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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多功能模块化移动式尾气净化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多功能模块化移动

式尾气净化器，所述尾气净化器包含尾气净化器

主体，尾气净化器主体具有外壳，外壳内设置了

可更换的过滤单元、至少一个净化模块以及风

机，净化模块通过净化模块插槽进行安装和更

换，在外壳内设置了多于一个净化模块插槽，尾

气净化器主体上设置可定位柔性吸风管，可定位

柔性吸风管通过吸风管固定法兰安装在尾气净

化器主体的外壳上，外壳上具有出风口。本实用

新型的尾气净化器具有更灵活的使用型态，功效

灵活多变，可以针对小范围产生的废气进行吸

收，可以灵活选择吸收的地点，并且可以针对不

同类型的废气进行吸收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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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模块化移动式尾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尾气净化器包含尾气净化

器主体，尾气净化器主体具有外壳，外壳内设置了可更换的过滤单元、至少一个净化模块以

及风机，净化模块通过净化模块插槽进行安装和更换，在外壳内设置了多于一个净化模块

插槽，尾气净化器主体上设置可定位柔性吸风管，可定位柔性吸风管通过吸风管固定法兰

安装在尾气净化器主体的外壳上，外壳上具有出风口。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模块化移动式尾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外壳形成风道，

净化模块插槽的直径与外壳形成的风道的内径相近，使得净化模块插槽完全填满外壳形成

的风道的内径。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模块化移动式尾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于一个净

化模块插槽之间通过插槽密封条进行密封。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多功能模块化移动式尾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净化模块插槽与

外壳之间以密封条进行密封。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模块化移动式尾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可更换的过滤单

元为高密度纤维滤芯和丝瓜络过滤模块中的一种或其结合。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模块化移动式尾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插槽的数量为三

个，该三个插槽相互连接，净化模块为光催化氧化模块、负离子净化模块和活性炭吸附净化

模块中选用的一种或者两种的结合，或者全部三种的结合。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多功能模块化移动式尾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当选用两个净化

模块时，该两个净化模块安装在两个不相邻的插槽中，中间一个插槽空置或者插入一个空

气流量分配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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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模块化移动式尾气净化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空气净化及环保设备领域，具体来说涉及一种新型的多功能模块

化移动式尾气净化器。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空气污染问题，空气净化器产品在市场上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现在的

空气净化器产品功能单一，不能根据使用条件的不同获得想要的性能，因此适用范围狭窄，

需要进行改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新型的多功能模块化移动式

尾气净化器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新型多功能模块化移动式尾气净化器。本实用新型的尾气

净化器其结构有吸风罩、吸风管、外壳、过滤模块、净化模块、风机等，机器外壳上设置有控

制开关，外壳内部有高密度纤维过滤模块，可选择更换的针对油烟吸收的丝瓜络过滤模块，

净化模块有活性炭净化模块、负离子净化模块、光催化氧化模块，机器底部采用了四个滑

轮，方便移动使用。

[0004] 具体来说，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多功能模块化移动式尾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尾气净化器包含尾气净

化器主体，尾气净化器主体具有外壳，外壳内设置了可更换的过滤单元、至少一个净化模块

以及风机，净化模块通过净化模块插槽进行安装和更换，在外壳内设置了多于一个净化模

块插槽，尾气净化器主体上设置可定位柔性吸风管，可定位柔性吸风管通过吸风管固定法

兰安装在尾气净化器主体的外壳上，外壳上具有出风口。

[0006] 优选地，外壳形成风道，净化模块插槽的直径与外壳形成的风道的内径相近，使得

净化模块插槽完全填满外壳形成的风道的内径。

[0007] 优选地，所述多于一个净化模块插槽之间通过插槽密封条进行密封。

[0008] 进一步，净化模块插槽与外壳之间以密封条进行密封。

[0009]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可更换的过滤单元为高密度纤维滤芯和丝瓜络过滤模块中的

一种或其结合。

[0010] 在另一个实施方案中，插槽的数量为三个，该三个插槽相互连接，净化模块为光催

化氧化模块、负离子净化模块和活性炭吸附净化模块中选用的一种或者两种的结合，或者

全部三种的结合。更优选的是，当选用两个净化模块时，该两个净化模块安装在两个不相邻

的插槽中，中间一个插槽空置或者插入一个空气流量分配模块。

[0011]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本实用新型的尾气净化器具有更灵活的使用型态，可以

