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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direct injection type air purifier comprises a water tank (1), a machine body (2), a spray head (3), a water pump (4),
and an exhaust fan (5). The machine body (2) i s located above the water tank (1). A n air outlet (21) i s formed in the machine body
(2). The exhaust fan (5) i s mounted in the air outlet (21). A water outlet of the water pump (4) i s i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spray
head (3), and a water inlet of the water pump (4) i s in communication with an inner cavity of the water tank (1). A ring-shaped filter
ing cover (6) i s disposed between the machine body (2) and the water tank (1). A cavity surrounded by the filtering cover (6) forms a
spray chamber (61). The spray head (3) i s located above the spray chamber (61), and a water curtain sprayed by the spray head (3)
can pass through the spray chamber (61). The upper end of the spray chamber (61) i s i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air outlet (21) of
the machine body (2), and the lower end of the spray chamber (61) i s i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inner cavity of the water tank (1).
Air enters the spray chamber (61) from the surrounding of the filtering cover (6), the air filtered by the filtering cover (6) i s washed
by the water curtain sprayed by the spray head (3) for being purified, and the purified air i s finally exhausted ：from the air outlet (21),
thereby increasing the air input quantity, and improving the purification efficiency of the air pur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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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续页]



一种直喷式空气净化器 ，包括水箱 （1 ) 、器体 （2 ) 、喷淋头 （3 ) 、水泵 （4 ) 及抽风机 （5 ) ，器体 （2 )
位于水箱 （1 ) 的上方 ，器体 （2 ) 开设有 出风 口 （2 1 ) ，抽风机 （5 ) 安装在 出风 口 （2 1 ) 内，水泵 （4 ) 的
出水 口与喷淋头 （3 ) 连通 ，水泵 （4 ) 的进水 口与水箱 （1) 的 内腔连通 ，器体 （2 ) 与水箱 （1) 之 间设有环
状的过滤罩 （6 ) ，过滤罩 （6 ) 所 围成 的空腔形成喷淋室 ( 6 1 ) ，喷淋头 （3 ) 位于喷淋室 （6 1 ) 的上方 ，且
喷淋头 （3 ) 洒 出的水帘 能穿过喷淋室 （6 1 ) ，喷淋室 （6 1 ) 的上端与器体 （2 ) 的出风 口 （2 1 ) 连通 ，喷淋
室 （6 1 ) 的下端与水箱 （1) 的 内腔连通 。空气从过滤罩 （6 ) 四周进入到喷淋室 （6 1 ) 内，经过滤罩 ( 6 ) 过
滤 后的空气再被喷淋头 （3 ) 洒下 的水帘洗涤得 以净 化 ，最后从 出风 口 （2 1 ) 排 出，因此使进风量提高 ，提
高净化器 的净化效率 。



说明书

发明名称：一种直喷式空气净化器

[1] 技术领域

[2] 本发明是空气净化器，特别涉及 一种 直喷式空气净化器，属于空气净化器的

改进技术。

[3] 背景技术

[4] 在我们生活和工作的空间中，空气污染无处不在，为了营造一个具有良好的空

气质量的生活工作空间，各种各样的空气净化器走进了千家万户，现市场上的

空气净化器品种较多，结构各异，如静电式、电子集尘式、等离子式、喷淋式

等等；且不同品种的空气净化器适用于不同的场合，如有专用于家用室内或专

用于企业生产车间的等等，这些不同场合的使用具有不同的净化空气效果。对

于室内空气净化器，其往往做成柜式的，包括有器体，内置有带净化装置的净

化空间及连通净化空间的空气进出孔道等。由于 目前这些室内空气净化器采用

的是等离子式或电子集尘式空气净化器，他们虽然可以做成体积较小，也有一

定的净化空气的效果，但其结构复杂，不便于维护，由于净化空间内环境恶劣

，严重影响净化装置的寿命，且也无法进行室内空间的湿度调整。喷淋式净化

器由于结构简单，因此也被广泛应用，但现有的喷淋式净化器，为了保证进入

器内的空气尽可能的干净，通常会在进风口的位置设置过滤网，但在进风口位

置增加了过滤网会大大降低进风量，以致空气净化器的净化效率不高；如果要

保证进风量，一般都是采取增大进风口的面积，但进风口的面积太大，又会影

响净化器的美观。

[5] 发明 内容

[6]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上述现有技术所述的至少一种的不足，提供一种进风量大

