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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空气净化微波消毒器和

空气净化微波消毒的方法，属于消毒设备和方

法，包括括消毒柜，所述消毒柜的两侧分别设有

进气口和出气口，所述消毒柜内安装有用于发射

微波的微波发生器和用于将空气从进气口吸入

并从出气口排出的风机，所述消毒柜内还安装有

若干个间隔设置的、用于吸附病菌的吸附层，由

于吸附层的吸附作用，病菌停留在消毒柜中的时

间会大大延长，从而提升了消毒效果，解决了现

有技术中，空气通过消毒器的时间太短，导致病

菌难以被消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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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空气净化微波消毒器，包括消毒柜，所述消毒柜的两侧分别设有进气口和出气

口，所述消毒柜内安装有用于发射微波的微波发生器和用于将空气从进气口吸入并从出气

口排出的风机，其特征是，所述消毒柜内还安装有若干个间隔设置的、用于吸附病菌的吸附

层，所述微波发生器朝向所述吸附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微波消毒器，其特征是，所述消毒柜的壳体材料

为不锈钢，所述微波发生器上安装有用于控制微波发射方向的波导管，所述进气口和出气

口的内侧均安装有微波屏蔽网，所述进气口和出气口上还安装有活性炭滤网。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微波消毒器，其特征是，所述吸附层为纳米聚丙

烯层，所述纳米聚丙烯层的厚度为2~4mm，纳米聚丙烯层上设有孔径为1~20纳米的吸附孔。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微波消毒器，其特征是，所述消毒柜安装在消毒

器壳体内侧，所述消毒器壳体内还安装有控制箱、电源组件，所述消毒器壳体的底部安装有

万向轮。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微波消毒器，其特征是，所述控制箱内设有空气

质量检测单元、电池电量报警单元、滤网更换报警单元。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微波消毒器，其特征是，所述消毒柜内设有消毒

通道，所述消毒通道内安装有若干用于多次改变气流方向的隔板，所述吸附层设置在所述

消毒通道内，所述隔板包括靠近所述微波发生器的一侧的内侧挡板、距离微波发生器较远

的外侧挡板和位于外侧挡板和内侧挡板之间的纵向隔板。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微波消毒器，其特征是，所述内侧挡板与所述隔

板的材料均为玻璃或塑料或陶瓷，所述外侧挡板的材料为金属。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微波消毒器，其特征是，所述微波发生器上安装

有用于控制微波发射方向的波导管，所述内侧挡板上嵌有若干金属片，所述金属片的方向

与所述波导管导出的微波的方向平行。

9.根据权利要求1-8中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微波消毒器，其特征是，所述消毒

柜内设有朝向出气口外侧的雾化喷头。

10.一种空气净化微波消毒的方法，其特征是，使用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

微波消毒器进行净化消毒，包括以下步骤：

①通过所述进气口将外界空气吸入所述消毒柜；

②通过风机带动空气流动，使空气依次通过所述的若干个吸附层；

③通过所述吸附层吸附空气中的病菌，从而延长病菌在消毒柜内停留的时间；

④通过所述微波发生器不间断地对吸附层发射微波，从而完成杀菌净化；

⑤经过过滤和杀菌净化的空气通过出气口排出消毒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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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空气净化微波消毒器和空气净化微波消毒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消毒设备和方法，尤其是涉及一种空气净化微波消毒器和空气净

化微波消毒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大家对各种环境下的空气质量较为关注。室内空气中

的微生物主要来源于人体，空气中的尘埃小粒、飞沫小滴等均可成为致病微生物的载体，悬

浮于空气中，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造成疾病的传播。许多相对封闭的公共空间是呼吸道病

原体传染的主要和重要危险场所，如医院、商场、电影院、候车室和大型展厅等都是流感病

毒的易感场所。为了能防止在这些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感染呼吸道传染病，就需要对其中