针对小范围产生的废气进行吸收；可以灵活选择吸收的地点；可以对不同类型的废气进行

吸收净化。与同类型产品相比，该新型尾气净化器的功效灵活多变，并且具有多种净化模

块，吸收后的尾气经过处理后不带有异味以及有害物质，净化能力超出同类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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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实用新型空气净化器的总体外观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是本实用新型空气净化器主体的背面示意图；

[0014] 图3是本实用新型空气净化器内部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是所用的空气流量分配模块示意图。

[0016] 在图中：1、可定位柔性吸风管；2、吸风罩；3、尾气净化器主体；4、带刹车可定位万

向轮；5、侧门；6、出风口网罩；7、吸风管固定法兰；8、风机；9、过滤单元；10、插槽密封条；11、

净化模块1#插槽；12、净化模块2#插槽；13、净化模块3#插槽；14、外壳。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将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来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

[0018] 如图1至3所示，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多功能模块化移动式尾气净化器包含尾气净化

器主体3，尾气净化器主体具有外壳14，外壳内设置了可更换的过滤单元9、至少一个净化模

块以及风机8，净化模块通过净化模块插槽进行安装和更换，在外壳内设置了多于一个净化

模块插槽，在图中显示为三个插槽，分别为净化模块1#插槽11、净化模块2#插槽12、净化模

块3#插槽13，尾气净化器主体上设置可定位柔性吸风管1，可定位柔性吸风管上具有吸风罩

2，可定位柔性吸风管通过吸风管固定法兰7安装在尾气净化器主体的外壳上，外壳上具有

出风口，出风口上安装了出风口网罩6。优选地，所述多于一个净化模块插槽之间通过插槽

密封条10进行密封。

[0019] 可更换的过滤单元为高密度纤维滤芯和丝瓜络过滤模块中的一种或其结合。通过

装置中的高密度纤维滤芯的作用，由于高密度纤维滤芯的孔径在0.3μm左右，可对焊接过程

中产生的微小金属颗粒能有截留过滤的功能，能有效截留过滤切割打磨作业时产生的粉

尘，回收价值较高的贵金属材料，并且对纺织行业中产生的飞絮有优良的截留作用。通过将

净化装置中的高密度纤维滤芯更换为丝瓜络滤芯，该尾气净化器可以用于金属构件轧制或

食品加工的场合，可有效截留由于轧制时或高温烧烤时产生的油烟。

[0020]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插槽的数量为三个，该三个插槽相互连接，净化模块为光催化

氧化模块、负离子净化模块和活性炭吸附净化模块中选用的一种或者两种的结合，或者全

部三种的结合。通过装置中的活性炭模块的吸附作用，对于尾气中的有害气体有吸附去除

的功能，如焊接时产生的重金属蒸汽、轧制时的油烟气味、喷涂时产生的挥发性有机废气

等。通过装置中的负离子发生模块，能去除尾气中的异味，并可有一定的空气净化功能。通

过装置中的紫外光催化氧化模块，能对一些挥发性有机废气进行氧化分解，达到去除分解

净化的目的。

[0021] 在优选的实施方案中，外壳形成风道，净化模块插槽的直径与外壳形成的风道的

内径相近，使得净化模块插槽完全填满外壳形成的风道的内径。外壳形成风道，外壳上有侧

门5，当外壳打开时可以直接更换净化模块，减少了内部独立设立风道的多重打开和密封的

问题，使得装置更简单易用。优选地，净化模块插槽与外壳之间以密封条进行密封。

[0022] 本实用新型涉及的多功能模块化移动式尾气净化器通过更换装置中的不同模块，

可对不同类型的尾气进行吸收净化。更优选的是，当选用两个净化模块时，该两个净化模块

安装在两个不相邻的插槽中，中间一个插槽空置或者插入一个空气流量分配模块。当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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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模块时，优选将两个模块隔开放置，中间空出一个模块插槽的空间，空气在由一个模块

