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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捷式空气净化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空气净化技术领域，尤其涉

及一种便捷式空气净化器。包括依次固定安装的

外盖、前壳装置和后壳装置，在前壳装置内安装

过滤装置、风机装置、紫外线灯管和负离子发生

器。在后壳装置内设置通风道、喷雾装置。本实用

新型涉及的便携式空气净化器，能有效的处理人

造板材、家居、墙面壁纸、化纤地毯、窗帘、床罩及

室内空气中游离的甲醛、氨气、TVOC、硫化氢等有

害气体，通过过滤网和负离子发生器充分过滤空

气中的烟雾和粉尘，再加上紫外线和过滤网能有

效的杀灭空气中的细菌。通过喷雾装置增加空气

湿度，有效去除空气中的霉味、烟味和臭气，清新

空气美化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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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捷式空气净化器，包括外盖（11）、前壳装置（12）、后壳装置（13）、过滤装置

（2）、风机装置（5），外盖（11）可拆卸的安装在前壳装置（12）的前侧，后壳装置（13）固定在前

壳装置（12）的后侧，其特征在于：前壳装置（12）前侧面设置向内凹陷的前壳内腔（121），前

壳内腔（121）内设置风机孔（122），风机孔（122）上设置进风格栅（1221），在进风格栅（1221）

上设置电机腔（127），风机装置（5）安装在电机腔（127）内；前壳内腔（121）上还设置滤板支

撑板（125），过滤装置（2）安装在前壳内腔（121）内，并通过滤板支撑板（125）支撑过滤装置

（2）；在前壳内腔（121）内部设置灯盖板固定孔（1231）、灯盖板安装架（1232）、灯固定孔

（1233），在灯固定孔（1233）上安装紫外灯管（4），在灯盖板安装架（1232）上安装紫外灯盖

板，并通过盖板螺丝将盖板固定到灯盖板固定孔（1231）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捷式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电机腔（127）周围设置

固定块，在固定块上设置电机螺纹孔（1271）；风机装置（5）包括电机（51）、电机架（52）和蜗

轮（53），蜗轮（53）安装在电机（51）的输出轴上，电机架（52）固定在电机（51）的端面上，电机

架（52）上设置电机固定孔（521），通过在电机固定孔（521）和电机螺纹孔（1271）安装电机固

定螺栓，将风机装置（5）固定在风机孔（122）前。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便捷式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后壳装置（13）内

侧端面上设置蜗轮风道（132），蜗轮风道（132）整体为圆形的垂直于后壳装置（13）的壁板，

圆形的壁板上端设置向上的导风口，开口正对着后壳装置（13）的顶部出风口。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便捷式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后壳装置（13）的

顶部出风口上设置栅板安装口（138），在栅板安装口（138）上安装出风栅板（131）；栅板安装

口（138）周围设置第二螺孔（1381），出风栅板（131）上设置提手孔（1312）和栅板固定孔

（1313），通过在栅板固定孔（1313）和第二螺孔（1381）上安装螺丝将出风栅板（131）可拆卸

安装在栅板安装口（138）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便捷式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后壳装置（13）的后侧设

置水箱腔（133），水箱腔（133）位于蜗轮风道（132）下方；在水箱腔（133）内安装水箱（3），水

箱腔（133）的底部设置下水口（1331），在水箱腔（133）下方固定水泵装置（134），水泵装置

（134）包括雾化泵（1341）、水槽（1342）、泵电机（1343），雾化泵（1341）固定在水槽（1342）一

端，泵电机（1343）安装在雾化泵（1341）底部；在水槽（1342）底部设置排水口（1346），在排水

口（1346）上设置电磁阀（1344），在雾化泵（1341）顶部设置出雾口（1345），在后壳装置（13）

顶部设置喷雾口（1314），出雾口（1345）与喷雾口（1314）通过中间软管相连；水槽（1342）上

边设置水泵固定孔（1347），水槽（1342）两侧边设置水槽凸边（1348），在水箱腔（133）上设置

螺丝孔（1332），在水箱腔（133）下部设置卡槽（137），通过水槽凸边（1348）和卡槽（137）的嵌

入式配合，以及在螺丝孔（1332）和水泵固定孔（1347）上安装螺丝，将水泵装置（134）固定在

水箱腔（133）下部。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便捷式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前壳装置（12）的后侧安

