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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负氧离子智能壁挂新风

机，包括机壳、净化单元、电子高压单元、负氧离

子转换单元和控制单元，净化单元、电子高压单

元、负氧离子转换单元和控制单元设置在机壳

内，净化单元、电子高压单元、负氧离子转换单元

分别于控制单元连接，并由控制单元控制；当空

气质量不高时，室内外空气进入新风机，依次通

过净化单元、电子高压单元、负氧离子转换单元

进行除尘去味、消毒杀菌、增加负氧离子处理后，

将处理后的空气排向室内。本发明能够产生富含

负氧离子的新风，采用电子高压方式消毒杀菌，

以壁挂式安装节省空间、可与智能终端无线连

接，实现远程智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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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负氧离子智能壁挂新风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机壳、净化单元、电子高压单元、负

氧离子转换单元和控制单元，净化单元、电子高压单元、负氧离子转换单元和控制单元设置

在机壳内，净化单元、电子高压单元、负氧离子转换单元分别于控制单元连接，并由控制单

元控制；当空气质量不高时，室内外空气进入新风机，依次通过净化单元、电子高压单元、负

氧离子转换单元进行除尘去味、消毒杀菌、增加负氧离子处理后，将处理后的空气排向室

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负氧离子智能壁挂新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壳顶面板

上设置有排风口，底面板上设置有室内进风口，背面板下侧设置有新风进风口，室内进风口

和新风进风口相通，机壳的背面板上设置有若干吊装固定件，机壳的前面板上设置有控制

单元的控制面板，以便控制新风机的运行，控制单元通过控制面板上的按键或触摸屏来实

现操作新风机运行。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负氧离子智能壁挂新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新风进风口

和室内进风口上设置有安全低压电子单元纳米技术铝合金尘粉雾四层交错拦网格金属栅。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负氧离子智能壁挂新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子高压单

元包括一个八层纳米技术铝合金曲面金素薄片蜂巢箱，交错通过集成高压曲面金素薄片不

间断高压3000伏正、负厘子导电能够多路径反复杀毒灭菌。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负氧离子智能壁挂新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净化单元包

括风机和滤膜单元，风机置于滤膜单元之间，滤膜单元为模块化结构，由一块、多块相同种

类或不同种类的滤膜模块组合而成；滤膜模块包括除苯滤膜模块、除甲醛滤膜模块、除臭气

滤膜模块、除TVOC滤膜模块、臭氧发生器、除微尘滤膜模块、初效过滤纱网模块、除初尘滤膜

模块。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负氧离子智能壁挂新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净化单元设

置有二层滤膜单元，第一层设置为除臭滤膜，能够有效去除室内异味、装修残留气体污染；

第二层设置为高效HEPA滤膜，由高效玻纤HEPA制成，去除雾霾、PM2.5、细菌可入肺颗粒物。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负氧离子智能壁挂新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负氧离子转

换单元用于将部分氧气转换成负氧离子，安装DC负高压作为电子发射源，并且电子释放电

极经过具有超导性的材料，而周围物体、机壳具有高负电极，通过互相结合形成负氧离子。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负氧离子智能壁挂新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上

设置有的通讯模块，控制单元通过通讯模块能够与智能终端无线连接，控制单元能够接受

智能终端远程指令操控，进而控制新风机的运作，让客户能够远程控制新风机。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负氧离子智能壁挂新风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雾化单

元，雾化单元包括水箱、管道和雾化器，雾化器分别与水箱、管道连接，雾化器将水箱中的水

转换成水蒸气从管道排出。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负氧离子智能壁挂新风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空气检

测单元，其包括通讯模块、控制芯片、检测集成模块和显示屏，通讯模块、控制芯片、检测集

成模块集成在一起设置在机壳内，显示屏嵌设在机壳正面上，显示屏显示有空气检测单元

检测到的各项数据，通讯模块、检测集成模块分别与控制芯片连接；通讯模块用于关联控制

单元、智能终端等建立信号连接，通讯模块为WiFi模块、蓝牙模块、2G/3G/4G模块无线模块；

检测集成模块包括CO2检测块、PM2.5检测块、CH2O检测块、VOC检测块、烟雾检测块、异味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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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负氧离子检测块、湿度检测块、病菌检测块用于检测周围环境空气质量的检测单元；控

制芯片用于接收检测集成模块的检测信号，这些检测信号通过控制芯片的A/D转换模块转

化为检测数据，这些检测数据最终显示在显示屏上，这些检测数据也能够通过通讯模块传

送给用户的智能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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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负氧离子智能壁挂新风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气净化装置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负氧离子智能壁挂新风机。