出来时可以在该空间中形成一定的涡流产生混合效果。但是在另一个实施方案中，由于吸

风机的作用使得空气倾向于向中部集中，使得下部的模块在中间工作任务重，四周任务轻，

模块在整体上负担不均，减少了模块的使用寿命。因此我们在中间空出来的模块插槽中插

入一个空气流量分配模块，该空气流量分配模块为网状结构，使得空气流量在整体平面上

分布均匀，使得靠近吸风机的模块的负担均匀。在另一方面，流通空气会在模块形成一定的

压力，使得模块，特别是上方的模块有向下变形的趋势，而空气流量分配模块对其形成进一

步的支撑，减少了上方的模块变形的风险。

[0023] 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多功能模块化移动式尾气净化器，是一种可治理在焊接、切割、

打磨、轧制、纺织、食品加工等过程中所产生的在空气中的微小金属颗粒、粉尘、油烟、飞絮、

异味等有害物质的净化装置。该设备的净化效率高，轻巧灵活，占地面积小，可以在不同的

地方布置使用。设备上配备有一定长度的柔性可定位的吸风管，可有一定半径的吸收范围。

[0024] 本实用新型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在现有的类似技术中，产品的针对性比较单一，例

如焊烟净化器仅能针对电焊过程中产生的焊烟进行吸收，并且市售的类似产品对气味的净

化能力不高，仅能截留尾气中的大颗粒烟尘，对于尾气中所存在的挥发性有机废气则没有

太大的吸收能力。

[0025] 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多功能模块化移动式尾气净化器的结构有吸风罩、吸风管、外

壳、过滤模块、净化模块、风机等，机器外壳上设置有控制开关，外壳内部有高密度纤维过滤

模块，可选择更换的针对油烟吸收的丝瓜络过滤模块、活性炭净化模块、负离子净化模块、

光催化氧化模块，机器底部采用了四个滑轮，方便移动使用。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可以

针对小范围产生的废气进行吸收；可以灵活选择吸收的地点；可以对不同类型的废气进行

吸收净化。与同类型产品相比，该新型尾气净化器的功效灵活多变，并且具有多种净化模

块，吸收后的尾气经过处理后不带有异味以及有害物质，净化能力超出同类型产品。

[0026] 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多功能模块化移动式尾气净化器优选在外壳的底部设有带刹

车锁定功能的万向滑轮，在净化器工作的时候，为了避免装置本身可能产生的震动而引起

装置移位，影响装置工作效果，并且有一定的安全隐患，通过固定装置底部的万向滑轮上的

刹车，实现该尾气净化器可以在灵活移动和工作时固定的两种状态灵活切换。

[0027] 本实用新型的尾气净化器内部设置了模块插槽，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尾气灵活调

整不同模块的组合。并且优选在内部设置了需要用电模块的接线槽，更换模块时只需要将

需要用电的模块的插头插入接线槽即可，不需要重新排线接线，提升了使用过程中的安全

性。

[0028] 在一个实施例中，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多功能模块化移动式尾气净化器配用了两种

过滤模块，一种是高密度纤维滤芯，这种滤芯具有耐火、耐磨、抗折、易脱灰、易清理的特点，

这种滤芯使用寿命长。另一种过滤模块是丝瓜络过滤模块，该种过滤模块内部采用了成熟

的丝瓜经络，由于丝瓜经络错综复杂，在过滤含油烟气时，油烟不断地在经络中撞击，使油

蒸汽冷凝在丝瓜经络上，这种模块取材便利，使用方便，绿色环保。由于本实用新型中对净

化器内部所有的模块均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拆卸安装都十分便捷。

[0029] 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多功能模块化移动式尾气净化器配用了光催化氧化模块作为

可选，该净化模块的核心采用了紫外光作为光源，利用空气中的氧气做氧化剂，在温和（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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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常压）的反应条件下，将有机污染物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等无机小分子，达到净化空气的

