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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高危有害物质生物监测装置

(57)摘要

一种高危有害物质生物监测装置，它涉及生

物监测环境技术领域。外壳的顶部设置有半圆形

凹槽，风机通过连接支架安装在外壳的内部中间

位置，外壳的左右两侧均设置有进风口，两个风

罩分别安装在外壳左右两侧的进风口的内侧，且

两个风罩与风机之间通过进风管道连接，控制器

安装在外壳的内侧底部，显示屏和操控按钮分别

安装在外壳的正面外侧，检测装置安装在外壳的

内部，加湿装置位于在外壳的上方，盖板安装在

外壳的顶部并位于半圆形凹槽的一侧，出风口安

装在外壳的背面，且出风口与风机之间通过连接

风道连接，它结构简单，对室内空气质量进行检

测的同时，还可以对室内的空气进行净化和加湿

处理，适合现代人们的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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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危有害物质生物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它包含外壳(1)、加湿装置(2)、显示

屏(3)、控制器(4)、风机(5)、风罩(6)、检测装置(7)、连接风道(8)、进风管道(9)、操控按钮

(10)、盖板(13)、出风口(14)，所述的外壳(1)的顶部设置有半圆形凹槽(11)，所述的风机

(5)通过连接支架安装在外壳(1)的内部中间位置，所述的外壳(1)的左右两侧均设置有进

风口(12)，两个所述的风罩(6)分别安装在外壳(1)左右两侧的进风口(12)的内侧，且两个

所述的风罩(6)与风机(5)之间通过进风管道(9)连接，所述的控制器(4)安装在外壳(1)的

内侧底部，所述的显示屏(3)和操控按钮(10)分别安装在外壳(1)的正面外侧，且显示屏(3)

位于操控按钮(10)的正下方，所述的检测装置(7)安装在外壳(1)的内部，所述的加湿装置

(2)位于在外壳(1)的上方，所述的盖板(13)安装在外壳(1)的顶部并位于半圆形凹槽(11)

的一侧，所述的出风口(14)安装在外壳(1)的背面，且出风口(14)与风机(5)之间通过连接

风道(8)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危有害物质生物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加湿装

置(2)包含水箱(21)、加水进口(22)、雾化器(23)、喷嘴(24)、连接件(25)，喷嘴(24)安装在

半圆形凹槽(11)的正上方底部，雾化器(23)位于外壳(1)的内部并与喷嘴(24)的正下方连

接，水箱(21)通过连接件(25)安装在水箱(21)的内侧，加水进口(22)安装在水箱(21)的上

方，且加水进口(22)与盖板(13)的正下方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危有害物质生物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水箱

(21)的内部安装有抽水泵(211)，且抽水泵(211)的出口通过连接管与雾化器(23)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危有害物质生物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外壳

(1)内部两侧的进风管道(9)与风罩(6)的连接处中间位置均设置有安装板(1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危有害物质生物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检测装

置(7)包含第一湿度检测传感器(71)、第一甲醛检测传感器(72)、第一PM2.5检测传感器

(73)、第一粉尘检测传感器(74)、第二湿度检测传感器(75)、第二甲醛检测传感器(76)、第

二PM2.5检测传感器(77)、第二粉尘检测传感器(78)，且第一湿度检测传感器(71)、第一甲

醛检测传感器(72)、第一PM2.5检测传感器(73)和第一粉尘检测传感器(74)分别两两相对

应安装在两块安装板(15)的内侧，第二湿度检测传感器(75)、第二甲醛检测传感器(76)、第

二PM2.5检测传感器(77)和第二粉尘检测传感器(78)分别两两相对应安装在连接风道(8)

的内部上下两侧。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危有害物质生物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外壳

(1)的底部四个边角处均安装有移动轮(16)。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危有害物质生物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控制器

(4)与检测装置(7)、显示屏(3)、操控按钮(10)、风机(5)、雾化器(23)和抽水泵(211)之间电

性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危有害物质生物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外壳

(1)左右两侧的进风口(12)与进风管道(9)的连接处均设置有初级过滤网。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危有害物质生物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风机

(5)的内部安装有HEPA高效过滤网。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1740273 U

2



一种高危有害物质生物监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物监测环境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危有害物质生物监测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作为化工生产的原料、中间体及产品的危化品种

类不断增加，由此产生的废物废液也在不断增加，其中包括一些高危的有害物质，需要环保

企业对这些废弃物进行集中处理。现在普遍采用堆放、填埋方式进行处理，在运输、储存过

程中可能发生危化品泄漏事故，会给作业人员生命财产安全及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危害。

[0003] 但是传统的监测装置只能对高危有害物质进行监测，检测到后并不能进行有效的

处理。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缺陷和不足，提供一种高危有害物质生物监测

装置，它结构简单，对室内空气质量进行检测的同时，还可以对室内的空气进行净化和加湿

处理，适合现代人们的生活需求。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是：它包含外壳1、加湿装置  2、显示屏