背景技术

[0002] 新风机是一种有效的空气净化设备，能够使室内空气产生循环。目前，市场上流行

的新风机一方面把室内污浊的空气排出室外，另一方面把室外新鲜的空气经过杀菌、消毒、

过滤等措施后，再输入到室内，让房间里每时每刻都是新鲜干净的空气。经新风机处理过再

输入到室内的空气，虽然干净清洁，但远不如大自然内的空气让人神清气爽，如海边、森林

的空气，这是因为室内的空气负离子较森林、海边少很多。

[0003] 空气负离子又称负氧离子，是指获得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电子带负电荷的氧气离

子，空气主要成分是氮、氧、二氧化碳和水蒸气，其中，氮气占78%，氧气占21%，二氧化碳占

0.03%，氮气为惰性气体，对电子无亲和力，只有氧和二氧化碳对电子有亲和力，但氧含量是

二氧化碳含量的700倍，因此，空气中生产的负离子绝大多数是负氧离子，它是空气中氧分

子结合自由电子而形成的，其过程可表示为：

O2+e-→O2-

O2-+nH2O→O2-(H2O)n

负氧离子也是衡量空气是否清新的重要标准，世界卫生组织对清新空气的界定是负氧

离子浓度达到1000个-1500个/cm3。当我们在空调房或超洁净的实验室内头昏脑涨的时候，

来到森林或海边立感神清气爽，这就是自然界看不到摸不着无色无味的负氧离子的作用。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能够产生负氧离子的智能壁挂式新风机。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一种负氧离子智能壁挂新风机，包括机壳、净化单元、

电子高压单元、负氧离子转换单元和控制单元，净化单元、电子高压单元、负氧离子转换单

元和控制单元设置在机壳内，净化单元、电子高压单元、负氧离子转换单元分别于控制单元

连接，并由控制单元控制；当空气质量不高时，室内外空气进入新风机，依次通过净化单元、

电子高压单元、负氧离子转换单元进行除尘去味、消毒杀菌、增加负氧离子处理后，将处理

后的空气排向室内。

[0006] 进一步，所述机壳顶面板上设置有排风口，底面板上设置有室内进风口，背面板下

侧设置有新风进风口，室内进风口和新风进风口相通，机壳的背面板上设置有若干吊装固

定件，机壳的前面板上设置有控制单元的控制面板，以便控制新风机的运行，控制单元通过

控制面板上的按键或触摸屏来实现操作新风机运行。

[0007] 进一步，所述新风进风口和室内进风口上设置有安全低压电子单元纳米技术铝合

金尘粉雾四层交错拦网格金属栅。

[0008] 进一步，所述电子高压单元包括一个八层纳米技术铝合金曲面金素薄片蜂巢箱，

交错通过集成高压曲面金素薄片不间断高压3000伏正、负厘子导电能够多路径反复杀毒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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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