目的。光催化剂化学性质稳定，氧化还原性强，成本低，不存在吸附饱和现象，使用寿命长。

光催化净化技术具有二次污染小，运行成本低等优点，所以光催化特别合适室内挥发有机

物的净化，在深度净化方面显示出了巨大的应用潜力。该模块适合运用于喷涂，轧制等行业

中。光催化氧化模块利用人工紫外线光作为能源，纳米TiO2材料作为催化剂。在光催化氧化

反应中，通过紫外光照射在纳米TiO2催化剂上，纳米TiO2催化剂吸收光能产生电子跃进和

空穴跃进，经过进一步的结合产生电子-空穴对，与废气表面吸附的水分（H2O）和氧气（O2）

反应生成高度活泼并具有强氧化性的羟基自由基，能够将各种有机废气如：烃类、醛类、及

其它挥发类有机物及无机物还原成二氧化碳（CO2）、水（H2O）以及其它无毒无害物质，经过

净化之后的废气分子被活化降解，臭味也同时消失了，起到了废气净化的作用，同时对空气

中的细菌病毒也有一定的去除效果。该模块从外到内的组成分别为：模块外壳，催化剂材

料，紫外灯管组，灯管电源线以及供电接插件。其中，为了使模块内部通风效果良好并具有

一定的强度，用以保护模块内部的构件，外壳采用了具有较高机械强度的材质，整体外形为

扁盒状，上盖和底部开设若干通风孔，利于空气从模块中流通，上盖设置为可打开的形式，

便于维修内部构件。催化剂材料分为两层，上层铺设并固定于可拆卸外壳上盖内部，下层则

铺设并固定于外壳内底部，其材质为纳米级TiO2材料，形状为蜂窝网格状，采用这种形状是

为了便于空气能较为顺畅地流过催化剂层，同时也便于被紫外光照射到，提高反应效率。紫

外灯管组水平安装在上下两层催化剂材料中间，由若干根紫外光灯管并联而成，并由支架

将灯管组固定在外壳中间，供电接插件安装在外壳上，并连接灯管组电源线，便于模块的安

装与更换。

[0030] 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多功能模块化移动式尾气净化器配用了负离子净化模块作为

可选，该模块的核心采用了负离子发生源，能源采用了220V交流电，通过脉冲、振荡器将低

交流电压升至直流负高压，利用尖端直流高压产生高电晕，高速地放出大量的电子（e-），而

电子并无法长久存在于空气中（存在的电子寿命只有nS级），立刻会被空气中的氧分子（O2）

捕捉，形成负离子。负离子能使空气中微米级肉眼看不见的PM2.5等微尘，通过正负离子吸

引、碰撞形成分子团下沉落地。且负离子能使细菌蛋白质两级性颠倒，而使细菌生存能力下

降或致死。因此该模块的应用使净化器具有抗菌消毒的作用，同时，负离子也具有强烈的净

味效果，用于室内的工作场所，即可作为尾气净化器，也可作为新鲜空气源使用。空气是混

合物，其中含有人类生存必需的氧气。空气分子在高压或强射线的作用下被电离，所产生的

自由电子大部分被空气中的氧气所获得，因而，常常把空气负离子统称为“负氧离子”，是指

获得多余电子而带负电荷的氧气离子。它是空气中的氧分子结合了自由电子而形成的。自

然界的放电（闪电）现象、光电效应、喷泉、瀑布等都能使周围空气电离，形成负氧离子，即俗

称的负离子。由于负离子带有负电荷，使得其拥有“主动出击”的特性，对于空气中的烟尘、

粉尘、飘尘等带正电荷的颗粒物，很容易吸附空气中的负离子，使得这些尘粒凝并，成为大

粒子沉降下来。负离子抑菌机理在于负离子与细菌结合后，使细菌产生结构的改变或能量

的转移，导致细菌死亡。由于负离子的还原性，也能有效去除空气中的多种有害物质，如氮

氧化物、香烟等产生的活性氧（氧自由基）。本实用新型的负离子模块便是模仿了自然界放

电产生负离子的现象。模块由外壳，负离子发生器，电源线以及供电接插件组成。由于负离

子带有负电荷，容易被带正电荷的材质及金属材质吸收，因此负离子模块外壳避免采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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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材料，优选材质为木材。外壳整体外形为扁盒状，上盖和底部开设若干通风孔，利于空

气从模块中流通，上盖设置为可打开的形式，便于维修内部构件。负离子发生器安装与外壳

内，发生器由电源线，高压包及若干放电刷组成。外壳内有若干支架用于固定放电刷，避免

放电刷相互触碰而形成短路，高压包固定于外壳上，电源线与供电接插件连接，形成一个完

整的模块。

[0031] 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多功能模块化移动式尾气净化器配用了活性炭吸附净化模块

