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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空调器HEPA网急速净化

方法、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及空调，空调器运行

净化模式后，实时检测空调器所在空间的空气质

量情况获得污染度信息，依据污染度与预设阈值

比较判断是否开启净化，在净化模式下，依据污

染度信息确定空调器运行参数并发送至空调器，

空调器依据运行参数信息运行。本发明通过检测

的污染度信息判断是否需要净化实现了空调器

的自动化智能化，在污染度超过预设阈值时自动

开启净化，与空间内的空气进行净化处理，当空

气质量达到标准才开启运行相关模式，保证了空

间内的空气质量符合人体健康标准，提高人体舒

适度，同时提升了净化效率，在短时间内可以达

到最佳的净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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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空调器HEPA网急速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空调器运行净化模式后，实时检测空

调器所在空间的空气质量情况获得污染度信息，依据污染度与预设阈值比较判断是否开启

净化，在净化模式下，依据污染度信息确定空调器运行参数并发送至空调器，空调器依据运

行参数信息运行。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调器HEPA网急速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实时检测空调器

所在空间的空气质量情况获得污染度信息具体为：通过颗粒污染物传感器实时检测颗粒污

染物浓度PM值和气态污染物传感器检测气态污染物浓度GP值。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调器HEPA网急速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依据污染度与预

设阈值比较判断是否开启净化具体为：当污染度小于预定阈值，不进行净化；当污染度大于

预定阈值，进行净化。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空调器HEPA网急速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的颗粒污染

物浓度PM值和气态污染物浓度GP值情况包括第一状态、第二状态、第三状态、第四状态、第

五状态和第六状态，所述第一状态为PM＜P1，所述第二状态为GP＜G1，所述第三状态为G1≤

GP＜G2，且P1≤PM＜P2，所述第四状态为G1≤GP＜G2，且P2≤PM，所述第五状态为G2≤GP，且

P1≤PM＜P2，所述第六状态为G2≤GP，且P2≤PM，所述P1、P2、G1、G2均为设预设参数值，且P1

＜P2，G1＜G2。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空调器HEPA网急速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空调器运行参数

包括运行温度T、湿度H和风速V。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空调器HEPA网急速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所述PM值处于第一

状态时，空调器运行参数具体为温度T1、湿度H1、风速V1，其中27＜T1＜35℃，50＜H1＜80%

RH，0＜V1＜5m/s  。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空调器HEPA网急速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所述GP值处于第二

状态时，空调器运行参数具体为温度T2、湿度H2、风速V2，其中17＜T2＜25℃，20＜H2＜50%

RH，3＜V2＜8m/s  。

8.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空调器HEPA网急速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所述PM值和GP值处

于第三状态时，空调器运行参数具体为温度T3、湿度H3、风速V3，其中20＜T3＜29℃，40＜H3

＜60%RH，0＜V3＜5m/s  。

9.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空调器HEPA网急速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所述PM值和GP值处

于第四状态时，空调器运行参数具体为温度T4、湿度H4、风速V4，其中20＜T4＜27℃，30＜H4

＜60%RH，3＜V4＜6m/s  。

10.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空调器HEPA网急速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所述PM值和GP值

处于第五状态时，空调器运行参数具体为温度T5、湿度H5、风速V5，其中28＜T5＜32℃，40＜

H5＜60%RH，3＜V5＜5m/s  。

11.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空调器HEPA网急速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所述PM值和GP值

处于第六状态时，空调器运行参数具体为温度T6、湿度H6、风速V6，其中18＜T6＜34℃，20＜

H6＜70%RH，0＜V6＜8m/s  。

12.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用于存储计算机程序，其特征在于：所述计算机程序被

处理器调用时实现权利要求1至11任一项所述的空调器HEPA网急速净化方法。

13.一种空气调节器，包括处理器和存储器，所述存储器用于存储计算机程序，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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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所述计算机程序被所述处理器调用时实现权利要求1至11任一项所述的空调器HEPA

网急速净化方法。

14.一种空调，包括空气调节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空气调节器具体为如权利要求13所

述的空气调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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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空调器HEPA网急速净化方法、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及

空调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空调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空调器HEPA网急速净化方法、计算机可

读存储介质及空调。

背景技术

[0003] 随着消费者对于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空气净化已逐渐成为空调器的标配。

