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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移动式空气净化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可移动式空气净化

器，包括壳体，壳体内设置有从上到下依次设置

的第一复合滤网、第一初效滤网、第二复合滤网

和第二初效滤网，第一初效滤网和第二复合滤网

之间还设置有UV紫外灯、负离子发生器和风扇，

壳体的顶部设置有出风口，壳体的侧边的下部设

置有两个进风口，壳体的底部设置有滚轮。本实

用新型进入壳体内的空气需要分别经过第一复

合滤网、第一初效滤网、第二复合滤网和第二初

效滤网的过滤后再从出风口流出，从而大大的提

高了过滤效果；另外本实用新型在壳体内设置有

UV紫外灯，从而可以很好的杀死空气中的细菌；

还设置有负离子发生器，负离子发生器可以释放

负离子净化空气，进一步地沉降空气中的污染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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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移动式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壳体，所述壳体内设置有从上到下依次

设置的第一复合滤网、第一初效滤网、第二复合滤网和第二初效滤网，所述第一初效滤网和

第二复合滤网之间还设置有UV紫外灯、负离子发生器和风扇，所述壳体的顶部设置有出风

口，所述壳体的侧边的下部设置有两个进风口，所述壳体的底部设置有滚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移动式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的顶部还设

置有UV紫外灯开关按钮、负离子发生器按钮、电源开关按钮和风速控制按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移动式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的顶部内还

设置有电路板，所述电路板设置有电源模块、交流转直流电路、单片机控制模块、驱动电机

模块、负离子发生器模块和UV紫外灯模块，所述电源模块分别与交流转直流电路、驱动电机

模块、负离子发生器模块和UV紫外灯模块连接，所述交流转直流电路与单片机控制模块连

接，所述单片机控制模块分别与驱动电机模块、负离子发生器模块和UV紫外灯模块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可移动式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负离子发生器模

块与负离子发生器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可移动式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UV紫外灯模块与

UV紫外灯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可移动式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风扇还包括驱动

风扇旋转的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与驱动电机模块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移动式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复合滤网和

第二复合滤网均包括从上到下依次设置的第一初效滤网层、纳米复合滤网层、活性炭层、冷

触媒层和负离子层。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移动式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初效滤网和

第二初效滤网均包括从上到下依次设置的第二初效滤网层、第一PET过滤网层、活性炭过滤

网层、HEPA过滤层、第二PET过滤网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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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移动式空气净化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空气净化器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可移动式空气净化器。

背景技术

[0002] 随这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次“呼吸革命”就要拉开帷幕。人一生70％时间在室

内度过，室内空气质量对身体健康举足轻重。优质净化器能净化客厅、卧室、厨房、厕所、空

调、宠物潜在的污染物：尘埃、尘螨、甲醛、病毒、过敏原、各类异味、毛发等，从而提高室内空

气质量，净享深呼吸，给身体健康保驾护航。但现有技术中的净化器过滤效果差，而且不能

杀死空气中的细菌。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过滤效果好，具有杀菌功能的可移动式空气净化

器。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可移动式空气净化器，包括壳体，所述壳体内设置有从上到下依次设置的第

一复合滤网、第一初效滤网、第二复合滤网和第二初效滤网，所述第一初效滤网和第二复合

滤网之间还设置有UV紫外灯、负离子发生器和风扇，所述壳体的顶部设置有出风口，所述壳

体的侧边的下部设置有两个进风口，所述壳体的底部设置有滚轮。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壳体的顶部还设置有UV紫外灯开关按钮、负离子发生器按钮、电源

开关按钮和风速控制按钮。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壳体的顶部内还设置有电路板，所述电路板设置有电源模块、交流

转直流电路、单片机控制模块、驱动电机模块、负离子发生器模块和UV紫外灯模块，所述电

源模块分别与交流转直流电路、驱动电机模块、负离子发生器模块和UV紫外灯模块连接，所

述交流转直流电路与单片机控制模块连接，所述单片机控制模块分别与驱动电机模块、负

离子发生器模块和UV紫外灯模块连接。

[0008] 进一步地，所述负离子发生器模块与负离子发生器连接。

[0009] 进一步地，所述UV紫外灯模块与UV紫外灯连接。

[0010] 进一步地，所述风扇还包括驱动风扇旋转的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与驱动电机

模块连接。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复合滤网和第二复合滤网均包括从上到下依次设置的第一初

效滤网层、纳米复合滤网层、活性炭层、冷触媒层和负离子层。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初效滤网和第二初效滤网均包括从上到下依次设置的第二初

