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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单电机驱动双活动面板的加湿空气净

化器，包括前面板、操作面板、滤网、中壳、底壳、

隔板、离心风机、出风栅格和加湿器；加湿器设在

加湿器腔内，还包括出风盖板和驱动机构，驱动

机构包括电机、同轴主动齿轮组、前驱扇形齿轮、

后驱动扇形齿轮、后传动杆、后扭臂、水平传动

轴、四个动枢接座、主驱动座、上传动导向组件、

下传动导向组件、一个定传动座和纵向传动杆，

同轴主动齿轮组由前驱齿轮和后驱齿轮构成；电

机与主驱动座固定连接，同轴主动齿轮组与电机

轴固定连接，前、后驱动扇形齿轮分别与水平传

动轴固定连接；后传动杆穿过隔板和中壳的后壁

板与后驱动扇形齿轮的驱动杆枢接；该加湿空气

净化器具有进风量大，防止灰尘进入，前面板和

盖板同步动作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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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单电机驱动双活动面板的加湿空气净化器，包括前面板、操作面板、滤网、中壳、

底壳、隔板、离心风机、出风栅格和加湿器；中壳包括位于上部的控制腔、位于下部的左右方

向中部的前开口的过滤腔和后开口的导风腔，过滤腔的后壁板上设有若干个均匀分布的导

风孔；隔板设有风孔；底壳上部为出风腔、中部为风机腔、下部为后开口的加湿器腔，底壳的

顶板上设置净化空气出风孔；滤网设在过滤腔内，前面板与过滤腔的前开口配合，操作面板

与控制腔配合；隔板与底壳扣合，中壳与底壳扣合，隔板与底壳的风机腔和加湿器腔的前开

口扣合，加湿器腔与导风腔相通；隔板的风孔与风机腔相对应；加湿器设在加湿器腔内；其

特征在于：所述出风栅格呈上开口的筒形、底板上设有出风网格，上开口的周向上设有外翻

边，上开口上设置有沉孔；

出风栅格伸入出风腔内，出风栅格的外翻边与净化空气出风孔上的沉孔嵌合；

还包括出风盖板和驱动机构；

驱动机构包括电机、同轴主动齿轮组、前驱扇形齿轮、后驱动扇形齿轮、后传动杆、后扭

臂、水平传动轴、四个动枢接座、主驱动座、上传动导向组件、下传动导向组件、一个定传动

座和纵向传动杆，同轴主动齿轮组由前驱齿轮和后驱齿轮构成；前驱扇形齿轮和后驱动扇

形齿轮上分别设有驱动杆；

出风盖板上设有支撑臂，出风盖板与出风栅格的上开口扣合，支撑臂伸入出风栅格内，

通过转轴与出风栅格的壁板枢接；后传动杆与后扭臂枢接，后扭臂与转轴固定；动枢接座与

前面板的四个角部固定连接；主驱动动座设在控制腔的右侧、上传动导向组件设在控制腔

的左侧，下传动导向组件和定传动座分别设在过滤腔两侧的中壳的后背板上，水平传动轴

一端与主驱动座枢接、另一端与上传动导向组件的上导向座枢接；电机与主驱动座固定连

接，同轴主动齿轮组与电机轴固定连接，前、后驱动扇形齿轮分别与水平传动轴固定连接，

并分别与前、后驱动齿轮啮合；后传动杆穿过隔板和中壳的后壁板与后驱动扇形齿轮的驱

动杆枢接；

上传动导向组件的上导向座与控制腔固定连接，上传动导向组件的上前驱动臂和上后

驱动臂分别与上导向座内的水平传动轴固定；下传动导向组件的下导向座与中壳固定连

接，下传动导向组件的下前驱动臂和下后驱动臂分别与下导向座上的定轴枢接，下后驱动

臂驱动下前驱动臂；上前驱动臂和下前驱动臂分别与一个动枢接座枢接；上后驱动臂和下

后驱动臂与纵向传动杆枢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单电机驱动双活动面板的加湿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上导向座和下导向座处的所述中壳的后背板上设置有导向孔，所述纵向导向杆位于导