装负离子发生器（6），负离子发生器（6）位于蜗轮（53）的上部，且位于蜗轮风道（132）的导风

口内。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便捷式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后壳装置（13）上设置烟

雾口（136），在烟雾口（136）内侧设置气味感应器（7）。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捷式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过滤装置（2）包括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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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网（21）和第二过滤网（22），第二过滤网（22）和第一过滤网（21）依次叠加放入前壳内腔

（121）内；第一过滤网（21）包括前后叠加的蜂窝活性炭网（211）和抗菌棉滤网（212），蜂窝活

性炭网（211）和抗菌棉滤网（212）通过第一边框（214）包边固定，在第一边框（214）上设置第

一拉条（215）。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便捷式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第二过滤网（22）包括相

互叠加的第二抗菌棉滤网（221）和HEPA高效过滤网（222），第二抗菌棉滤网（221）和HEPA高

效过滤网（222）通过第二边框（223）包边固定，第二边框（223）上固定第二拉条（224）。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捷式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外盖（11）上设置下挂

架和铁片（113），下挂架包括由两片正对平行的外盖筋板（111）及两片外盖筋板（111）之间

的设置的固定圆销（112）；前壳装置（12）上设置磁铁（124）和外盖安装扣（126），当外盖（11）

安装在前壳装置（12）上时，铁片（113）和磁铁（124）相吸，下挂架安装在外盖安装扣（126）

上；外盖安装扣（126）包括底片（1261）、固定在底片（1261）和前壳装置（12）壁板之间的内筋

板（1262）、固定在底片（1261）前侧的前端板（1263）、固定在底片（1261）两侧的侧筋板

（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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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捷式空气净化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气净化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便捷式空气净化器。