的空气进行实时地和持续有效消毒。

[0003] 比较常用的空气消毒净化方法有空气过滤法、紫外线消毒法、光触媒消毒法、臭氧

消毒法、微波消毒法等。空气过滤法主要是很难滤除病毒和细菌的问题，紫外线空气消毒和

光触媒消毒法都存在杀灭病毒和细菌效率不高的问题;臭氧消毒机利用臭氧对空气进行消

毒，但剩余臭氧对人体有害。并且，现有设备在消毒过程中，通过风机使外界空气不断通过

消毒设备内部，从而完成消毒，为了保证能较大范围的抽取空气，风机的功率较大，导致空

气在消毒设备内部停留的时间较短，病菌难以被有效消灭。

[0004] 例如，在中国专利文献上公开的一种“空气净化消毒装置”，其公告号为

CN209782863U，包括紫外线杀菌灯、活性炭过滤网、光催化网、轮子、空气净化消毒箱、风机，

其不足之处在于，紫外线照射需要持续一定时间后才能有效起到消毒作用，而在风机的作

用下，空气在空气净化消毒箱内的停留时间较短，导致实际消毒作用不佳。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空气净化消毒过程中，由于空气在风机的作用下

通过消毒器，在消毒器内停留时间较短，导致实际消毒效果不佳的问题，提供一种空气净化

微波消毒器和空气净化微波消毒的方法，可以提高病菌在消毒器内停留的时间，从而使消

毒器的效果大大提高。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本发明，一种空气净化微波消毒器，包括消毒柜，所述消毒柜的两侧分别设有进气口和

出气口，所述消毒柜内安装有用于发射微波的微波发生器和用于将空气从进气口吸入并从

出气口排出的风机，所述消毒柜内还安装有若干个间隔设置的、用于吸附病菌的吸附层，所

述微波发生器朝向所述吸附层。

[0007] 所述风机可以将外界的空气从进气口吸入消毒柜中并从出气口排出，从而使空气

可以不断通过消毒柜，在空气通过消毒柜的过程中，需要依次经过若干个用于吸附病菌的

吸附层；一般的空气净化消毒器内只设有活性炭滤网，而活性炭滤网的主要作用是吸附杂

志、灰尘等，对病菌没有吸附作用，而通过所述吸附层可以吸附一定量的病菌，而间隔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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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干个吸附层可以对病菌进行多重拦截，从而使病菌尽可能地完全被吸附在各个吸附层

