可以对空气含有的扬尘、废气、烟雾等大颗粒物质

进行过滤，  IFD模组通过静电吸附空气中被荷电的白色葡萄球菌、自然菌等微生物和颗粒

物；经过消毒后的空气由风机经透气格栅网排出，循环往复，不断对治理场所空气中的白色

葡萄球菌、自然菌等微生物进行吸附，从而达到对空气进行消毒的目的。双层过滤模组不仅

对空气的除尘杀菌更有效率，同时提高各个过滤模组的使用寿命。

[0017] 本实用新型的静电式空气消毒机设置四个风机，风力强劲、循环风量超高，满足不

同空间的需求，且风机水平放置，过滤后的风向垂直于地面，安全高、实用性强。

[0018] 本实用设置触摸屏和红外遥控接收器，可以实现本地触摸屏控操作和远程遥控器

操作，通过触屏控制或遥控器将风机调整到最高风速档下开机，对体积约为400m3的室内，

工作有效时间120min，即可达到对白色葡萄球菌杀灭率>99.90%，对空气自然菌的消亡率>

90.00%。

附图说明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来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

[0020] 图1为本实用结构整体立体图1；

[0021] 图2为本实用结构整体立体图2；

[0022] 图3为本实用结构中图2的内部结构透视图；

[0023] 图4为本实用结构的正面剖视图；

[0024] 图5为本实用结构的俯视图；

[0025] 图中，100壳体、11空气质量传感器、12红外遥控接收器、13继电器、110把手、111传

感器舱通风口、120电源开关、130电源线、140后背安装板、141转动锁扣、150脚轮、160初效

过滤网、170IFD模组、180通风管道；

[0026] 200上罩盖、210透气格栅网、220触摸屏、230安全开关、240风机、250喇叭状导风

筒。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使本实用新型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

结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实用新型。

[0028] 参考图1‑5，一种静电式空气消毒机，包括壳体100和设置在壳体100的上罩盖200，

在所述壳体100内设置有用于净化消毒外部空气的IFD模组170、用于抽动空气循环消毒的

吸风装置以及用于采集室内空气的空气质量传感器11，所述吸风装置的出风口上连接有用

于消毒后气体排出外部的排风管道，在所述壳体100的上端设置与外部连通的通风管道

180，所述空气质量传感器11通过传感器舱采气口与通风管道180连接，所述通风管道180与

壳体100的连接处设为传感器舱通风口111；所述吸风装置偏向罩盖200的方向设有喇叭状

导风筒250，所述喇叭状导风筒250设置在吸风装置的排风管道上。本实用吸风装置采用的

是风机，设置的四个风机240风力强劲，循环风量超高，满足不同空间的需求，且风机240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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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保持平行的水平放置，过滤后的风向垂直于地面，因而安全高、实用性强，不会对周围

的行人或物品造成伤害和破坏。此外，本实用在具体实施例中，位于风机240下方的壳体100

两侧设有IFD模组170，IFD模组采用的是IFD微静电除尘空气净化器技术(英文全称Intense 

Field  Dielectric)是利用电介质材料为载体的强电场，电介质材料形成蜂窝状中空微通

道，电介质包裹电极片在通道内形成强烈的电场，通过电离空气，使灰尘带上静电，再使用

带电极的高效滤芯进行吸附，从而达到净化效果，与传统的HEPA过滤网相比，IFD微静电除

尘技术在保证高精度过滤的同时，无需更换滤芯、阻力小、能耗也更低，比静电除尘的效率

高。

[0029] 同时，在所述壳体100底部连接对称分布的脚轮150，该脚轮150数量设为四个；所

述壳体100的背部分别设有电源开关120、电源线130，所述电源开关120连接继电器13，所述

继电器13连接风机组240；所述上罩盖200顶端设有透气格栅网210，所述上罩盖200的斜边

设有触摸屏220；所述壳体100顶部的两侧设有把手110，且在把手110下方设有初效过滤网

160，所述初效过滤网160设在所述IFD模组170外侧，初效过滤网160可以对空气含有的扬

尘、废气、烟雾等大颗粒物质进行初步过滤，IFD模组170利用强电场作用下的放电技术，将

通过初效过滤网160的空气电离，使空气中运动的尘埃微粒带电，同时对附着其上的细菌和

病毒灭活，本实用的IFD模组170可拆卸水洗，反复利用。

[0030] 值得注意的是，所述把手110内侧设有红外遥控接收器12；靠近所述电源开关120

一侧的壳体100外设有出风舱安全开关230，所述壳体100内部置放进风舱安全开关230；所

述壳体100的背部通过转动锁扣141活动连接后背安装板140。本实用设置触摸屏220和红外

遥控接收器12，通过触屏控制或遥控器将风机调整到最高风速档下开机，对体积约为400m3

的室内，工作有效时间120min，即可达到对白色葡萄球菌杀灭率>99.90%，对空气自然菌的

消亡率>90.00%。

[0031] 工作原理：

[0032] 本实用新型的静电式空气消毒机通过将治理场所的空气由壳体两侧吸入，先后经

过的初效过滤网160和IFD模组170，初效过滤网160可以对空气含有的尘土、塑料等大颗粒

物质进行过滤，  IFD模组170通过静电吸附空气中被荷电的白色葡萄球菌、自然菌等微生物

和颗粒物；经过消毒后的空气由风机240经透气格栅网210排出，循环往复，不断对治理场所

空气中的白色葡萄球菌、自然菌等微生物进行吸附，从而达到对空气消毒的目的。

[0033] 本实用新型的静电式空气消毒机设置四个风机240，风力强劲、循环风量超高，满

足不同空间的需求，且风机240水平放置，过滤后的风向垂直于地面，安全高、实用性强。

[0034] 本实用设置触摸屏220和红外遥控接收器12，可以实现本地触摸屏控操作和远程

遥控器操作，通过触屏控制或遥控器将风机调整到最高风速档下开机，对体积约为400m3的

室内，工作有效时间120min，即可达到对白色葡萄球菌杀灭率>99.90%，对空气自然菌的消

亡率>90.00%。

[0035] 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了解，本实用新型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

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

本实用新型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实用新型范围

内。本实用新型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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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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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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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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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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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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