背景技术

[0002] 一般空气净化器或者喷雾加湿器的水箱都是和主机作为整体的，使用时间长了

后，需要清洗水箱，这样十分不方便。也有的水箱和主体分离式设计，但在水箱底部和主机

之间还固定连接一根水管，由于水管的长度限制，水箱不能随意移动，往往和主机一块移

动，这样清洗水箱也很不方便，且这样的水箱一般都是开放的水口，夏天容易进昆虫，水质

容易变坏，影响喷出水雾的效果。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便捷式空气净化器。

[0004] 一种便捷式空气净化器，包括外盖、前壳装置、后壳装置、过滤装置、风机装置，外

盖可拆卸的安装在前壳装置的前侧，后壳装置固定在前壳装置的后侧，其特点是，前壳装置

前侧面设置向内凹陷的前壳内腔，前壳内腔内设置风机孔，风机孔上设置进风格栅，在进风

格栅上设置电机腔，风机装置安装在电机腔内；前壳内腔上还设置滤板支撑板，过滤装置安

装在前壳内腔内，并通过滤板支撑板支撑过滤装置；在前壳内腔内部设置灯盖板固定孔、灯

盖板安装架、灯固定孔，在灯固定孔上安装紫外灯管，在灯盖板安装架上安装紫外灯盖板，

并通过盖板螺丝将盖板固定到灯盖板固定孔上。

[0005] 优选的，电机腔周围设置固定块，在固定块上设置电机螺纹孔；风机装置包括电

机、电机架和蜗轮，蜗轮安装在电机的输出轴上，电机架固定在电机的端面上，电机架上设

置电机固定孔，通过在电机固定孔和电机螺纹孔安装电机固定螺栓，将风机装置固定在风

机孔前。

[0006] 优选的，所述的后壳装置内侧端面上设置蜗轮风道，蜗轮风道整体为圆形的垂直

于后壳装置的壁板，圆形的壁板上端设置向上的导风口，开口正对着后壳装置的顶部出风

口。

[0007] 优选的，所述的后壳装置的顶部出风口上设置栅板安装口，在栅板安装口上安装

出风栅板；栅板安装口周围设置第二螺孔，出风栅板上设置提手孔和栅板固定孔，通过在栅

板固定孔和第二螺孔上安装螺丝将出风栅板可拆卸安装在栅板安装口上。

[0008] 优选的，后壳装置的后侧设置水箱腔，水箱腔位于蜗轮风道下方；在水箱腔内安装

水箱，水箱腔的底部设置下水口，在水箱腔下方固定水泵装置，水泵装置包括雾化泵、水槽、

泵电机，雾化泵固定在水槽一端，泵电机安装在雾化泵底部；在水槽底部设置排水口，在排

水口上设置电磁阀，在雾化泵顶部设置出雾口，在后壳装置顶部设置喷雾口，出雾口与喷雾

口通过中间软管相连；水槽上边设置水泵固定孔，水槽两侧边设置水槽凸边，在水箱腔上设

置螺丝孔，在水箱腔下部设置卡槽，通过水槽凸边和卡槽的嵌入式配合，以及在螺丝孔和水

泵固定孔上安装螺丝，将水泵装置固定在水箱腔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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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的，前壳装置的后侧安装负离子发生器，负离子发生器位于蜗轮的上部，且位

于蜗轮风道的导风口内。

[0010] 优选的，后壳装置上设置烟雾口，在烟雾口内侧设置气味感应器。

[0011] 优选的，过滤装置包括第一过滤网和第二过滤网，第二过滤网和第一过滤网依次

叠加放入前壳内腔内；第一过滤网包括前后叠加的蜂窝活性炭网和抗菌棉滤网，蜂窝活性

炭网和抗菌棉滤网通过第一边框包边固定，在第一边框上设置第一拉条。

[0012] 优选的，第二过滤网包括相互叠加的第二抗菌棉滤网和HEPA高效过滤网，第二抗

菌棉滤网和HEPA高效过滤网通过第二边框包边固定，第二边框上固定第二拉条。

[0013] 优选的，外盖上设置下挂架和铁片，下挂架包括由两片正对平行的外盖筋板及两

片外盖筋板之间的设置的固定圆销；前壳装置上设置磁铁和外盖安装扣，当外盖安装在前

壳装置上时，铁片和磁铁相吸，下挂架安装在外盖安装扣上；外盖安装扣包括底片、固定在

底片和前壳装置壁板之间的内筋板、固定在底片前侧的前端板、固定在底片两侧的侧筋板。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涉及的便携式空气净化器，能有效的处理人造板材、

家居、墙面壁纸、化纤地毯、窗帘、床罩及室内空气中游离的甲醛、氨气、TVOC、硫化氢等有害

气体，通过过滤网和负离子发生器充分过滤空气中的烟雾和粉尘，再加上紫外线和过滤网

能有效的杀灭空气中的细菌。通过喷雾装置增加空气湿度，有效去除空气中的霉味、烟味和

臭气，清新空气美化皮肤。本专利的空气净化器集成度高，体积小，很方便的携带和搬运使

用。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便捷式空气净化器前侧结构斜视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便捷式空气净化器后侧结构斜视图。

[0017] 图3是本发明便捷式空气净化器后视图。

[0018] 图4是图3的A-A视图。

[0019] 图5是本发明便捷式空气净化器拆掉外盖内部结构斜视图。

[0020] 图6是本发明便捷式空气净化器去掉过滤网内部结构斜视图。

[0021] 图7是本发明便捷式空气净化器前壳装置后部结构斜视图。

[0022] 图8是本发明便捷式空气净化器前壳前部结构斜视图。

[0023] 图9是本发明便捷式空气净化器前壳后部结构斜视图。

[0024] 图10是本发明盖板结构斜视图。

[0025] 图11是本发明便捷式空气净化器风机装置前侧结构斜视图。

[0026] 图12是本发明便捷式空气净化器后壳装置前侧结构斜视图。

[0027] 图13是本发明便捷式空气净化器后壳装置后侧结构斜视图。

[0028] 图14是本发明便捷式空气净化器后壳前侧结构斜视图。

[0029] 图15是本发明后壳出风口结构斜视图。

[0030] 图16是本发明第一滤板结构主视图。

[0031] 图17是图16的B-B视图。

[0032] 图18是图17的C-C视图。

[0033] 图19是本发明第一滤板结构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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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图20是本发明第一滤板结构后视图。