3、控制器4、风机5、风罩6、检测装置7、连接风道8、进风管道9、操控按钮10、盖板13、出风口

14，所述的外壳1的顶部设置有半圆形凹槽11，所述的风机5通过连接支架安装在外壳1的内

部中间位置，所述的外壳1的左右两侧均设置有进风口12，两个所述的风罩6分别安装在外

壳1  左右两侧的进风口12的内侧，且两个所述的风罩6与风机5之间通过进风管道9连接，所

述的控制器4安装在外壳1的内侧底部，所述的显示屏3和操控按钮10分别安装在外壳1的正

面外侧，且显示屏3位于操控按钮10的正下方，所述的检测装置7安装在外壳1的内部，所述

的加湿装置2位于在外壳1的上方，所述的盖板13安装在外壳1的顶部并位于半圆形凹槽11

的一侧，所述的出风口14安装在外壳1的背面，且出风口14与风机5之间通过连接风道8连

接。

[0006] 所述的加湿装置2包含水箱21、加水进口22、雾化器23、喷嘴24、连接件25，喷嘴24

安装在半圆形凹槽11的正上方底部，雾化器23位于外壳1  的内部并与喷嘴24的正下方连

接，水箱21通过连接件25安装在水箱21的内侧，加水进口22安装在水箱21的上方，且加水进

口22与盖板13的正下方连接。

[0007] 所述的水箱21的内部安装有抽水泵211，且抽水泵211的出口通过连接管与雾化器

23连接。

[0008] 所述的外壳1内部两侧的进风管道9与风罩6的连接处中间位置均设置有安装板

15。

[0009] 所述的检测装置7包含第一湿度检测传感器71、第一甲醛检测传感器72、第一

PM2.5检测传感器73、第一粉尘检测传感器74、第二湿度检测传感器75、第二甲醛检测传感

器76、第二PM2.5检测传感器77、第二粉尘检测传感器78，且第一湿度检测传感器71、第一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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醛检测传感器72、第一PM2.5检测传感器  73和第一粉尘检测传感器74分别两两相对应安装

在两块安装板15的内侧，第二湿度检测传感器75、第二甲醛检测传感器76、第二PM2.5检测

传感器77  和第二粉尘检测传感器78分别两两相对应安装在连接风道8的内部上下两侧。

[0010] 所述的外壳1的底部四个边角处均安装有移动轮16。

[0011] 所述的控制器4与检测装置7、显示屏3、操控按钮10、风机5、雾化器  23和抽水泵

211之间电性连接。

[0012] 所述的外壳1左右两侧的进风口12与进风管道9的连接处均设置有初级过滤网。

[0013] 所述的风机5的内部安装有HEPA高效过滤网。

[0014]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发明有益效果为：它结构简单，对室内空气质量进行检测

的同时，还可以对室内的空气进行净化和加湿处理，适合现代人们的生活需求。

附图说明

[0015]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

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中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中的内部结构右视图；

[0019] 图4是本发明中安装板15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是本发明中的检测装置7结构示意框图。

[0021] 附图标记说明：外壳1、加湿装置2、显示屏3、控制器4、风机5、风罩  6、检测装置7、

连接风道8、进风管道9、操控按钮10、盖板13、出风口14、连接支架、半圆形凹槽11、进风口

12、水箱21、加水进口22、雾化器23、喷嘴24、连接件25、抽水泵211、安装板15、第一湿度检测

传感器71、第一甲醛检测传感器72、第一PM2.5检测传感器73、第一粉尘检测传感器74、第二

湿度检测传感器75、第二甲醛检测传感器76、第二PM2.5检测传感器77、第二粉尘检测传感

器78、移动轮16。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参看图1-图5所示，本具体实施方式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它包含外壳1、加湿装置2、

显示屏3、控制器4、风机5、风罩6、检测装置7、连接风道8、进风管道9、操控按钮10、盖板13、

出风口14，所述的外壳1的顶部设置有半圆形凹槽11，所述的风机5通过连接支架安装在外

壳1的内部中间位置，所述的外壳1的左右两侧均设置有进风口12，两个所述的风罩6分别安

装在外壳1左右两侧的进风口12的内侧，且两个所述的风罩6与风机5之间通过进风管道9连

接，所述的控制器4安装在外壳1的内侧底部，所述的显示屏3  和操控按钮10分别安装在外

壳1的正面外侧，且显示屏3位于操控按钮10 的正下方，显示屏3用于显示检测装置7检测的

数据，操控按钮10用控制本发明上的显示屏3、检测装置7和加湿装置2的打开或者关闭，所

述的检测装置7安装在外壳1的内部，所述的加湿装置2位于在外壳1的上方，所述的盖板13

安装在外壳1的顶部并位于半圆形凹槽11的一侧，所述的出风口14  安装在外壳1的背面，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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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风口14与风机5之间通过连接风道8连接。