[0009] 进一步，所述净化单元包括风机和滤膜单元，风机置于滤膜单元之间，滤膜单元为

模块化结构，由一块、多块相同种类或不同种类的滤膜模块组合而成；滤膜模块包括除苯滤

膜模块、除甲醛滤膜模块、除臭气滤膜模块、除TVOC滤膜模块、臭氧发生器、除微尘滤膜模

块、初效过滤纱网模块、除初尘滤膜模块。

[0010] 进一步，所述净化单元设置有二层滤膜单元，第一层设置为除臭滤膜，能够有效去

除室内异味、装修残留气体污染；第二层设置为高效HEPA滤膜，由高效玻纤HEPA制成，去除

雾霾、PM2.5、细菌可入肺颗粒物。

[0011] 进一步，所述负氧离子转换单元用于将部分氧气转换成负氧离子，安装DC负高压

作为电子发射源，并且电子释放电极经过具有超导性的材料，而周围物体、机壳具有高负电

极，通过互相结合形成负氧离子。

[0012] 进一步，所述控制单元上设置有的通讯模块，控制单元通过通讯模块能够与智能

终端无线连接，控制单元能够接受智能终端远程指令操控，进而控制新风机的运作，让客户

能够远程控制新风机。

[0013] 进一步，本发明还包括雾化单元，雾化单元包括水箱、管道和雾化器，雾化器分别

与水箱、管道连接，雾化器将水箱中的水转换成水蒸气从管道排出。

[0014] 进一步，本发明还包括空气检测单元，其包括通讯模块、控制芯片、检测集成模块

和显示屏，通讯模块、控制芯片、检测集成模块集成在一起设置在机壳内，显示屏嵌设在机

壳正面上，显示屏显示有空气检测单元检测到的各项数据，通讯模块、检测集成模块分别与

控制芯片连接；通讯模块用于关联控制单元、智能终端等建立信号连接，通讯模块为WiFi模

块、蓝牙模块、2G/3G/4G模块无线模块；检测集成模块包括CO2检测块、PM2.5检测块、CH2O检

测块、VOC检测块、烟雾检测块、异味检测块、负氧离子检测块、湿度检测块、病菌检测块用于

检测周围环境空气质量的检测单元；控制芯片用于接收检测集成模块的检测信号，这些检

测信号通过控制芯片的A/D转换模块转化为检测数据，这些检测数据最终显示在显示屏上，

这些检测数据也能够通过通讯模块传送给用户的智能终端。

[0015] 本发明一种负氧离子智能壁挂新风机，能够产生富含负氧离子的新风，采用电子

高压方式消毒杀菌，以壁挂式安装节省空间、可与智能终端无线连接，实现远程智能控制。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主视图；

图2为本发明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图3本发明的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参考附图，对本发明进行更全面的说明，附图中示出了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

例。然而，本发明可以体现为多种不同形式，并不应理解为局限于这里叙述的示例性实施

例。而是，提供这些实施例，从而使本发明全面和完整，并将本发明的范围完全地传达给本

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0018] 为了易于说明，在这里可以使用诸如“上”、“下”“左”“右”等空间相对术语，用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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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图中示出的一个元件或特征相对于另一个元件或特征的关系。应该理解的是，除了图中

示出的方位之外，空间术语意在于包括装置在使用或操作中的不同方位。例如，如果图中的

装置被倒置，被叙述为位于其他元件或特征“下”的元件将定位在其他元件或特征“上”。因

此，示例性术语“下”可以包含上和下方位两者。装置可以以其他方式定位（旋转90度或位于

其他方位），这里所用的空间相对说明可相应地解释。

[0019] 如图1至图3所示，本发明一种负氧离子智能壁挂新风机，包括机壳1、净化单元2、

电子高压单元3、负氧离子转换单元4和控制单元5，净化单元2、电子高压单元3、负氧离子转

换单元4和控制单元5设置在机壳1内，净化单元2、电子高压单元3、负氧离子转换单元4分别

于控制单元5连接，并由控制单元5控制；当空气质量不高时，室内外空气进入新风机，依次

通过净化单元2、电子高压单元3、负氧离子转换单元4进行除尘去味、消毒杀菌、增加负氧离

子等处理后，将处理后的空气排向室内。

[0020] 机壳1为长方体结构，其顶面板上设置有排风口11，底面板上设置有室内进风口

12，背面板下侧设置有新风进风口13，室内进风口12和新风进风口13相通，机壳1的背面板

上设置有若干吊装固定件，吊装固定件可将新风机根据实际情况将其挂于墙上，这样可有

效的节省室内空间，实际应用中根据室内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吊装固定件，例如挂钩、卡扣

等。机壳1的前面板上设置有控制单元5的控制面板51，以便控制新风机的运行，如电源的开

启和关闭、新风进风量等，控制单元5通过控制面板51上的按键或触摸屏来实现操作新风机

运行。控制单元5还可同时配置有遥控器，使用户能够远程控制新风机的运行。

[0021] 新风进风口13和室内进风口12上设置有安全低压电子单元纳米技术铝合金尘粉

雾四层交错拦网格金属栅，可以阻挡PM2.5，净化率可达97.01%，该金属栅可水洗，能够反复

使用，其作用是以防空气中的杂物、碎屑、灰尘等直接通过进风口进入新风机内，影响其他

单元的运转。为了不妨碍新风机的进风，纳米技术铝合金尘粉雾四层交错拦网格金属栅必

须设置为薄层结构，可以以卡接和插接的形式安装在新风进风口13和室内进风口12上。由

于设置有纳米技术铝合金尘粉雾四层交错拦网格金属栅，可相对的包装机壳1内部的密封

性，也可有效的防止机壳1内部堆积灰尘。

[0022] 新风、室内空气分别通过新风进风口13及室内进风口12导入机壳1内，经净化单元

2、电子高压单元3、负氧离子转换单元4处理后由排风口11排出消毒杀菌后的、洁净的、富含

负氧离子的气体。

[0023] 电子高压单元3通过高压对空气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电子高压单元内包括一个

