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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深紫外线空气消毒机及其控制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深紫外线空气消毒机及

其控制方法，包括可拆卸连接的消毒模块和净化

模块，消毒模块包括紫外线灯组件、导风遮光组

件、外壳组件和转接组件，紫外线灯组件与导风

遮光组件固定连接，紫外线灯组件和导风遮光组

件放置于外壳组件内部，外壳组件与转接组件连

接，所述转接组件用于连接消毒模块与净化模

块；所述净化模块包括风机组件和过滤组件；消

毒模块的进风口与净化模块的出风口连通，从而

对流出净化模块的空气进行杀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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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深紫外线空气消毒机，其特征在于，

包括可拆卸连接的消毒模块(100)和净化模块(200)；

消毒模块(100)包括紫外线灯组件(110)、导风遮光组件(120)、外壳组件(130)和转接

组件(140)，紫外线灯组件(110)与导风遮光组件(120)固定连接，紫外线灯组件(110)和导

风遮光组件(120)放置于外壳组件(130)内部，外壳组件(130)与转接组件(140)连接，所述

转接组件(140)用于连接消毒模块(100)与净化模块(200)；

所述紫外线灯组件(110)包括紫外线灯电源(111)、散热器(112)、灯板保护环(113)、紫

外线灯板(114)、灯罩(115)和灯罩安装座(116)，所述散热器(112)、灯板保护环(113)、紫外

线灯板(114)、灯罩(115)和灯罩安装座(116)同心设置；所述灯板保护环(113)、紫外线灯板

(114)与所述散热器(112)固定连接，紫外线灯板(114)设置在灯板保护环(113)的内部；灯

罩安装座(116)与灯板保护环(113)固定连接，灯罩(115)设置在灯罩安装座(116)与灯板保

护环(113)之间，灯罩(115)的面积大于紫外线灯板(114)的面积；

所述导风遮光组件(120)包括导风筒安装环(121)、遮光筒(122)和导风筒(123)，导风

筒安装环(121)的上端面与所述紫外线灯组件(110)的灯罩安装座(116)、灯板保护环(113)

固定连接，遮光筒(122)的内环面与所述紫外线灯组件(110)的灯板保护环(113)的外环面

固定连接，导风筒安装环(121)和导风筒(123)固定连接；导风筒(123)靠近上边缘的侧壁上

开设有多排第一通孔，遮光筒(122)的下边缘超过通孔的下边缘，遮光筒(122)侧壁上开设

有第二通孔，第一通孔和第二通孔完全错位设置，使得紫外线不能从通孔中泄露；

所述外壳组件(130)包括上盖(131)和本体(132)，所述上盖(131)上有出风口，出风口

上设置有出风格栅，所述上盖(131)和本体(132)通过卡扣连接；所述本体(132)的下端面开

设有第三通孔，第三通孔的面积小于等于所述导风遮光组件(120)的导风筒(123)下端面的

进风口的面积；

所述转接组件(140)包括转接盘(141)和遮光板(142)，所述转接盘(141)与外壳组件

(130)的下端面连接，所述转接盘(141)的上端面设置有上端敞开的空腔，用于容纳电控组

件；所述遮光板(142)设置于空腔之上，防止紫外线直接照射电控组件；所述转接盘(141)的

空腔周围设置有进风口；所述转接盘(141)的下端面设置有卡扣结构，用于与净化模块

(200)的出风格栅卡接；

所述净化模块(200)包括风机组件(210)和过滤组件(220)；消毒模块(100)的进风口与

净化模块(200)的出风口连通，从而对流出净化模块(200)的空气进行杀菌消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紫外线空气消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紫外线灯组件

(110)的紫外线波长为270n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紫外线空气消毒机，其特征在于，灯罩安装座(116)的

内壁设置有凹槽，所述灯罩(115)设置在凹槽内，使得灯罩(115)的上表面与灯罩安装座

(116)的上端面平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紫外线空气消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导风筒(123)的

下边缘与外壳组件(130)的内壁接触，从而使导风筒(123)在外壳组件(130)内定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紫外线空气消毒机，其特征在于，转接组件(140)还包

括按钮导杆(143)，所述按钮导杆(143)用于与净化模块(200)的电源按钮连接。

6.一种深紫外线空气消毒机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基于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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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深紫外线空气消毒机，其包括以下步骤：消毒模块内部设置有风动传感器，当风动传感器

感应到空气流动时，紫外线灯组件自动打开，对空气进行杀菌消毒，当风动传感器感应到空

气停止流动时，紫外线灯组件自动关闭。

7.一种深紫外线空气消毒机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基于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一