，且净化效果好的直喷式空气净化器。 本发明既能有效减少空气中所含的灰尘

等杂质，净化室内空气，又能调节空气湿度，改善室内空气质量。

[7] 为了实现上述 目的，本发明的方案：一种直喷式空气净化器，包括水箱、器体

、喷淋头、水泵及抽风机，器体位于水箱的上方，器体幵设有出风口，抽风机



安装在出风口内，水泵的出水口与喷淋头连通，水泵的进水口与水箱的内腔连

通，所设器体与水箱之间设有环状的过滤罩，过滤罩所围成的空腔形成喷淋室

，喷淋头位于喷淋室的上方，且喷淋头洒出的水帘能穿过喷淋室，喷淋室的上

端与器体的出风口连通，喷淋室的下端与水箱的内腔连通。

[8] 上述方案中，由于过滤罩所围成的空腔为喷淋室，抽风机工作吋，喷淋室形成

负压，空气从过滤罩四周进入到喷淋室内，经被过滤罩过滤后的空气再被喷淋

室上方的喷淋头洒下的水帘 洗涤得以净化，最后从 出风口排除，由于空气可以

从过滤罩四周进入喷淋室，因此使 进风量提高，提高空气净化器的净化效率。

[9] 为了减少杂质回流到水箱，上述喷淋室与水箱内腔的连通通道设有过滤网。

[10] 上述喷淋室与出风口的连通通道设有第一气液过滤网，降低净化后空气的湿度

[11] 为了实现输出暖风，上 述出风口还设有电热网。 为了防止高温对器体损伤和

漏电引发事故，上 述电热网边缘与出风口的内壁之间设有防护板。

[12] 上 述出风口在靠近器外的一端设有导凤装置。导凤装置不仅可以改变出风方向

，而且也起到防护作用。

[13] 上述喷淋室内设有过滤系统，喷淋头洒下的水能穿过过滤系统。本方案中，空

气和水在过滤系统中充分接触，从而提高空气的清洁度。

[14] 上述过滤系统包括若干层第二气液过滤网，所有第二气液过滤网自下往上排列

设置，且相邻两层第二气液过滤网之间设有间隙。空气经过多层的气液过滤网

并与水接触，进一步提高空气的清洁度，而且相邻两层第二气液过滤网之间设

有间隙，保证空气的流畅性。

[15] 上述器体在低于喷淋头的所设位置设有能防止水洒在过滤罩的挡板，且所有的

第二气液过滤网通过其边缘固定在挡板上，挡板可以避免水弄湿过滤罩内的过

滤介质，降低过滤罩的透气性。

[16] 上 述过滤罩包括内网和外网，内网套装在外网内，内网与外网之间形成的空腔

填充有过滤介质。

[17] 上 述过滤介质为活性炭颗粒。活性炭颗粒可以有效吸附空气中的有害物质。

[18] 本发明由于把过滤罩做成环形，过滤罩所围成的空腔为喷淋室，空气从过滤罩



四周进入到喷淋室内，达到增加进风量，提高空气净化效率；由于过滤罩内填

充有活性炭颗粒，可以有效把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吸附在活性炭颗粒中，提高净

化后空气的清洁度；空气进入喷淋室后 自下往上流动，经过多层第二气液过滤

网吋，并与喷淋头洒下的水 接触而得到洗涤，有效减少空气所含的灰尘等杂质

，实现净化室内空气，同吋调节了室内空气的湿度 ；由于经过水洗涤后的空气

的温度明显会低于室温，启动电热网工作，空气穿过电热网的过程中被加热，

从而实现暖风供应，也进一步降低了空气的湿度。 本发明工作吋产生的流水声

，会使人感受到深处深山的感觉，使人的身心得到意想不到的放松。

[19] 附图说明

[20] 图 1 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21] 具体实施方式

[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其中附图仅用于示例性

说明，不能理解为对本专利的限制；为了更好说明下列实施例，附图某些部件

会有省略、放大或缩小，并不代表实际产品的尺寸；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

，附图中某些公知结构及其说明可能省略是可以理解的。

[23] 本发明的直喷式空气净化器结构如附图1所示，包括水箱 1、器体2、喷淋头3、

水泵4、抽风机5及过滤罩6。所述器体2位于水箱 1的上方，过滤罩6设在器体2与

水箱 1之间，过滤罩6为环状结构，过滤罩6所围成的空腔形成喷淋室6 1，器体2

的顶部幵设有出风口2 1，抽风机5安装在出风口2 1内，喷淋头3置于器体2内，且

位于喷淋室6 1的正上方，喷淋头3通过水管30与水泵4的出水口连通，水泵4的进

水口与水箱 1的内腔连通，为了保证进入喷淋室6 1的空气被均匀洗涤，喷淋室6 1

位于喷淋头3的洒水范围内的下方。

[24] 上述过滤罩6包括内网62和外网63，内网62套装在外网63内，内网62与外网63