[0023] 所述的加湿装置2包含水箱21、加水进口22、雾化器23、喷嘴24、连接件25，喷嘴24

安装在半圆形凹槽11的正上方底部，雾化器23位于外壳1  的内部并与喷嘴24的正下方连

接，水箱21通过连接件25安装在水箱21的内侧，加水进口22安装在水箱21的上方，且加水进

口22与盖板13的正下方连接。第一湿度检测传感器71检测到空气中的湿度指数，但空气中

的湿度值小于预设值时，则控制器4打开加湿装置2，对空气进行加湿。

[0024] 所述的水箱21的内部安装有抽水泵211，且抽水泵211的出口通过连接管与雾化器

23连接。抽水泵211将水箱21内部的水抽出经过雾化器23雾化后喷出。

[0025] 所述的外壳1内部两侧的进风管道9与风罩6的连接处中间位置均设置有安装板

15。安装板15便于安装第一湿度检测传感器71、第一甲醛检测传感器72、第一PM2.5检测传

感器73和第一粉尘检测传感器74。

[0026] 所述的检测装置7包含第一湿度检测传感器71、第一甲醛检测传感器72、第一

PM2.5检测传感器73、第一粉尘检测传感器74、第二湿度检测传感器75、第二甲醛检测传感

器76、第二PM2.5检测传感器77、第二粉尘检测传感器78，且第一湿度检测传感器71、第一甲

醛检测传感器72、第一PM2.5检测传感器  73和第一粉尘检测传感器74分别两两相对应安装

在两块安装板15的内侧，第二湿度检测传感器75、第二甲醛检测传感器76、第二PM2.5检测

传感器77  和第二粉尘检测传感器78分别两两相对应安装在连接风道8的内部上下两侧。第

一湿度检测传感器71和第二湿度检测传感器75用于检测空气中的湿度变化情况，第一甲醛

检测传感器72和第二甲醛检测传感器76用于检测室内空气中的甲醛含量，第一PM2.5检测

传感器73和第二PM2.5检测传感器77  用于检测空气的PM2.5质量，第一粉尘检测传感器74

和第二粉尘检测传感器  78用于检测空气中的粉尘的密度。

[0027] 所述的外壳1的底部四个边角处均安装有移动轮16。移动轮16便于本发明的移动

和使用。

[0028] 所述的控制器4与检测装置7、显示屏3、操控按钮10、风机5、雾化器23和抽水泵211

之间电性连接。

[0029] 所述的控制器4与检测装置7、显示屏3、操控按钮10、风机5、雾化器  23和抽水泵

211之间电性连接。

[0030] 所述的外壳1左右两侧的进风口12与进风管道9的连接处均设置有初级过滤网。初

级过滤网用于过滤和吸附空气中较大的杂质。

[0031] 所述的风机5的内部安装有HEPA高效过滤网。HEPA (Hig h  eff 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中文意思为高效空气过滤器，达到HEPA标准的过滤网，对于0.1

微米和0.3微米的有效率达到99.998％，HEPA网的特点是空气可以通过，但细小的微粒却无

法通过，它对直径为0.3微米(头发直径的1/200)以下的微粒去除效率可达到99.7％以上，

是烟雾、灰尘以及细菌等污染物最有效的过滤媒介。

[0032]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将本发明放在室内，打开第一湿度检测传感器71、第一甲醛检

测传感器72、第一PM2.5检测传感器73、第一粉尘检测传感器74、第二湿度检测传感器75、第

二甲醛检测传感器76、第二PM2.5检测传感器77、第二粉尘检测传感器78可以对室内的控制

进行检测，并将检测的数据发送至显示屏3上，风机5的内部安装有HEPA高效过滤网。HEPA

(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中文意思为高效空气过滤器，达到HEPA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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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过滤网，对于0.1微米和0.3微米的有效率达到99.998％，HEPA网的特点是空气可以通

过，但细小的微粒却无法通过，它对直径为0.3微米(头发直径的1/200)以下的微粒去除效

率可达到99.7％以上，是烟雾、灰尘以及细菌等污染物最有效的过滤媒介，第一湿度检测传

感器71和第二湿度检测传感器75  检测到室内的湿度异常时，则通过加湿装置2对室内的空

气进行加湿。

[0033]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发明有益效果为：它结构简单，对室内空气质量进行检测

的同时，还可以对室内的空气进行净化和加湿处理，适合现代人们的生活需求。

[0034] 以上所述，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所做的其它修改或者等同替换，只要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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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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