种深紫外线空气消毒机，其包括以下步骤：消毒模块内部设置有气体流量传感器，紫外线灯

组件的紫外线光照强度随着气体流量的升高而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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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深紫外线空气消毒机及其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消毒机技术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深紫外线空气消毒机及其控制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空气消毒机是通过滤过、净化、杀菌等原理对空气进行消毒的机器。除了杀灭细

菌、病毒、霉菌、孢子等所谓杀菌消毒外，有的机型还能去除室内空气中的甲醛，苯酚等等有

机污染气体，而且还可以杀灭或者过滤花粉等过敏源，同时，对吸烟产生的烟雾和烟味，卫

生间的不良气味，人的体味等有效的去除。

[0003] 由于室内空气流通性差，充斥和滋生着大量有害细菌、病毒。随着我国公共卫生事

业的高速发展，出于对健康的更关注，尤其是2019年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使得人们对

家居环境的空气洁净度的要求越来越高，根据新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快速指

南》，75%酒精、乙醚、氯仿、甲醛、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和紫外线均可灭活病毒，因此，利用

紫外线杀灭新型冠状病毒是很有效的。

[0004] 目前的空气消毒机普遍只适用于医院、生产车间等场景，其体积大、噪声高、能耗

高，不满足一般民用场景的需求，而且现有的空气消毒机其紫外线的光照强度不可调节，因

此当空气流量较大时，其消毒效果明显下降，因此，迫切需要一种能适用于一般民用场景需

求，如家庭、办公室、酒店、餐厅、学校等场景的紫外线空气净化消毒机，在保证紫外线充分

的消毒效果，同时又要防止紫外线直接照射人体从而防止对皮肤和眼睛造成损害，这样才

能保障民用场景产品需求的，消毒效率高、低功耗、低噪声、小体积、灵活组装、安装便捷、使

用安全、人机共处的必要特点。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深紫外线空气消毒机，深紫外线可以有效灭杀

新型冠状病毒，其深紫外线的光照强度可以跟随空气流量的增加而变强，紫外线光照强度

越高，其单位时间内的消毒效果越好，并且该消毒机可以有效防止紫外线泄露对人体造成

损害。

[0006] 一种深紫外线空气消毒机，包括可拆卸连接的消毒模块和净化模块，消毒模块包

括紫外线灯组件、导风遮光组件、外壳组件和转接组件，紫外线灯组件与导风遮光组件固定

连接，紫外线灯组件和导风遮光组件放置于外壳组件内部，外壳组件与转接组件连接，所述

转接组件用于连接消毒模块与净化模块；所述净化模块包括风机组件和过滤组件；消毒模

块的进风口与净化模块的出风口连通，从而对流出净化模块的空气进行杀菌消毒。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紫外线灯组件的紫外线波长为270nm。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紫外线灯组件包括紫外线灯电源、散热器、灯板保护环、紫外线灯

板、灯罩和灯罩安装座，所述散热器、灯板保护环、紫外线灯板、灯罩和灯罩安装座同心设

置；所述灯板保护环、紫外线灯板与所述散热器固定连接，紫外线灯板设置在灯板保护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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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灯罩安装座与灯板保护环固定连接，灯罩设置在灯罩安装座与灯板保护环之间，灯罩

的面积大于紫外线灯板的面积。

[0009] 进一步地，灯罩安装座的内壁设置有凹槽，所述灯罩设置在凹槽内，使得灯罩的上

表面与灯罩安装座的上端面平齐。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导风遮光组件包括导风筒安装环、遮光筒和导风筒，导风筒安装环

的上端面与所述紫外线灯组件的灯罩安装座、灯板保护环固定连接，遮光筒的内环面与所

述紫外线灯组件的灯板保护环的外环面固定连接，导风筒安装环和导风筒固定连接；导风

筒靠近上边缘的侧壁上开设有多排第一通孔，遮光筒的下边缘超过通孔的下边缘，遮光筒

侧壁上开设有第二通孔，第一通孔和第二通孔完全错位设置，使得紫外线不能从通孔中泄

露。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导风筒的下边缘与外壳组件的内壁接触，从而使导风筒在外壳组

件内定位。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外壳组件包括上盖和本体，所述上盖上有出风口，出风口上设置有

出风格栅，所述上盖和本体通过卡扣连接；所述本体的下端面开设有第三通孔，第三通孔的

面积小于等于所述导风遮光组件的导风筒下端面的进风口的面积。

[0013] 进一步地，所述转接组件包括转接盘和遮光板，所述转接盘与外壳组件的下端面

连接，所述转接盘的上端面设置有上端敞开的空腔，用于容纳电控组件；所述遮光板设置于

空腔之上，防止紫外线直接照射电控组件；所述转接盘的空腔周围设置有进风口；所述转接

盘的下端面设置有卡扣结构，用于与净化模块的出风格栅卡接。

[0014] 进一步地，转接组件还包括按钮导杆，所述按钮导杆用于与净化模块的电源按钮

连接。

[0015]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深紫外线空气消毒机的控制方法，基于上述的一种深紫外线