[0004] 现有空调器空气净化方式主要以电净化方式及物理过滤方式为主。其中，以HEPA

网为基础的物理过滤净化方式由于净化效果优异而受到业内的推崇。

[0005] HEPA滤网的基础是0.5-5um厚的互相交叉的纤维，通过纤维粘附灰尘而起到净化

的作用。纤维过滤机理包括扩散、惯性、拦截、重力及静电等作用，针对不同粒径大小的灰尘

通过不同的过滤机理起作用，受到环境温湿度、风速等因素的影响。

[0006] 当过滤气体温度升高后，亚微米颗粒的扩散作用就会增强。但是，此时气体黏滞系

数也有所增大，故而会使得重力效应尤其是惯性效率降低，同时压力损失也会变大。

[0007] 降低被过滤气体的湿度，可以使滤料的过滤效率提高。因为静电作用会因湿气体

而减弱甚至消失，布朗扩散作用降低，所以颗粒更容易透过。

[0008] 随着过滤风速的增加，惯性效率和拦截效率上升，而扩散效率下降，总效率呈现出

一个凹曲线即先下降后上升，在某一点处取得过滤效率的最低值。

[0009] 由于HEPA网最初主要在空气净化器上使用，而空气净化器不涉及温湿度等因素的

调控，所以当前空调器HEPA网净化仅关注风速对过滤效果的影响。但是仅仅通过风速控制

HEPA网过滤无法发挥其最大的功效，净化速度较慢，难以在短时间内达到健康的空气质量

标准，对于人体健康不利。

发明内容

[0010]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空调器HEPA网急速净化方法，提高空调

器HEPA网净化速度，在短期内达到最佳空气质量标准。

[0011]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空调器HEPA网急速净化方法，空调器运行净化模式后，实时检测空调器所在空间

的空气质量情况获得污染度信息，依据污染度与预设阈值比较判断是否开启净化，在净化

模式下，依据污染度信息确定空调器运行参数并发送至空调器，空调器依据运行参数信息

运行。通过检测的污染度信息判断是否需要净化实现了空调器的自动化智能化，在污染度

超过预设阈值时自动开启净化，与空间内的空气进行净化处理，当空气质量达到标准才开

启运行相关模式，保证了空间内的空气质量符合人体健康标准，提高人体舒适度，同时提升

了净化效率，在短时间内可以达到最佳的净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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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的，所述实时检测空调器所在空间的空气质量情况获得污染度信息具体