风腔内，所述上后驱动臂和下后驱动臂穿过导向孔伸入导风腔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单电机驱动双活动面板的加湿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下前驱动臂与定轴枢接的下前枢接座上的设有圆弧形从动块，下后驱动臂的下后枢接

座上设有圆弧形主动块，圆弧形主动块驱动圆弧形从动块。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单电机驱动双活动面板的加湿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隔板与导风腔相对的部位设有纵向导管，

所述加湿器的出雾管与纵向导管的下端可拆卸配合；所述加湿器与加湿器腔可拆卸配

合，与与加湿器腔的后开口进出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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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单电机驱动双活动面板的加湿空气净化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空气净化器，尤其是带加湿器的空气净化器。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现有技术，一种加湿空气净化器，包括前面板、操作面板、滤网、中壳、底壳、隔

板、离心风机和出风栅格；中壳包括位于上部的控制腔、位于下部的左右方向中部的前开口

的过滤腔和与后开口的导风腔，过滤腔的后壁板上设有若干个均匀分布的导风孔；隔板设

有风孔；底壳上部为出风腔、中部为风机腔、下部为后开口的加湿器腔，底壳的顶板上设置

净化空气出风孔；滤网设在过滤腔内，前面板与过滤腔的前开口配合，操作面板与控制腔配

合；隔板与底壳扣合，中壳与底壳扣合，隔板与底壳的风机腔和加湿器腔的前开口扣合，加

湿器腔与导风腔相通；隔板的风孔与风机腔相对应；加湿器设在加湿器腔内。存在问题是：

前面板固定进风量小，出风栅格开口易落灰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单电机驱动双活动面板的加湿空气净化器，它具有进

风量大，防止灰尘进入，前面板和盖板同步动作的特点。

[0004]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

[0005] 本发明一种单电机驱动双活动面板的加湿空气净化器，由于采用这样的结构，静

态下，前面板封闭过滤腔的前开口，出风盖板封闭出风栅格的上开口，防止灰尘；工作时，前

面板和出风盖板自动转动，使用方便。

附图说明

[0006] 图1是本发明的立体图。

[0007] 图2是本发明的剖视图。

[0008] 图3是本发明驱动机构的立体图。

[0009] 图4是图3的局放大图。

[0010] 图5是本发明的局部立体图之一。

[0011] 图6是本发明的局部立体图之二。

[0012] 图7是本发明的局部立体图之三。

[0013] 图8是本发明下传动导向组件的立体分解图之一。

[0014] 图9是本发明下传动导向组件的立体分解图之二。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16] 如图1、图2所示，一种单电机驱动双活动面板的加湿空气净化器，包括前面板1、操

作面板2、滤网3、中壳4、底壳5、隔板6、离心风机7、出风栅格8和加湿器9；中壳4包括位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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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控制腔41、位于下部的左右方向中部的前开口的过滤腔42和与后开口的导风腔43，过