空气消毒机，其包括以下步骤：消毒模块内部设置有风动传感器，当风动传感器感应到空气

流动时，紫外线灯组件自动打开，对空气进行杀菌消毒，当风动传感器感应到空气停止流动

时，紫外线灯组件自动关闭。

[0016]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深紫外线空气消毒机的控制方法，基于上述的一种深紫外线

空气消毒机，其包括以下步骤：消毒模块内部设置有气体流量传感器，紫外线灯组件的紫外

线光照强度随着气体流量的升高而增强。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深紫外线空气消毒机，消毒模块与现有的净化模块组合使用，

既可以对空气进行净化又可以消毒，应用场景广泛，具备高效消毒、低功耗、低噪音、小体积

的特点；深紫外线通过照射微生物的RNA来杀灭新型冠状病毒，非常适用于家庭消毒使用；

深紫外线空气消毒机采用特定波长的紫外线，既可以防止臭氧的产生，又可以保证较好的

杀菌效果；空气消毒机的紫外线光照强度随着空气流量的增大而增加，从而保证大风量下

的消毒效果；导风遮光组件既可以对风进行导风，又可以防止紫外线泄露，而且采用金属材

料制作，避免了紫外线对材料的侵蚀老化，以及避免紫外线照射到人身上造成损伤。

附图说明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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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明　书 2/5 页

5

CN 111561753 B

5



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

提供的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9] 图1为实施例1中的一种深紫外线空气消毒机的立体图；

[0020] 图2为实施例1中的一种深紫外线空气消毒机的正视图；

[0021] 图3为图2中的沿A-A方向的剖视图；

[0022] 图4为实施例1中的消毒模块的爆炸图；

[0023] 图5为实施例1中的消毒模块的正视图；

[0024] 图6为图5中的沿B-B方向的剖视图；

[0025] 图7为实施例1中的消毒模块的立体图一；

[0026] 图8为实施例1中的消毒模块的立体图二。

[0027] 附图标记说明：

[0028] 100-消毒模块；110-紫外线灯组件；111-紫外线灯电源；112-散热器；113-灯板保

护环；114-紫外线灯板；115-灯罩；116-灯罩安装座；120-导风遮光组件；121-导风筒安装

环；122-遮光筒；123-导风筒；130-外壳组价；131-上盖；132-本体；140-转接组件；141-转接

盘；142-遮光板；143-按钮导杆；200-净化模块；210-风机组件；220-过滤组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为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

的具体实施例做详细的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30] 首先，对该具体实施方式中涉及到的技术术语作一简要说明：下述在提到每个结

构件的上或下时，是以结构件正常使用状态下相对于使用者的位置来定义的；对于多个结

构件的排列位置进行上或下的描述时，也是以多个结构件构成的装置在正常使用状态下相

对于使用者的位置所做的定义。

[0031] 实施例1

[0032] 如图1-3所示，一种深紫外线空气消毒机，包括可拆卸连接的消毒模块100和净化

模块200，消毒模块100包括紫外线灯组件110、导风遮光组件120、外壳组件130和转接组件

140，紫外线灯组件110与导风遮光组件120固定连接，紫外线灯组件110和导风遮光组件120

放置于外壳组件130内部，外壳组件130与转接组件140连接；净化模块200包括风机组件210

和过滤组件220；消毒模块100的进风口与净化模块200的出风口连通，从而对流出净化模块

200的空气进行杀菌消毒。

[0033] 如图4-8所示，紫外线灯组件110包括紫外线灯电源111、散热器112、灯板保护环

113、紫外线灯板114、灯罩115和灯罩安装座116，散热器112、灯板保护环113、紫外线灯板

114、灯罩115和灯罩安装座116同心设置；灯板保护环113、紫外线灯板114与散热器112固定

连接，紫外线灯板114设置在灯板保护环113的内部；灯罩安装座116与灯板保护环113固定

连接，灯罩115设置在灯罩安装座116与灯板保护环113之间，灯罩115的面积大于紫外线灯

板114的面积。

[0034] 紫外线灯板114上多个紫外线光源均匀布置，光线均匀。

[0035] 灯罩115采用石英玻璃制作，普通玻璃的紫外线透过率较低，而石英玻璃对紫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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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波段都有很高的透过率，透过率能达80%-90%。