[0035] 图21是图20的D-D视图。

[0036] 图22是本发明水泵靠上部结构斜视图。

[0037] 图23是本发明水泵靠下部结构斜视图。

[0038] 其中：2-过滤装置；3-水箱；4-紫外灯管；5-风机装置；6-负离子发生器；7-气味感

应器；11-外盖；12-前壳装置；13-后壳装置；21-第一过滤网；22-第二过滤网；51-电机；52-

电机架；53-蜗轮；111-外盖筋板；112-固定圆销；113-铁片；121-前壳内腔；122-风机孔；

124-磁铁；125-滤板支撑板；126-外盖安装扣；127-电机腔；128-前壳固定孔；131-出风栅

板；132-蜗轮风道；133-水箱腔；134-水泵装置；135-后壳固定孔；136-烟雾口；137-卡槽；

138-栅板安装口；211-蜂窝活性炭网；212-抗菌棉滤网；214-第一边框；215-第一拉条；221-

第二抗菌棉滤网；222-HEPA高效过滤网；223-第二边框；224-第二拉条；521-电机固定孔；

1221-进风格栅；1231-灯盖板固定孔；1232-灯盖板安装架；1233-灯固定孔；1261-底片；

1262-内筋板；1263-前端板；1264-侧筋板；1271-电机螺纹孔；1272-电线槽板；  1312-提手

孔；1313-栅板固定孔；1314-喷雾口；1321-风道筋板；1331-下水口；1332-螺丝孔；1341-雾

化泵；1342-水槽；1343-泵电机；1344-电磁阀；1345-出雾口；1346-排水口；1347-水泵固定

孔；1348-水槽凸边；1381-第二螺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40] 如图1是本发明便捷式空气净化器前侧结构斜视图。图2是本发明便捷式空气净化

器后侧结构斜视图。图3是本发明便捷式空气净化器后视图。图4是图3的A-A视图。图5是本

发明便捷式空气净化器拆掉外盖内部结构斜视图。图6是本发明便捷式空气净化器去掉过

滤网内部结构斜视图。一种便捷式空气净化器，包括外盖11、前壳装置12、后壳装置13、过滤

装置2、风机装置5，外盖11可拆卸的安装在前壳装置12的前侧，后壳装置13固定在前壳装置

12的后侧，其特征在于：前壳装置12前侧面设置向内凹陷的前壳内腔121，前壳内腔121内设

置风机孔122，风机孔122上设置进风格栅1221，在进风格栅1221上设置电机腔127，风机装

置5安装在电机腔127内。前壳内腔121上还设置滤板支撑板125，过滤装置2安装在前壳内腔

121内，并通过滤板支撑板125支撑过滤装置2。在前壳内腔121内部设置灯盖板固定孔1231、

灯盖板安装架1232、灯固定孔1233，在灯固定孔1233上安装紫外灯管4，在灯盖板安装架

1232上安装紫外灯盖板，并通过盖板螺丝将盖板固定到灯盖板固定孔1231上。将紫外灯管4

安装在前壳内腔121内，且位于风机孔122顶部，使得进入风机孔122的空气都受到紫外线的

照射，从而充分除去风机孔122内的细菌。在紫外灯管4的上方设置紫外灯盖板，主要用于减

少紫外灯管4紫外线的散射，避免前壳内腔121内的过滤装置2长期受到紫外线的照射，造成

过滤装置2的损坏，影响过滤装置2的过滤效果。另外紫外灯管4易碎损坏，紫外灯盖板还可

以保护紫外灯管4，避免在拆卸安装过滤装置2时，损坏紫外灯管4。采用365纳米紫外线波长

光源，可杀灭空气中的多种细菌。紫外线杀菌灯一般用来对空气、物体表面和水进行消毒杀

菌;  它能净化空气、消除霉味，此外还能产生一定量的负氧离子，经紫外线消毒的房间，空

气特别清新，同时可避免些病毒经空气或经物体表面传播。

[0041] 如图7是本发明便捷式空气净化器前壳装置后部结构斜视图。图8是本发明便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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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净化器前壳前部结构斜视图。图9是本发明便捷式空气净化器前壳后部结构斜视图。图