上；若只对病菌进行吸附拦截，而不进行杀菌，吸附网上积累的病菌会越来越多，一段时间

后，通过的空气反而会将吸附网上的病菌带走，而所述朝向吸附层的微波发生器可以不断

将停留在吸附网上的病菌杀死，避免有活性的病菌在吸附网上累积；对于病菌而言，当空气

通过消毒柜的过程中，病毒经历了被吸附层吸附、被微波消灭、被后续空气带走三个步骤，

相比于普通的消毒器而言，其停留在消毒柜中的时间大大延长，消毒的效果更好。

[0008] 作为优选，所述消毒柜的壳体材料为不锈钢，所述微波发生器上安装有用于控制

微波发射方向的波导管，所述进气口和出气口的内侧均安装有微波屏蔽网，所述进气口和

出气口上还安装有活性炭滤网；微波虽然可以有效杀灭病菌，但是对人体也有一定的危害

性；由于微波无法穿过金属，因此使用不锈钢来作为消毒柜的壳体，一来避免微波对人体产

生危害，而来使消毒柜具有一定的强度和防锈防腐功能；所述波导管用于控制微波发射方

向，可以将微波尽可能得集中在吸附网上，避免能量的浪费，也避免微波逸出对人体产生损

害；所述微波屏蔽网可以在不影响空气进出的前提下防止微波逸出；所述活性炭滤网可以

过滤空气中的灰尘和颗粒物，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

[0009] 作为优选，所述吸附层为纳米聚丙烯层，所述纳米聚丙烯层的厚度为2~4mm，纳米

聚丙烯层上设有孔径为1~20纳米的吸附孔；经实验证实，所述厚度为2~4mm纳米聚丙烯层、

设有孔径为1~20纳米的吸附孔对病菌有较好的吸附作用，同时，也能保证空气能顺畅通过

吸附层。

[0010] 作为优选，所述消毒柜安装在消毒器壳体内侧，所述消毒器壳体内还安装有控制

箱、电源组件，所述消毒器壳体的底部安装有万向轮，所述空气净化微波消毒器上还连接有

遥控感应装置；本方案中的消毒器可以用于多种不同的场合，所述电源组件可以应对供电

不方便的场合，如公交车上；而所述遥控感应装置和控制箱可以使工作人员通过遥控控制

消毒器移动，更加方便。

[0011] 作为优选，所述控制箱内设有空气质量检测单元、电池电量报警单元、滤网更换报

警单元；所述空气质量检测单元可以使消毒器在空气质量较差时报警提示工作人员开启消

毒模式，或者在空气质量较差时自动启动；所述电池电量报警单元可以在电源组件电源不

足时提示工作人员更换电源或进行充电；所述滤网更换报警单元可以记录上一次活性炭滤

网更换的时间，在消毒器消毒一段时间后，提示工作人员更换活性炭过滤网；上述单元可以

使设备更智能化，贴合实际使用的需要。

[0012] 作为优选，所述消毒柜内设有消毒通道，所述消毒通道内安装有若干用于多次改

变气流方向的隔板，所述吸附层设置在所述消毒通道内，所述吸附层设置在所述消毒通道

内，所述隔板包括靠近所述微波发生器的一侧的内侧挡板、距离微波发生器较远的外侧挡

板和位于外侧挡板和内侧挡板之间的纵向隔板；空气在进入消毒柜后进入消毒通道，并在

消毒通道内不断变向；所述内侧挡板和外侧挡板和纵向隔板可以在不增加消毒柜大小的前

提下，大大增加空气在消毒柜内流动的行程，从而增加病菌在消毒柜内停留的时间，从而使

消毒效果更好。

[0013] 作为优选，所述内侧挡板与所述隔板的材料均为玻璃或塑料或陶瓷，所述外侧挡

板的材料为金属；根据微波的特性，可以轻易穿过玻璃或塑料或陶瓷，但是遇到金属时会发

生反射，从微波发生器发射而出的微波先遇到内侧挡板，穿过外侧挡板后对消毒通道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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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和吸附层进行杀菌，而微波在达到外侧挡板时会发生反射，从而再一次经过消毒通道，

从而提高了微波的能量利用率，提高了杀菌的效果。

[0014] 作为优选，所述微波发生器上安装有用于控制微波发射方向的波导管，内侧挡板

上嵌有若干金属片，所述金属片的方向与所述波导管导出的微波的方向平行；所述金属片

的方向与波导管导出的微波的方向平行，因此不会影响波导管中导出的微波进入消毒通

道，而当微波经过所述外侧挡板的反射后，其方向发生改变，在回到内侧挡板时会被金属片

再次反射，从而使微波再次回到消毒通道中，进一步提高了微波的能量利用率，并且减少了

微波逸出消毒柜的可能。

[0015] 作为优选，所述消毒柜内设有朝向出气口外侧的雾化喷头；所述雾化喷头可以向

外部喷射消毒液，当公共场所中的人员需要对手进行消毒时，可以使用本方案中的消毒器

进行消毒；一般在进行手部消毒时，直接将消毒液喷在手上后揉搓双手进行消毒；然而消毒

液喷出的量较多时，还需要取纸擦手，一来较为不便，二来公共场所中的抽纸经过多人触碰

可能存在病菌，因此并不卫生，而若使用额外的将手烘干的装置，不仅增加了成本，也占用

了较多空间，而且用于烘手的气体也没有经过处理；而本方案中的空气净化微波消毒器可

以喷出经过消毒的空气来烘干双手，并且由于是通过微波消毒，喷出的气体的温度高于常

温，具有更好的烘手效果；所述雾化喷头也可以只向外界喷水，从而对空气进行加湿。

[0016] 一种空气净化微波消毒的方法，使用上述的一种空气净化微波消毒器进行净化消

毒，包括以下步骤：

①通过所述进气口将外界空气吸入所述消毒柜；

②通过风机带动空气流动，使空气依次通过所述的若干个吸附层；

③通过所述吸附层吸附空气中的病菌，从而延长病菌在消毒柜内停留的时间；

④通过所述微波发生器不间断地对吸附层发射微波，从而完成杀菌净化；

⑤经过过滤和杀菌净化的空气通过出气口排出消毒柜。

[0017] 外界的空气在依次经过若干个吸附层后，大部分病菌会被吸附在吸附层上停留一

段时间再被后续的空气带走，从而延长了病菌在消毒柜内停留的时间，提高了微波消毒的

效果。

[0018] 因此，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1）病菌在消毒柜内停留时间较长，杀菌消毒的