滤腔42的后壁板上设有若干个均匀分布的导风孔；隔板6设有一个风孔61；底壳5上部为出

风腔、中部为风机腔51、下部为后开口的加湿器腔52，底壳3的顶板上设置净化空气出风孔

53；滤网3设在过滤腔42内，前面板1与过滤腔42的前开口配合，操作面板2与控制腔41配合；

隔板6与底壳5扣合，中壳4与底壳5扣合，隔板6与底壳5的风机腔和加湿器腔的前开口扣合，

加湿器腔52与导风腔43相通；隔板6的风孔与风机腔51对接；加湿器9设在加湿器腔52内。

[0017] 所述出风栅格8呈上开口的筒形、底板上设有出风网格，上开口的周向上设有外翻

边81，上开口上设置有沉孔82；

[0018] 出风栅格8伸入出风腔内，出风栅格8的外翻边81与净化空气出风孔53上的沉孔嵌

合；

[0019] 还包括出风盖板10和驱动机构。

[0020] 驱动机构包括电机11、同轴主动齿轮组12、前驱扇形齿轮13、后驱动扇形齿轮14、

后传动杆15、后扭臂16、水平传动轴17、四个动枢接座18、主驱动座19、上传动导向组件20、

下传动导向组件21、一个定传动座22和纵向传动杆23，同轴主动齿轮组12由前驱齿轮121和

后驱齿轮122构成；前驱扇形齿轮13和后驱动扇形齿轮14上分别设有驱动杆；

[0021] 出风盖板10上设有支撑臂101，出风盖板10与出风栅格的上开口扣合，支撑臂10伸

入出风栅格8内，支撑臂10通过转轴与出风栅格8的壁板枢接；后传动杆15与后扭臂16枢接，

后扭臂16与转轴固定连接；动枢接座18与前面板1后表面的四个角部固定连接；主驱动动座

19设在控制腔41的右侧、上传动导向组件20设在控制腔41的左侧，下传动导向组件21和定

传动座22分别设在过滤腔42两侧的中壳4的后背板上，水平传动轴17一端与主驱动座19枢

接、另一端与上传动导向组件20的上导向座201枢接；电机11与主驱动座19固定连接，同轴

主动齿轮组12与电机轴固定连接，前、后驱动扇形齿轮13、14分别与水平传动轴17固定连

接，并分别与前、后驱动齿轮121、122啮合；后传动杆15穿过隔板6和中壳4的后壁板与后驱

动扇形齿轮14的驱动杆141枢接；

[0022] 上传动导向组件20的上导向座201与控制腔42固定连接，上传动导向组件20的上

前驱动臂202和上后驱动臂203分别与上导向座201内的水平传动轴17固定；下传动导向组

件21的下导向座211与中壳4固定连接，下传动导向组件21的下前驱动臂212和下后驱动臂

213分别与下导向座211上的定轴214枢接，下后驱动臂213驱动下前驱动臂212；上前驱动臂

202和下前驱动臂212分别与一个动枢接座18枢接；上后驱动臂203和下后驱动臂213与纵向

传动杆23枢接。定传动座22上的支撑臂221与一个动枢接座18枢接，前驱扇形齿轮13的驱动

杆131与一个动枢接座18枢接。

[0023] 如图8、图9所示，所述下前驱动臂212与定轴214枢接的下前枢接座2121上的设有

圆弧形从动块2122，下后驱动臂213的下后枢接座2131上设有圆弧形主动块2132，圆弧形主

动块2132驱动圆弧形从动块2122。

[0024] 本发明使用时，在图1和图2所示的状态下，操作控制装置，电机11通电转动，同轴

主动齿轮组12随电机轴转动，同轴主动齿轮组12通过前、后驱动扇形齿轮13、14驱动水平传

动杆17转动；

[0025] 后驱动扇形齿轮14的驱动杆141、后传动杆15、后扭臂16依次转动，出风盖板10顺

时针转动；上后驱动臂203通过纵向传动杆23驱动下后驱动臂213，下后驱动臂213驱动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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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臂212；

[0026] 与此同时，前驱动扇形齿轮13的驱动杆、上前驱动臂202、下前驱动臂212转动，驱

动枢接座18前面板1逆时针转动。然后进入工作状态；

[0027] 复位时，电机反转即可以实现。

[0028] 所述隔板6与导风腔43相对的部位设有纵向导管62，

[0029] 所述加湿器9的出雾管91与纵向导管62的下端可拆卸配合；所述加湿器9与加湿器

腔52可拆卸配合，与与加湿器腔52的后开口进出配合

[0030]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优先实施方式。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情况下，还可以作出若干改进和变型，这也视为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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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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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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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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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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