为：通过颗粒污染物传感器实时检测颗粒污染物浓度PM值和气态污染物传感器检测气态污

染物浓度GP值。通过污染物粒径分布和气态污染程度可以整体反映当前空气质量情况，且

可以达到比较准确的判断效果，确切反映当前人体不适感程度，再根据不同情况运行不同

的空调参数，快速净化。

[0013] 进一步的，所述依据污染度与预设阈值比较判断是否开启净化具体为：当污染度

小于预定阈值，不进行净化；当污染度大于预定阈值，进行净化。当污染度小于预定阈值，说

明当前空气质量对人体无影响，无需净化，可以节约能源；当污染度大于预设阈值，说明当

前空气质量并未到达标准要求，系统判断需要净化，则自动开启净化模式对空气急速净化，

以达到空气质量要求标准。

[0014] 进一步的，所述检测的颗粒污染物浓度PM值和气态污染物浓度GP值情况包括第一

状态、第二状态、第三状态、第四状态、第五状态和第六状态，所述第一状态为PM＜P1，所述

第二状态为GP＜G1，所述第三状态为G1≤GP＜G2，且P1≤PM＜P2，所述第四状态为G1≤GP＜

G2，且P2≤PM，所述第五状态为G2≤GP，且P1≤PM＜P2，所述第六状态为G2≤GP，且P2≤PM，

所述P1、P2、G1、G2均为设预设参数值，且P1＜P2，G1＜G2。依据不同污染度情况匹配不同的

运行参数，可以针对不同的污染物匹配最佳的净化条件，达到最快最佳的净化效果。

[0015] 进一步的，所述空调器运行参数包括运行温度T、湿度H和风速V。因为HEPA王纤维

过滤机理，利用过滤效率与温湿度、风速的关系，针对不同粒径范围离子，给HEPA网匹配最

合适的温湿度、风速可以提高空气净化能力，解决空调器净化速度慢，难以在短时间内达到

健康空气质量的问题。

[0016] 进一步的，当所述PM值处于第一状态时，空调器运行参数具体为温度T1、湿度H1、

风速V1，其中27＜T1＜35℃，50＜H1＜80%RH，0＜V1＜5m/s。当PM＜P1时，主要污染物为气态

污染物，空调器运行温度T1、湿度H1、风速V1进行急速净化，可以显著提高净化效率。

[0017] 进一步的，当所述GP值处于第二状态时，空调器运行参数具体为温度T2、湿度H2、

风速V2，其中17＜T2＜25℃，20＜H2＜50%RH，3＜V2＜8m/s  。当GP＜G1时，主要污染物为颗

粒污染物，空调器运行温度T2、湿度H2、风速V2进行急速净化，可以显著提高净化效率。

[0018] 进一步的，当所述PM值和GP值处于第三状态时，空调器运行参数具体为温度T3、湿

度H3、风速V3，其中20＜T3＜29℃，40＜H3＜60%RH，0＜V3＜5m/s  。当G1≤GP＜G2，且P1≤PM

＜P2时，主要污染物为气态污染物及颗粒污染物，污染程度一般，空调器运行温度T3、湿度

H3、风速V3进行急速净化，可以显著提高净化效率。

[0019] 进一步的，当所述PM值和GP值处于第四状态时，空调器运行参数具体为温度T4、湿

度H4、风速V4，其中20＜T4＜27℃，30＜H4＜60%RH，3＜V4＜6m/s  。当G1≤GP＜G2，且P2≤PM

时，主要污染物为气态污染物及颗粒污染物，以颗粒污染物为主，较为严重，空调器运行温

度T4、湿度H4、风速V4进行急速净化，可以显著提高净化效率。

[0020]   进一步的，当所述PM值和GP值处于第五状态时，空调器运行参数具体为温度T5、

湿度H5、风速V5，其中28＜T5＜32℃，40＜H5＜60%RH，3＜V5＜5m/s  。当G2≤GP，且P1≤PM＜

P2时，主要污染物为气态污染物及颗粒污染物，以气态污染物为主，较为严重，空调器运行

温度T5、湿度H5、风速V5进行急速净化，可以显著提高净化效率。

[0021] 进一步的，当所述PM值和GP值处于第六状态时，空调器运行参数具体为温度T6、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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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H6、风速V6，其中18＜T6＜34℃，20＜H6＜70%RH，0＜V6＜8m/s  。当G2≤GP，且P2≤PM时，

主要污染物为气态污染物及颗粒污染物，污染程度严重，空调器运行温度T6、湿度H6、风速

V6进行急速净化，可以显著提高净化效率。

[0022] 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用于存储计算机程序，所述计算机程序被处理器调用

时实现以上任一项所述的空调器HEPA网急速净化方法。

[0023] 一种空气调节器，包括处理器和存储器，所述存储器用于存储计算机程序，所述计

算机程序被所述处理器调用时实现以上任一项所述的空调器HEPA网急速净化方法。

[0024] 一种空调，包括空气调节器，所述空气调节器具体为以上所述的空气调节器。

[0025]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空调器HEPA网急速净化方法、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及空调的有

益效果在于：根据污染情况，尤其是污染物粒径分布调节风速、温度及湿度到合适值，由于

不同风速、温度、湿度条件下，HEPA网对不同粒径范围粒子净化能力不同，使空气净化能力

提高。可解决空调器净化速度慢，难以在短时间内达到健康空气质量的问题。空调器在运行

时能够自主判断是否需要先急速净化空气质量后再开启空调制冷制热模式，保证了室内环

境的健康。同时，由于空调器运行净化模式时，首先会根据室内空气污染情况，尤其是污染

物粒径分布，将室内温湿度调节到最佳的净化温湿度范围。如此，由于HEPA网对不同粒径的

污染物净化能力与温湿度及风速密切相关，在最佳净化温湿度及风速条件下，空调器净化

效率大大提高，室内污染物以最快的速度得到净化，达到同一空气质量标准所需的时间相

比常规净化得以缩短。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本领

域普通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

[0028] 实施例1：一种空调器HEPA网急速净化方法。

[0029] 一种空调器HEPA网急速净化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用户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是否开启净化模式：当空调器开机后自由运行时，空调器直

接进入净化模式；当空调器开机后人工控制时，空调器可根据需要选择进入净化模式或者

空调模式。

[0030] 净化模式运行过程如下：

当空调器运行净化模式时，首先由空气质量检测装置进行空气质量检测。

[0031] 所述空气质量检测装置包含传感器及控制器。

[0032] 所述传感器包含气态污染物传感器及颗粒物传感器。

[0033] 所述气态污染物传感器用于检测甲醛、异味等气态污染物浓度；所述颗粒物传感

器用于检测PM0.3、PM2.5等颗粒污染物浓度及粒径分布。

[0034] 所述传感器根据空气污染情况判断是否需要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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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设置最低气态污染物浓度极限为G1，最低颗粒污染物浓度极限为P1（即为预设阈

