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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

包括纵向排风管道，所述纵向排风管道经过每个

楼层，每个住户的房间内设有第一排风口和第二

排风口，所述第一排风口设置在第一高度，第二

排风口设置在第二高度，所述第一排风口和第二

排风口与所述纵向排风管道连通，纵向排风管道

内设有第一风机，所述纵向排风管道的顶端设有

第二风机，第二风机的进口与所述纵向排风管道

连通，第二风机的出口与外界空气相通；第一高

度高于第二高度。通过第一排风口和第二排风口

设置在不同的高度，这样易形成室内的空气流

动，也有利于将室内的污染空气风机统一抽取排

放到外界空气，保证了人们生活的舒适性，及降

低了对长期生活在室内的人们的身体健康的危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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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纵向排风管道(11)，所述纵向排风

管道(11)经过每个楼层，每个住户的房间内设有第一排风口(12)和第二排风口(13)，所述

第一排风口(12)设置在第一高度，所述第二排风口(13)设置在第二高度，所述第一排风口

(12)和第二排风口(13)与所述纵向排风管道(11)连通，所述纵向排风管道(11)内设有第一

风机(14)，所述纵向排风管道(11)的顶端设有第二风机(15)，所述第二风机(15)的进口与

所述纵向排风管道(11)连通，所述第二风机(15)的出口与外界空气相通,第一高度高于第

二高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个房间内设有第一

风道(16)和第二风道(17)，所述第一风道(16)沿第一高度设置，第一高度即设为屋顶的高

度，所述第二风道(17)沿第二高度设置，第二高度即设为地面的高度，所述第一风道(16)和

所述第二风道(17)上分别设有若干个第一进风口(18)，所述第一风道(16)与所述第一排风

口(12)连通，所述第二风道(17)与所述第二排风口(13)连通；

所述第一排风口(12)与所述第二排风口(13)处分别设有风道止逆阀。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个楼层的每个厨房

均分别设有第三排风口(20)，所述第三排风口(20)设为油烟机的排风口，所述第三排风口

(20)与所述纵向排风管道(11)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风机(15)的

出口设有净化装置，所述净化装置包括水箱(21)，所述水箱(21)包括侧壁(211)、底板

(212)、隔板(213)和顶板(214)，所述隔板(213)设于所述底板(212)和顶板(214)之间，所述

侧壁(211)、底板(212)和隔板(213)之间构成第一层水箱(23)；

所述第二风机(15)的出口连接设有第一管道(22)，所述第一管道(22)从上往下依次穿

过所述顶板(214)和隔板(213)与第一层水箱(23)连通，所述隔板(213)上纵向贯穿设有若

干个第一孔(24)，所述顶板(214)上纵向贯穿设有第二孔(25)，所述第二孔(25)处连接设有

过滤单元(26)，所述过滤单元(26)设于所述顶板(214)的外侧；

所述过滤单元(26)远离所述顶板(214)的一侧连接设有第二管道(27)，所述第二管道

(27)水平设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个住户的房间内设

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第二进风口(28)，所述第二进风口(28)设有过滤净化器(42)。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净化器(42)

包括框架(29)、过滤网(30)、主动滚筒(31)和被动滚筒(32)，所述框架(29)上设有水平贯穿

的第三孔(33)，所述框架(29)的顶端和底端分别设有第一支架(34)和第二支架(35)，所述

主动滚筒(31)的轴向两端分别设有第一转轴，所述被动滚筒(32)的轴向两端分别设有第二

转轴，所述第二转轴分别与所述第一支架(34)转动连接，所述第一转轴分别与所述第二支

架(35)转动连接；

所述第一支架(34)靠近所述框架的一侧设有第一定位滚轴(36)，所述第一定位滚轴

(36)与所述第一支架(34)转动连接且设于所述被动滚筒(32)的斜下方；

所述第二支架(35)靠近所述框架(29)的一侧设有第二定位滚轴(37)，所述第二定位滚

轴(37)与所述第二支架(35)转动连接且设于所述主动滚筒(31)的斜上方；

所述过滤网(30)设为多层且卷于所述被动滚筒(32)上，所述过滤网(30)远离所述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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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筒(32)的另一端依次绕过第一定位滚轴(36)、第二定位滚轴(37)，最后固定于所述主动

滚筒(31)上，所述过滤网(30)贴紧于所述框架(29)，所述过滤网(30)覆盖所述第三孔(33)；

所述第二支架(35)远离所述主动滚筒(31)的外侧设有电机(38)，所述第一转轴通过联

轴器与所述电机(38)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定位滚轴

(36)设为空心管，所述第一定位滚轴(36)沿轴向设有若干个第四孔(39)，所述第一定位滚

轴(36)的两端穿出所述第一支架(34)，所述第二支架(35)的外侧分别设有电动推杆(39)，

所述电动推杆(39)的伸出轴垂直向上通过耳座与所述第一定位滚轴(36)连接；

所述框架(29)上设有第三风机(40)，所述第三风机(40)的出风口与所述第一定位滚轴

(36)的一端连通，所述第四孔(39)与所述过滤网(30)连通且对准所述第三孔(33)；

所述第四孔(39)设为倾斜向下。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空调室内机

(41)，所述过滤净化器(42)远离所述第二进风口(28)的一端设有进风管道，所述进风管道

与所述空调室内机(41)的进风口连通。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所述第一排风口(12)、所述第二排风口(13)、所述第三排风口(20)和所述第一进风口