之间形成空腔，内网62与外网63之间的空腔填充有过滤介质64，本实施例的过

滤介质64为活性炭颗粒，活性炭颗粒可以有效吸附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和烟气等

。另外，活性炭颗粒要比内网62和外网63的网孔大，以致活性炭颗粒不会从网

孔掉出。当活性炭颗粒吸附饱和后需要更换，打幵内网62和外网63之间预留的

幵口倒出原活性炭颗粒，再把新的活性炭颗粒装进去关闭幵口即可。



[25] 另外，为了保证空气与水充分地接触，提高空气的净化效果，上述喷淋室6 1内

设有过滤系统60，本实施例中，过滤系统60包括若干层第二气液过滤网601，所

有第二气液过滤网601 自下往上排列设置，优选地，所有第二气液过滤网601水

平放置。器体2在低于喷淋头3的位置设有能防止水洒在过滤罩6上的环形挡板65

，，挡板65的纵向截面形状类似' '字型，如图1所示。挡板65的上端的边缘与器

体2侧壁连接，避免水洒出器外。挡板65可以挡住水洒在过滤罩6的侧壁，避免

水弄湿过滤罩6内的过滤介质65，降低过滤罩6的透气性。所有的第二气液过滤

网601通过其边缘固定在挡板65竖向的侧壁，且相邻两层第二气液过滤网601之

间设有间隙，空气能从下往上依次穿过所有的第二气液过滤网601，而喷淋头3

洒出的水在重力作用下从上往下依次穿过第二气液过滤网601，并与空气接触。

另外，上述第二气液过滤网601的厚度不能太大，否则会影响空气和水的透过性

[26] 本实施例中，水箱 1的顶部为幵口结构，喷淋室6 1位于水箱 1的幵口上方，喷淋

头3洒下的水穿过喷淋室6 1后落在水箱 1内，喷淋头3的下方设有过滤网7，过滤

网7的材料优选过滤棉。为了提高过滤效果，过滤网7可以设置多层，从喷淋室6

1落下的水经过过滤网7过滤后回流到水箱 1内，水中大部分的杂质停留在过滤网

7中。上述过滤网7可以直接固定在过滤罩6的下端侧壁，也可以固定在水箱 1上

端的幵口的侧壁，过滤网7可以拆卸下来清洗或更换。

[27] 为了降低净化后空气的湿度，上述喷淋室6 1与出风口2 1的连通通道设有第一气

液过滤网8，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中，第一气液过滤网8设在器体2内，第一气

液过滤网8可以设在喷淋头3与器体2内壁之间，也可以设在喷淋头3上方，第一

气液过滤网8的边缘与器体2内壁连接，经过水净化后的空气穿过第一气液过滤

网8后再从出风口2 1排除。

[28] 为了实现暖风供应，上述出风口2 1还设有电热网9，本实施例中，电热网9位于

抽风机5的外侧，电热网9边缘与出风口2 1的内壁之间设有耐高温和绝缘的防护

板 10，避免电热网 7 发热高温对器体 2 损伤，同吋也避免漏电引发事故。

[29] 上述出风口2 1在靠近器外的一端设有导凤装置 11，导凤装置 11不仅可以改变出

风方向，而且也起到防护作用，避免用户不小心把手伸入出风口2 1引发安全事



故。

[30] 本发明的空气净化器工作吋，抽风机5、水泵4启动，器体2内和喷淋室6 1内会

形成负压，器外的空气从过滤罩6四周穿过过滤罩6进入到喷淋室6 1内，再 自下

往上往出风口2 1方向流动。水泵4把水箱 1内的水抽到喷淋头3，再从喷淋头3洒

下落在过滤系统60上，水逐层穿过所有第二气液过滤网601落下，水落下的过程

中会与 自下往上流动并穿过过滤系统60的空气接触，从而把空气中的灰尘等杂

质带走，使得空气得到净化，穿过喷淋室6 1的水最后回流到水箱 1内循环使用，

被水洗涤后的空气穿过第一气液过滤网8再从出风口2 1排出；如果需要对空气加

热，启动 电热网 9 工作，此吋从 出风口2 1排出的风为暖风 。当水箱 1内的水混

浊了，打幵水箱 1底部的换水阀放水，再加入干净的水即可。另外，水箱 1内水

不能高于预定的上水位线，避免工作吋水溢出，当水箱 1内的水低于下水位线吋

，报警器会响起报警，此吋需要往水箱 1内加水。

[31] 由于水逐层穿过第二气液过滤网601的过程中，部分滞留在第二气液过滤网601

上的水滴会形成横向的水幕，空气通过喷淋室6 1吋就会被横向的水幕清洗，经

过多成的水幕的洗涤后，空气中的大部分的颗粒物被水带走而得到净化。由于

第二气液过滤网601对空气的阻力相对较小，再加上每层第二气液过滤网601较

为单薄，层与层之间留有一定高度间隙，可保证空气流通顺畅。由于空气中的

灰层等颗粒物会被水带走，因此颗粒物不会滞留在第二气液过滤网601，因此第

二气液过滤网601不需要经常清洗维护。

[32] 上述实施例中相同或相似的标号对应相同或相似的部件；附图中描述位置关系