效滤网层、第一PET过滤网层、活性炭过滤网层、HEPA过滤层、第二PET过滤网层。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4] 本实用新型通过在壳体内从上到下依次设置的第一复合滤网、第一初效滤网、第

二复合滤网和第二初效滤网，从而使得进入壳体内的空气需要分别经过第一复合滤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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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效滤网、第二复合滤网和第二初效滤网的过滤后再从出风口流出，从而大大的提高了

过滤效果；另外本实用新型在壳体内设置有UV紫外灯，从而可以很好的杀死空气中的细菌，

包括葡萄球菌，流感和病毒；本实用新型的壳体中还设置有负离子发生器，负离子发生器可

以释放负离子净化空气，进一步地沉降空气中的污染物。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第一复合滤网和第二复合滤网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第一初效滤网和第二初效滤网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方框原理图

[0020]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单片机控制模块的电路图；

[0021] 图7是本实用新型的负离子发生器模块的电路图；

[0022] 图8是本实用新型的交流转直流电路的电路图；

[0023] 图9是本实用新型的UV紫外灯模块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说明：

[0025] 如图1到图9所示的，一种可移动式空气净化器，包括壳体21，所述壳体21内设置有

从上到下依次设置的第一复合滤网1、第一初效滤网2、第二复合滤网3和第二初效滤网4，所

述第一初效滤网1和第二复合滤网3之间还设置有UV紫外灯5、负离子发生器6和风扇7，所述

壳体21的顶部设置有出风口8，所述壳体21的侧边的下部设置有两个进风口9，所述壳体21

的底部设置有滚轮10。

[0026] 本实用新型设置有两个进风口9，从而可以实现双侧同时净化，提高净化效率。

[0027] 进一步地，所述壳体21的顶部还设置有UV紫外灯开关按钮11、负离子发生器按钮

12、电源开关按钮13和风速控制按钮14。

[0028] 进一步地，所述壳体21的顶部内还设置有电路板，所述电路板设置有电源模块15、

交流转直流电路16、单片机控制模块17、驱动电机模块18、负离子发生器模块19和UV紫外灯

模块20，所述电源模块15分别与交流转直流电路16、驱动电机模块18、负离子发生器模块19

和UV紫外灯模块20连接，所述交流转直流电路16与单片机控制模块17连接，所述单片机控

制模块17分别与驱动电机模块18、负离子发生器模块19和UV紫外灯模块20连接。

[0029] 进一步地，所述负离子发生器模块19与负离子发生器6连接。

[0030] 进一步地，所述UV紫外灯模块20与UV紫外灯5连接。

[0031] 进一步地，所述风扇7还包括驱动风扇7旋转的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与驱动电

机模块18连接。

[0032]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复合滤网1和第二复合滤网3均包括从上到下依次设置的第一

初效滤网层101、纳米复合滤网层102、活性炭层103、冷触媒层104和负离子层105。

[0033]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初效滤网2和第二初效滤网4均包括从上到下依次设置的第二

初效滤网层201、第一PET过滤网层202、活性炭过滤网层203、HEPA过滤层204、第二PET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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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层205。

[0034] 其中第一初效过滤网201设置有高密度网眼小孔，有效去除毛发、衣服纤维等；第

一PET过滤网层202和第二PET过滤网层205，能有效去除大颗粒污染物，同时保护HEPA网；活

性炭过滤网层203采用高效椰壳微孔活性炭，特添加改性冷触媒活性成分，有效吸附分解甲

醛、TVOC等装修污染；HEPA过滤层204采用静电驻级工艺，过滤加吸附双效合一，高效去除

PM0.3以上颗粒物，微小尘埃、部分细菌等。

[0035] 本实用新型通过在壳体内从上到下依次设置的第一复合滤网1、第一初效滤网2、

第二复合滤网3和第二初效滤网4，从而使得进入壳体内的空气需要分别经过第一复合滤网

1、第一初效滤网2、第二复合滤网3和第二初效滤网4的过滤后再从出风口流出，从而大大的

提高了过滤效果；另外本实用新型在壳体内设置有UV紫外灯5，从而可以很好的杀死空气中

的细菌，包括葡萄球菌，流感和病毒；本实用新型的壳体中还设置有负离子发生器6，负离子

发生器6可以释放负离子净化空气，进一步地沉降空气中的污染物。

[0036] 以上所述并非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范围作任何限制，凡依据本实用新型技术实质

对以上的实施例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的范

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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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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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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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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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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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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