效果更好；（2）微波不易从消毒柜中逸出，避免了对人体造成损害；（3）在不增加消毒柜大小

的前提下增加气体在消毒柜中的行程，从而延长杀菌时间，提高杀菌效果；（4）设备更智能

化，贴合实际使用的需要；（5）微波的能量利用率高；（6）可以在不占用额外空间的前提下，

增加成本较小的前提下，用消毒液对人手部进行消毒，并且在消毒后进行烘干。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一的消毒柜内部结构俯视图。

[0020]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一的内部结构侧视图。

[0021]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二的消毒柜内部结构俯视图。

[0022]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二的内部结构侧视图。

[0023]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二的外部结构示意图。

[0024] 图中：1、消毒器壳体   2、控制箱   3、消毒柜   4、电源组件   5、万向轮   6、进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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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出气口   8、风机   9、微波屏蔽网   10、活性炭滤网   11、微波发生器   12、吸附层   13、

雾化喷头   14、波导管   15、消毒通道   16、内侧挡板   17、外侧挡板   18、纵向隔板   19、

金属片   20、辅助风机   21、消毒口   22、红外检测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描述。

[0026] 实施例一：

如图1、图2所示的实施例中，一种空气净化微波消毒器，包括消毒器壳体1和遥控器，消

毒器壳体的内侧安装有控制箱2、消毒柜3、电源组件4，消毒器壳体的底部安装有万向轮5，

消毒器壳体的外侧安装有控制板，所述控制板上设有显示屏。所述消毒柜包括进气口6、出

气口7、用于将空气从进气口吸入并从出气口排出的风机8，所述进气口距离地面的距离为

30cm，这是因为污浊空气密度一般比洁净空气密度高，处于密闭空间的下层。所述进气口和

出气口的内侧均安装有微波屏蔽网9，所述微波屏蔽网为不锈钢屏蔽网，不锈钢屏蔽网的网

孔大小为0.3mm，厚度为1.5mm，因为根据测试，不能穿过孔径小于0.5mm的不锈钢材质的孔，

因此该不锈钢屏蔽网可以让空气通过而组织了微波泄露，避免微波对人员的辐射伤害；所

述进气口和出气口上还卡接安装有活性炭滤网10，所述活性炭滤网具体为HEPA活性炭复合

滤网。所述消毒柜内还安装有发射微波的微波发生器11和若干个间隔设置的、用于吸附病

菌的吸附层12，所述微波发生器朝向所述吸附层，所述吸附层为6块并排的纳米聚丙烯层，

所述纳米聚丙烯层的孔径为10纳米，厚度为3mm，所述纳米聚丙烯层通过卡槽方式安装在壳

体内部。所述消毒柜内还设有朝向出气口的雾化喷头13，所述雾化喷头可以向外界喷出消

毒液或者水。所述微波发生器上安装有用于控制微波发射方向的波导管14，所述波导管与

微波发生器转动连接，在使用时可以进行转动从而使发生的微波在吸附层上进行扫动。所

述控制箱内设有空气质量检测单元、电池电量报警单元、滤网更换报警单元、遥控信号接收

单元；所述空气质量检测单元包括PM2.  5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可以检测空气