值）；

优选的，所述污染物浓度极限值小于国标污染物浓度极限值。

[0036] 当气态污染物浓度GP小于最低气态污染物浓度极限G1（即GP＜G1），且颗粒污染物

浓度PM小于最低颗粒污染物浓度P1（即PM＜P1）时，系统判断无需进行空气净化，空调器直

接进入空调模式；

当气态污染物浓度GP大于等于最低气态污染物浓度极限G1（即GP≥G1），或颗粒污染物

浓度PM大于等于最低颗粒污染物浓度P1（即PM≥P1）时，说明当前空气质量并未达到标准要

求，系统判断需要进行净化，首先进入净化模式进行急速净化。

[0037] 运行急速净化时，空调器会根据气态污染物GP浓度大小及颗粒污染物PM浓度大小

运行系统预设的与净化需求相对应的温度、湿度及风速，从而使环境快速达到最佳净化温

湿度及风速范围。

[0038] 当完成1个净化周期后，空气质量检测装置再次进行空气质量检测，并判断是否需

要进行净化。

[0039] 如果判断为是，则再次进行急速净化；如果判断为否，则说明急速净化完成，空调

可进入正常制冷制热空调模式。

[0040] 其中根据颗粒污染物PM浓度大小运行系统预设的与净化需求相对应的温度、湿度

及风速具体如下：

当PM＜P1时，主要污染物为气态污染物，空调器运行温度T1、湿度H1、风速V1进行急速

净化，其中P1=0.035mg/m3，T1=30℃，H1=70%RH，V1=3m/s；

当GP＜G1时，主要污染物为颗粒污染物，空调器运行温度T2、湿度H2、风速V2进行急速

净化，其中G1=0.03mg/m3，T2=20℃，H2=40%RH，V2=5m/s；

当G1≤GP＜G2，且P1≤PM＜P2时，主要污染物为气态污染物及颗粒污染物，污染程度一

般，空调器运行温度T3、湿度H3、风速V3进行急速净化，其中P2=0.075mg/m3，G2=0.1mg/m3，T3

=25℃，H3=50%RH，V3=3m/s；

当G1≤GP＜G2，且P2≤PM时，主要污染物为气态污染物及颗粒污染物，以颗粒污染物为

主，较为严重，空调器运行温度T4、湿度H4、风速V4进行急速净化，其中T4=24℃，H4=40%RH，

V4=4m/s；

当G2≤GP，且P1≤PM＜P2时，主要污染物为气态污染物及颗粒污染物，以气态污染物为

主，较为严重，空调器运行温度T5、湿度H5、风速V5进行急速净化，其中T5=30℃，H5=60%RH，

V5=4m/s；

当G2≤GP，且P2≤PM时，主要污染物为气态污染物及颗粒污染物，污染程度严重，空调

器运行温度T6、湿度H6、风速V6进行急速净化，其中T6=30℃，H6=30%RH，V6=6m/s。

[0041] 本实施例中，空调器在运行时能够自主判断是否需要先急速净化空气质量后再开

启空调制冷制热模式，保证了室内环境的健康。同时，由于空调器运行净化模式时，首先会

根据颗粒污染物粒径分布情况，将室内温湿度调节到最佳的净化温湿度范围。如此，由于

HEPA网净化能力与温湿度及风速密切相关，在最佳净化温湿度及风速条件下，空调器净化

效率大大提高，颗粒污染物以最快的速度得到净化，达到同一空气质量标准所需的时间相

比常规净化得以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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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实施例2：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0043] 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用于存储计算机程序，所述计算机程序被处理器调用

时实现实施例1所述的空调器HEPA网急速净化方法。

[0044] 实施例3：一种空气调节器。

[0045] 一种空气调节器，包括处理器和存储器，所述存储器用于存储计算机程序，所述计

算机程序被所述处理器调用时实现实施例1所述的空调器HEPA网急速净化方法。

[0046] 实施例4：一种空调。

[0047] 一种空调，包括空气调节器，所述空气调节器具体为实施例3所述的空气调节器。

[0048] 以上所述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但本发明不应局限于该实施例和附图所公

开的内容，所以凡是不脱离本发明所公开的精神下完成的等效或修改，都落入本发明保护

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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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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