[0036] 灯罩安装座116的内壁设置有凹槽，灯罩115设置在凹槽内，使得灯罩115的上表面

与灯罩安装座116的上端面平齐，从而使灯罩的固定更稳固，由于石英玻璃的热膨胀系数较

大，因此灯罩安装座116采用塑料制作，优选采用聚四氟乙烯。

[0037] 紫外线波长小于120nm时，可将空气中的O2变成  O3(臭氧)，臭氧具有强氧化作用，

可有效地杀灭细菌，但是臭氧作为强氧化剂，几乎能与任何生物组织发生反应，当臭氧被吸

入呼吸道时，就会与呼吸道中的细胞、粘膜组织很快反应，导致肺功能减弱和组织损伤，对

那些患有哮喘病、肺气肿和慢性支气管炎的人来说，臭氧的危害更为明显，臭氧浓度过高会

引起毒性效应，因为本发明的深紫外线空气消毒机主要用于家用，房屋面积较小，为了安全

起见，紫外线灯板114发出的紫外线波长大于120nm，从而避免臭氧产生。

[0038] 紫外线杀菌消毒是通过紫外线直接照射微生物，从而破坏微生物的DNA和RNA的遗

传链来达到杀菌消毒的作用；经验证对新型冠状病毒有很好的灭杀效果，因此，本实施例中

的紫外线灯板114发出的紫外线波长范围为250nm-280nm，为了使杀菌效果更好，紫外线灯

板114发出的紫外线波长优选270nm。

[0039] 导风遮光组件120包括导风筒安装环121、遮光筒122和导风筒123，导风筒安装环

121的上端面与灯罩安装座116、灯板保护环113固定连接，遮光筒122的内环面与灯板保护

环113的外环面固定连接，导风筒安装环121和导风筒123固定连接；导风筒123靠近上边缘

的侧壁上开设有多排第一通孔，遮光筒122的下边缘超过通孔的下边缘，遮光筒122侧壁上

开设有第二通孔，第一通孔和第二通孔完全错位设置，使得紫外线不能从通孔中泄露；导风

筒123的侧壁为双曲线型面，尽量减少风阻；导风筒123的下边缘与外壳组件130的内壁接

触，从而使导风筒123在外壳组件130内定位，并且保证无紫外线直接照射外壳组件130。

[0040] 导风筒安装环121、遮光筒122和导风筒123采用金属材料制作，优选铝合金，紫外

线会造成有机物的分解和老化，因此直接被紫外线照射的部件采用金属制造。

[0041] 导风筒123的内部为消毒腔，当空气进入到消毒腔内后，空气在灯罩115的阻挡下

改变流向，使空气从导风筒123的第一通孔和遮光筒122的第二通孔流出，空气在消毒腔内

的流速降低，增加了空气在消毒腔内的时间，从而增加紫外线灯对空气的照射时间，对空气

起到良好的杀菌消毒作用。

[0042] 外壳组件130包括上盖131和本体132，上盖131上有出风口，出风口上设置有出风

格栅，上盖131和本体132通过卡扣连接；本体132的下端面开设有第三通孔，第三通孔的面

积小于等于导风筒123下端面的进风口的面积。上盖131和本体132采用塑料制作。

[0043] 消毒模块100还包括转接组件140，转接组件140用于与净化模块200连接，使得从

净化模块200出风口吹出的空气能经过消毒模块100杀菌消毒后，从上盖1的出风口中吹出。

[0044] 转接组件140包括转接盘141和遮光板142，转接盘141与本体132的下端面连接，转

接盘141的上端面设置有上端敞开的空腔，用于容纳电控组件；遮光板142设置于空腔之上，

防止紫外线直接照射电控组件；转接盘141的空腔周围设置有进风口；转接盘141的下端面

设置有卡扣结构，用于与净化模块200的出风格栅卡接。

[0045] 净化模块200的电源按钮如果在上端面，当消毒模块100与净化模块200上下连接

时，净化模块200的电源按钮会被遮挡，因此，可选地，转接组件140还包括按钮导杆143，按

钮导杆143用于与净化模块200的电源按钮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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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实施例2

[0047] 一种深紫外线空气消毒机的控制方法，消毒模块100内设置有风动传感器，当风动

传感器感应到空气流动时，紫外线灯组件110自动打开，对空气进行杀菌消毒，当风动传感

器感应到空气停止流动时，紫外线灯组件110自动关闭，节约能源。

[0048] 消毒模块100内还设置有气体流量传感器，紫外线灯组件110的紫外线光照强度随

着气体流量的升高而增强，从而保证在大风量时也能有足够好的消毒效果。

[0049]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

一个实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

之间存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  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

意在涵盖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  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

括那些要素，而且  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

或  者设备所固有的要素。在没有更多限制的情况下，由语句“包括一个……” 限定的要素，

并不排除在包括所述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中还存在另外的相同要素。

[0050] 本说明书中各个实施例采用递进的方式描述，每个实施例重点说明的都是与其他

实施例的不同之处，各个实施例之间相同相似部分互相参见即可。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

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

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

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本发明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

实施例，  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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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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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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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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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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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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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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