的温度、湿度和PM2.5浓度的值，并将数值反应在显示屏上；所述电池电量报警单元与电源

组件相连，可以检测电源组件的剩余的电量，并将电量反应在显示屏上；所述滤网更换报警

单元可以在上一次活性炭滤网更换时进行记录，同时将更换活性炭滤网后消毒器的运行时

间反应在显示屏上，当消毒器运行时间达到一定值时，需要对活性炭滤网进行更换。所述遥

控信号接单元可以接收所述遥控器发出的信号。所述万向轮通过驱动装置进行驱动，所述

驱动装置包括信号接收器，通过接收遥控器发出的信号可以控制所述万向轮的驱动器，从

而使万向轮转动或者变向；所述遥控器上设有电源组件开关按键、工作模式切换按键及与

所述对应的移动控制按键。

[0027] 一种空气净化微波消毒的方法，使用了实施例一所述的空气净化微波消毒器进行

净化消毒，包括以下步骤：

①通过所述进气口将外界空气吸入所述消毒柜；

②通过风机带动空气流动，使空气依次通过所述的若干个吸附层；

③通过所述吸附层吸附空气中的病菌，从而延长病菌在消毒柜内停留的时间；

④通过所述微波发生器不间断地对吸附层发射微波，从而完成杀菌净化；

⑤经过过滤和杀菌净化的空气通过出气口排出消毒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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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所述空气净化微波消毒器包括4种状态，分别为充电状态、检测状态、工作状态、充

电工作状态。在所述充电状态下，消毒器通过插线与插座相连，对电源组件进行充电，所述

显示屏可以反应此时的充电状态。在所述检测状态下，所述空气质量检测单元运行，时刻检

测周围的温度、湿度和PM2.5浓度的值，同时使用者可以通过遥控器控制消毒器移动，根据

温度、湿度和PM2.5浓度的值找到一块密闭空间中最需要进行空气净化的区域。所述工作状

态包括睡眠模式、消毒净化模式、净化加湿模式、强力模式；所述睡眠模式下风机处于低功

率转动状态，发出的声音较小，所述微波发生器不启动，主要通过活性炭滤网和吸附层对空

气进行净化；所述消毒净化模式下，微波发生器启动，通过微波和吸附层对空气进行消毒净

化；所述净化加湿模式下，所述微波发生器不启动，通过活性炭滤网和吸附层对空气进行净

化的同时通过雾化喷头向外界喷洒水雾，增加空气湿度；所述强力模式下，微波发生器启动

通过微波和吸附层对空气进行消毒净化的同时向外界喷射消毒液水雾；当电量低于30%时，

无法启动强力模式。所述充电工作状态与所述工作状态的区别在于此时万向轮的驱动器始

终处于不工作的状态，消毒器不会发生移动，并且始终可以启动强力模式。

[0029] 实施例二：

如图3-5所示的实施例中，一种空气净化微波消毒器，与实施例一的区别在于：所述消

毒柜内设有消毒通道15，所述消毒通道内安装有若干用于多次改变气流方向的隔板，所述

吸附层横向设置在所述消毒通道内，吸附层的数量为4块，所述隔板包括靠近所述微波发生

器的一侧的内侧挡板16、距离微波发生器较远的外侧挡板17和位于外侧挡板和内侧挡板之

间的纵向隔板18，所述内侧挡板、外侧挡板和吸附层互相平行。所述内侧挡板与所述隔板的

材料均为陶瓷，所述外侧挡板的材料为金属。所述微波发生器上安装有用于控制微波发射

方向的波导管，所述内侧挡板上嵌有若干金属片19，所述金属片的方向与所述波导管导出

的微波的方向平行，所述金属片位于所述波导管直接导出的微波的路径上，因此内侧挡板

的中间部分没有金属片。所述外侧挡板与消毒柜内壁之间设有用于空气进入的消毒通道进

口，所述内侧挡板与消毒柜内壁支架设有用于空气离开的消毒通道出口，所述消毒通道进

口和消毒通道出口处还设有用于加速空气流动的辅助风机20，整个消毒通道呈凹凸线的形

状。所述波导管在使用时不会发生转动。所述雾化喷头的喷射方向斜向下，消毒柜出口处设

有朝向下方的消毒口21，所述消毒器壳体的外侧位于消毒口下方处还设有用于检测人手部

的红外检测器22。

[0030] 一种空气净化微波消毒的方法，使用了实施例二所述的空气净化微波消毒器进行

净化消毒，与使用了实施例一所述的空气净化微波消毒器进行净化消毒方法相比，区别在

于，还包括手部消毒功能：当需要对人手进行消毒时，将双手伸到所述消毒口下方，所述红

外检测器检测到人手后，所述雾化喷头喷出消毒液对人手进行消毒，所述雾化喷头在红外

检测器检测到人手5秒后会停止喷出消毒液，此时通过所述风机带出的净化后的空气可以

对人手进行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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