11是本发明便捷式空气净化器风机装置前侧结构斜视图。电机腔127周围设置固定块，在固

定块上设置电机螺纹孔1271；风机装置5包括电机51、电机架52和蜗轮53，蜗轮53安装在电

机51的输出轴上，电机架52固定在电机51的端面上，电机架52上设置电机固定孔521，通过

在电机固定孔521和电机螺纹孔1271安装电机固定螺栓，将风机装置5固定在风机孔122前。

当风机装置5安装在风机孔122上的电机腔127内时，蜗轮53的开口端面正对着风机孔122，

且圆筒形的蜗轮53的内腔大于风机孔122，且完全将风机孔122包住。电机架52可以采用焊

接的方式或者螺栓紧固的方式固定在电机51的前端面或者后端面上。当电机51驱动蜗轮53

旋转时，在蜗轮53内部形成空气负压，将空气扇到蜗轮53以外的端面上。在进风格栅1221上

设置电线槽板1272，便于将电机51的接线通过电线槽板1272连接到供电板上。前壳装置12

的后侧安装负离子发生器6，负离子发生器6位于蜗轮53的上部，且位于蜗轮风道132的导风

口内。在蜗轮风道132的导风口内设置负离子发生器6，使通常带正电荷的空内漂浮尘埃、烟

雾、病菌、病毒相互聚集， 失去在空气中自由漂浮的能力，并迅速坠落，从而净化了空气，净

化了环境，不再对人体形成危害。从而进一步净化蜗轮风道132内导出的空气。促进人体新

陈代谢，增强细胞活力，保障身体健康。

[0042] 如图12是本发明便捷式空气净化器后壳装置前侧结构斜视图。图13是本发明便捷

式空气净化器后壳装置后侧结构斜视图。图14是本发明便捷式空气净化器后壳前侧结构斜

视图。图15是本发明后壳出风口结构斜视图。后壳装置13内侧端面上设置蜗轮风道132，蜗

轮风道132整体为圆形的垂直于后壳装置13的壁板，圆形的壁板上端设置向上的导风口，开

口正对着后壳装置13的顶部出风口。当后壳装置13安装在前壳装置12前端时，蜗轮53位于

蜗轮风道132内，通过蜗轮风道132将蜗轮53吹出的空气导入到后壳装置13顶部的出风口，

实现净化后的空气排出。在蜗轮风道132的外围设置风道筋板1321，避免蜗轮风道132长期

受到正压力而疲劳折断。后壳装置13的顶部出风口上设置栅板安装口138，在栅板安装口

138上安装出风栅板131。栅板安装口138周围设置第二螺孔1381，出风栅板131上设置提手

孔1312和栅板固定孔1313，通过在栅板固定孔1313和第二螺孔1381上安装螺丝将出风栅板

131可拆卸安装在栅板安装口138上。通过在后壳装置13的顶部设置可拆卸的出风栅板131，

出风栅板131的主要作用是排风和保护作用，防止外面的东西通过出风口进入蜗轮风道

132，造成蜗轮53的损坏。在出风栅板131上设置提手孔1312，方便手动提起空气净化器。通

过可拆卸结构，主要为了降低出风栅板131的加工制造难度，出风栅板131的结构较复杂，如

果和后壳装置13一起开模制作的话，导致模具的结构复杂，容易产生更多的次品率。后壳装

置13上设置烟雾口136，在烟雾口136内侧设置气味感应器7。通过气味感应器7，可以根据放

置空间的空气质量自动调节空气净化系统，调节风机转速，达到快速净化的效果。

[0043] 如图22是本发明水泵靠上部结构斜视图。图23是本发明水泵靠下部结构斜视图。

后壳装置13的后侧设置水箱腔133，水箱腔133位于蜗轮风道132下方；在水箱腔133内安装

水箱3，水箱腔133的底部设置下水口1331，在水箱腔133下方固定水泵装置134，水泵装置

134包括雾化泵1341、水槽1342、泵电机1343，雾化泵1341固定在水槽1342一端，泵电机1343

安装在雾化泵1341底部。在水槽1342底部设置排水口1346，在排水口1346上设置电磁阀

1344，在雾化泵1341顶部设置出雾口1345，在后壳装置13顶部设置喷雾口1314，出雾口1345

与喷雾口1314通过中间软管相连。水槽1342上边设置水泵固定孔1347，水槽1342两侧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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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水槽凸边1348，在水箱腔133上设置螺丝孔1332，在水箱腔133下部设置卡槽137，通过水