作为可选，活性炭含有大量微孔，具有巨大无比的表面积，能有效地去除色度、臭味，可去除

空气或水体中大多数有机污染物和某些无机物，包含某些有毒的重金属。本实用新型涉及

的净化器，采用了活性炭作为净化模块之一，可以和上述的几种模块灵活组合，达到净化尾

气的目的。

[0032] 以下结合实例，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

[0033] 参见图1可知，该尾气净化器由可定位柔性吸风管1、吸风罩2、尾气净化器主体3、

带刹车可定位万向轮4组成。在外壳的一侧有一个侧门5，可供进行过滤单元和净化模块的

更换和维护。

[0034] 参见图2可知，尾气净化器出风口设置在净化器主体背面，出口上有网罩4遮盖，以

防发生意外。吸风管固定法兰5设置在净化器主体上部。

[0035] 参见图3可知，净化器内部设置有过滤单元9与净化模块，根据需净化的尾气类型

的不同，可选用高密度纤维滤芯或丝瓜络滤芯。在过滤单元下方设置有不同类型的净化模

块，净化模块插槽内可选择不同的模块。当净化焊接烟气时，净化器的模块设置可选用：过

滤单元选用高密度纤维滤芯，净化模块1#插槽11使用活性炭模块，净化模块2#插槽12选用

负离子模块，净化模块3#插槽13闲置。

[0036] 当净化含油烟气时，净化器的模块设置可选用：过滤单元选用丝瓜络滤芯，净化模

块1#插槽使用光催化氧化模块，净化模块2#插槽闲置，净化模块3#插槽选用活性炭模块。

[0037] 当过滤纺织飞絮时，净化器的模块设置可选用：过滤单元选用高密度纤维滤芯，净

化模块1#插槽使用活性炭模块，净化模块2#插槽闲置，净化模块3#插槽使用活性炭模块。

[0038] 闲置的模块插槽可以加装或插入空气流量分配模块，其一个实例如图4所示。空气

流量分配模块为一个内部有网格的盒体，网格形成的分割的气道，对于位于其上部的净化

模块可以实现引导空气的均匀分配，而对于其下方的净化模块则可以直接对进入下方模块

的流量进行分配。另外，该空气流量分配模块的内部结构还可以对其上方的净化模块提供

支撑力，避免上方模块变形。综合以上作用，可以大大提高各种模块的使用寿命。

[0039] 本实用新型的新型移动式多功能模块化尾气净化器，在净化器外壳上方设有进气

口，进气口连接可定位柔性吸风管，吸风管另一端配有吸风罩，外壳上设有控制开关，用于

控制机器的启动停止。净化器机体外侧，即外壳上设置侧门，用于更换净化器内部的滤芯模

块，为机器内部除尘以及检维修。尾气净化器下方安装有四个万向滑轮，四个万向滑轮与净

化器的本体外壳相连接，并安装于净化器本体外壳底部的四个角，以保证净化器工作时的

稳定性。本实用新型的净化器可以灵活更换净化器内部的过滤模块，并对不同的模块进行

重新排列组合，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尾气进行净化，如电焊烟气、机加工油烟、纺织机飞棉

等。机器本体的侧门可以打开，并且优选侧门上有数个锁扣与机器本体相连接，门内部贴有

密封棉条，以保证机体的密封性。吸风罩固定在可定位柔性吸风管上，而吸风管与机体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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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使机器工作时吸风罩可定位于想要尾气发生源的附近。净化器内部模块单元的安装全

部以卡槽的方式对过滤模块进行固定，模块的尺寸均设置为统一尺寸，方便更换组合。净化

器内部过滤单元采用了高密度纤维材质滤芯，用于过滤粉尘等大颗粒杂质，而将高密度纤

维材质滤芯更换为丝瓜络滤芯后，可以对油烟进行部分的吸收。净化器内部设置了活性炭

吸附模块，可吸附部分尾气中的异味以及一些有害物质。净化器中的模块可以更换为紫外

灯管，产生的臭氧能对某些有害气体进行净化，并且有消毒的作用。净化器中的模块也可以

更换为负离子发生模块，产生的负离子有强效的净味作用，去除尾气中的异味，使机器排出

的气体新鲜无异味。根据所要吸收的尾气种类的不同，选用不同种类的过滤模块进行过滤，

选用不同种类的净化模块进行净化。

[0040] 因此本实用新型的尾气净化器具有更灵活的使用型态，功效灵活多变，可以针对

小范围产生的废气进行吸收，可以灵活选择吸收的地点，并且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废气进

行吸收净化。

[0041] 上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作了详细的说明，但是本实

用新型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在所属技术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

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宗旨的前提下做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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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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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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