八层纳米技术铝合金曲面金素薄片蜂巢箱，交错通过集成高压曲面金素薄片不间断高压

3000伏正、负厘子导电可以多路径反复杀灭白色葡萄球菌、流感病毒H3N2消毒杀菌，该单元

的电子高压灭菌率（白色葡萄菌）达到99.6%，灭毒率（灭流感病菌，H3N2）达到95.02%。

[0024] 净化单元2包括风机和滤膜单元。滤膜单元为模块化结构，由一块、多块相同种类

或不同种类的滤膜模块组合而成；滤膜模块包括除苯滤膜模块、除甲醛滤膜模块、除臭气滤

膜模块、除TVOC滤膜模块、臭氧发生器、除微尘滤膜模块、初效过滤纱网模块、除初尘滤膜模

块。在本实施例中设置有二层滤膜单元，第一层设置为除臭滤膜，可有效去除室内异味、装

修残留气体等污染；第二层设置为高效HEPA滤膜，由高效玻纤HEPA制成，去除雾霾、PM2.5、

细菌等可入肺颗粒物。在实际使用中，滤膜模块可根据需求来设定。风机置于滤膜单元之

间。在本实施例中，风机采用EC前置离心风机，风机设置于除臭滤膜和高效HEPA滤膜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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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负氧离子转换单元4用于将部分氧气转换成负氧离子，安装DC负高压作为电子发

射源，并且电子释放电极经过具有超导性的材料，而周围物体，机壳等具有高负电极，通过

互相结合形成负氧离子。

[0026] 控制单元5上设置有的通讯模块，控制单元5通过通讯模块能够与智能终端无线连

接，智能终端包括计算机、平板电脑、手机等智能设备，控制单元能够接受智能终端远程指

令操控，进而控制新风机的运作，让客户能够远程控制新风机。

[0027] 本发明还包括雾化单元6，雾化单元6包括水箱61、管道62和雾化器63，雾化器63分

别与水箱61、管道62连接，雾化器63将水箱中的水转换成水蒸气从管道62排出，管道62的出

气口位于负氧离子转换单元4、排气口11之间的空间内，达到增加室内空气湿度增加负氧离

子含量目的。水箱61以抽屉的形式安装在机壳1内，方便注水、清洗。在实际应用中，根据用

户的喜好，还可在水箱中添加精油、清新剂等，使空气更为清新怡人。

[0028] 本发明还包括空气检测单元，其能够检测周围环境的空气质量，当空气质量低至

用户设置的数值或对人体健康有害的数值时，智能空气检单元向控制单元发送指令，控制

单元控制新风机进行空气净化。空气检测单元包括通讯模块、控制芯片、检测集成模块和显

示屏，通讯模块、控制芯片、检测集成模块集成在一起设置在机壳内，显示屏嵌设在机壳正

面上，与控制面板51相邻，用智能传感器电子原件相联，本发明的显示屏为液晶显示屏，显

示屏显示有空气检测单元检测到的各项数据，通讯模块、检测集成模块分别与控制芯片连

接。通讯模块用于关联控制单元、智能终端等建立信号连接，通讯模块为WiFi模块、蓝牙模

块、2G/3G/4G模块等无线模块；检测集成模块包括CO2检测块、PM2.5检测块、CH2O检测块、VOC

检测块、烟雾检测块、异味检测块、负氧离子检测块、湿度检测块、病菌检测块等用于检测周

围环境空气质量的检测单元；控制芯片用于接收检测集成模块的检测信号，这些检测信号

通过控制芯片的A/D转换模块转化为检测数据，这些检测数据最终显示在显示屏上，这些检

测数据也可通过通讯模块传送给用户的智能终端，用户可通过直接观察智能空气检测仪显

示屏或智能终端上的APP知道室内空气质量，当空气质量低至用户设置的数值或对人体健

康有害的数值时，控制芯片通过通讯模块向控制单元发送指令，控制单元控制新风机进行

空气净化。通过预设值或者危害人体健康数值，即当空气质量低至用户设置的数值或对人

体健康有害的数值时，控制芯片通过通讯模块向控制单元发送指令，如此这般，当生活、工

作忙碌没时间关注空气质量时，新风机可以智能运作，极大的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0029] 本发明一种负氧离子智能壁挂新风机，能够产生富含负氧离子的新风，采用电子

高压方式消毒杀菌，以壁挂式安装节省空间、可与智能终端无线连接，实现远程智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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