槽凸边1348和卡槽137的嵌入式配合，以及在螺丝孔1332和水泵固定孔1347上安装螺丝，将

水泵装置134固定在水箱腔133下部。在前壳装置12上设置前壳固定孔128，在后壳装置13上

设置后壳固定孔135，后壳装置13安装到前壳装置12时，后壳固定孔135和前壳固定孔128同

轴，通过在后壳固定孔135和前壳固定孔128上安装紧固螺丝，进而将前壳装置12和后壳装

置13固定牢。通过在水槽1342上设置电磁阀1344，长期不用时，可以通过排水口1346将水槽

1342内的水排放干净。通过排水口1346可以将水箱3的出水口和水槽1342接通。通过水泵装

置134能够在净化空气的同时增加空气湿度，让你呼吸不干燥，提高呼吸的质量，有效去除

空气中的霉味、烟味及臭味，使空气变更加清新，促进人体面部细胞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舒缓神经紧张，消除疲劳。

[0044] 如图16是本发明第一滤板结构主视图。图17是图16的B-B视图。图18是图17的C-C

视图。图19是本发明第一滤板结构主视图。图20是本发明第一滤板结构后视图。图21是图20

的D-D视图。过滤装置2包括第一过滤网21和第二过滤网22，第二过滤网22和第一过滤网21

依次叠加放入前壳内腔121内。第一过滤网21包括前后叠加的蜂窝活性炭网211和抗菌棉滤

网212，蜂窝活性炭网211和抗菌棉滤网212通过第一边框214包边固定，在第一边框214上设

置第一拉条215。蜂窝活性炭网211以疏松的高分子材料为载体，同时在活性炭表面附着高

效催化剂，使得其具有吸附能力强，风阻小，具有较好的粗效过滤功能。以优质粉状活性碳

为吸附材料，将其附载于天然纤维、化学纤维或混纺纤维的无纺布基体之上制成。具有良好

的吸附性和集尘效果的特点，成型性好、强度高、气流阻力小。蜂窝活性炭对苯、甲苯、二甲

苯，甲醛，氨等有害气体吸附率可达98%以上。从而可以有效的处理人造板材、家居、墙面壁

纸、化纤地毯、窗帘、床罩及室内空气中游离的甲醛、氨气、TVOC、硫化氢等有害气体。抗菌棉

滤网212为5微米孔径的精密过滤网，同时在过滤网加入抗菌剂，有效杀死空气中的细菌等，

抗菌车达99%以上。第二过滤网22包括相互叠加的第二抗菌棉滤网221和HEPA高效过滤网

222，第二抗菌棉滤网221和HEPA高效过滤网222通过第二边框223包边固定，第二边框223上

固定第二拉条224。第二抗菌棉滤网221为5微米孔径的精密过滤网，同时在过滤网加入抗菌

剂，有效杀死空气中的细菌等，抗菌车达99%以上。HEPA高效过滤网222可以过滤空气中的

0.3微米的细菌、烟雾及粉尘等微粒，过滤效率达99%以上。与多功能过滤网相结合，HEPA过

滤网可以过滤掉直径大于20纳米的微小颗粒，包括细菌霉菌、灰尘、过敏原和部分病毒。  世

界卫生组织的刊物显示，禽流感、人流感病毒和军团症细菌均大于20纳米。还可过滤掉烟

味。通过第一拉条215和第二拉条224，可以方便的将第一过滤网21和第二过滤网22取出。

[0045] 如图10是本发明盖板结构斜视图。外盖11上设置下挂架和铁片113，下挂架包括由

两片正对平行的外盖筋板111及两片外盖筋板111之间的设置的固定圆销112。前壳装置12

上设置磁铁124和外盖安装扣126，当外盖11安装在前壳装置12上时，铁片113和磁铁124相

吸，下挂架安装在外盖安装扣126上。外盖安装扣126包括底片1261、固定在底片1261和前壳

装置12壁板之间的内筋板1262、固定在底片1261前侧的前端板1263、固定在底片1261两侧

的侧筋板1264。当外盖11安装到前壳装置12上时，先将下挂架上的固定圆销112插入底片

1261、内筋板1262、前端板1263组成的开口朝上的槽口内，然后将外盖11向前壳装置12紧

扣。铁片113和磁铁124位置正对且正好相吸，由此可以将外盖11方便固定到前壳装置12上。

外盖11的下端开口不封闭，外盖11的两侧端设置长槽，由此空气可以从外盖11的下端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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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进入。

[0046] 以上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并非对本发明的限制，有关技术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做出各种变化和变型，因此所有

等同的技术方案也属于本发明的范畴，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应由权利要求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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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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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11/17 页

20

CN 209181150 U

20



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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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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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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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图20

说　明　书　附　图 15/17 页

24

CN 209181150 U

24



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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