的用于仅用于示例性说明，不能理解为对本专利的限制。

[33] 显然，本发明的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本发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是

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

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

施方式予以穷举。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

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之内。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一种直喷式空气净化器，包括水箱、器体、喷淋头、水泵及抽风

机，器体位于水箱的上方，器体）幵设有出风口，抽风机安装在

出风口内，水泵的出水口与喷淋头连通，水泵的进水口与水箱的

内腔连通，其特征在于，所设器体与水箱之间设有环状的过滤罩

，过滤罩所围成的空腔形成喷淋室，喷淋头位于喷淋室的上方，

且喷淋头洒出的水帘能穿过喷淋室，喷淋室的上端与器体的出风

口连通，喷淋室的下端与水箱的内腔连通。

[权利要求 2]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直喷式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淋

室与水箱内腔的连通通道设有过滤网。

[权利要求 3]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直喷式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淋

室与出风口的连通通道设有第一气液过滤网。

[权利要求 4]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直喷式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出风

口还设有电热网，且电热网边缘与出风口的内壁之间设有防护板

[权利要求 5]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直喷式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出风

口在靠近器外的一端设有导凤装置。

[权利要求 6] 根据权利要求 1至5任一项所述的直喷式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喷淋室内设有过滤系统，喷淋头洒下的水能穿过过滤系统

[权利要求 7]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直喷式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

系统包括若干层第二气液过滤网，所有第二气液过滤网自下往上

排列设置，且相邻两层第二气液过滤网之间设有间隙。

[权利要求 8]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直喷式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器体

在低于喷淋头的所设位置设有能防止水洒在过滤罩的挡板，且所

有的第二气液过滤网通过其边缘固定在挡板上。

[权利要求 9] 根据权利要求 1至5任一项所述的直喷式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过滤罩包括内网和外网，内网套装在外网内，内网与外网



之间形成的空腔填充有过滤介质。

[权利要求 10] 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直喷式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

介质为活性炭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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