(18)处分别设有第一风量控制器；

所述第二进风口(28)处设有第二风量控制器；

在每个房间均设置第一空气检测装置，该第一空气检测装置用于监测该第一空气检测

装置所在房间内预设气体的含量参数；

在每个房间均设置主控制器，该主控制器用于获取该主控制器所在房间内的第一空气

检测装置所监测到的预设气体的含量参数，并根据获取到的预设气体的含量参数来控制该

主控制器所在房间内第一风量控制器的进出风量及开闭运行；还用于根据该主控制器所在

房间内第一风量控制器的进出风量来确定该主控制器所在房间的总排风量；还用于根据获

取到的预设气体的含量参数来控制该主控制器所在房间内第二风量控制器的进风量及开

闭运行；

所述楼宇还设置有总控制器，所述总控制器用于获取所述楼宇中每个房间内设置的主

控制器所确定出的总排风量，根据获取的每个房间对应的总排风量来调节所述第一风机和

所述第二风机的速度及控制所述第一风机和所述第二风机的启闭运行。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所述过滤净化器与所述进风管道之间设置第二空气检测装置，该第二空气检测装置用

于监测经过滤净化器后的气体的含量参数；

主控制器还用于获取第二空气检测装置所监测到的经过滤净化器后的气体的含量参

数，并根据获取到的气体的含量参数来控制所述电机的启闭运行，自动更换过滤网；还用于

在第二风量控制器启动之前控制第三风机和电动推杆的启闭运行，对过滤净化器进行反向

吹尘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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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室内空气净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追求舒适美观的居住环境。住宅室内装

修装饰材料的使用，造成室内居住环境恶劣。人们室内生活和工作条件越来越现代化，房屋

越来越趋于“密闭化”，随之带来的“室内污染”、“换气不足”等问题日趋严重。据统计现代人

一天中有80％以上的时间在室内活动，人体代谢过程中会产生400多种有害物质，包括呼吸

排出的气体，通过尿、汗及表皮排出的物质。其中仅人体呼吸道排出的废气中，就含有20多

种有毒物质，例如成年人每小时大约可排出25L的C02。此外，还有肠道气体的排出和人体的

细菌感染。在空气不流畅的居室内，这些污染会使人产生头昏、头痛、胸闷等症状。室内空气

容量小，流通条件不如室外，尤其是室内存在的污染成份比较复杂，危害更为严重。尤其对

于处于生长期的儿童，他们花费一半以上的时间在以住宅为典型代表的居住环境内度过，

且对室内污染物较敏感。因此，住宅室内受污染的空气不及时排放将会严重影响儿童的健

康。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的缺陷，提供一种易形成室内的空

气流动，有利于将室内的污染空气统一抽取排放到外界空气的空气净化系统，可以提高人

们生活的舒适性，及降低对长期生活在室内的人们的身体健康的危害。

[0004] 为此，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包括纵向排风管道，所述

纵向排风管道经过每个楼层，每个住户的房间内设有第一排风口和第二排风口，所述第一

排风口设置在第一高度，所述第二排风口设置在第二高度，所述第一排风口和第二排风口

与所述纵向排风管道连通，所述纵向排风管道内设有第一风机，所述纵向排风管道的顶端

设有第二风机，所述第二风机的进口与所述纵向排风管道连通，所述第二风机的出口与外

界空气相通；第一高度高于第二高度。

[0005] 优选的，每个房间内设有第一风道和第二风道，所述第一风道沿第一高度设置，第

一高度即设为屋顶的高度，所述第二风道沿第二高度设置，第二高度即设为地面的高度，所

述第一风道和所述第二风道上分别设有若干个第一进风口，所述第一风道与所述第一排风

口连通，所述第二风道与所述第二排风口连通；所述第一排风口与所述第二排风口处分别

设有风道止逆阀。

[0006] 优选的，每个楼层的每个厨房均分别设有第三排风口，所述第三排风口设为油烟

机的排风口，所述第三排风口与所述纵向排风管道连通。

[0007] 优选的，所述第二风机的出口设有净化装置，所述净化装置包括水箱，所述水箱包

括侧壁、底板、隔板和顶板，所述隔板设于所述底板和顶板之间，所述侧壁、底板和隔板之间

构成第一层水箱；所述第二风机的出口连接设有第一管道，所述第一管道从上往下依次穿

说　明　书 1/9 页

4

CN 109163409 A

4



过所述顶板和隔板与第一层水箱连通，所述隔板上纵向贯穿设有若干个第一孔，所述顶板

上纵向贯穿设有第二孔，所述第二孔处设有过滤网，所述过滤网设于所述顶板的外侧；所述

过滤网远离所述顶板的一侧连接设有所述第二管道，所述第二管道水平设置。

[0008] 优选的，每个住户的房间内设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第二进风口，所述第二进风口

设有过滤净化器。

[0009] 优选的，所述过滤净化器包括框架、过滤网、主动滚筒和被动滚筒，所述框架上设

有水平贯穿的第三孔，所述框架的顶端和底端分别设有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所述主动滚

筒的轴向两端分别设有第一转轴，所述被动滚筒的轴向两端分别设有第二转轴，所述第二

转轴分别与所述第一支架转动连接，所述第一转轴分别与所述第二支架转动连接；所述第

一支架靠近所述框架的一侧设有第一定位滚轴，所述第一定位滚轴与所述第一支架转动连

接且设于所述被动滚筒的下方；所述第二支架靠近所述框架的一侧设有第二定位滚轴，所

述第二定位滚轴与所述第二支架转动连接且设于所述主动滚筒的上方；所述过滤网设为多

层且卷于所述被动滚筒上，所述过滤网远离所述被动滚筒的另一端依次绕过第一定位滚

轴、第二定位滚轴，最后固定于所述主动滚筒上，所述过滤网贴紧于所述框架，所述过滤网

覆盖所述第三孔；所述第二支架远离所述主动滚筒的外侧设有电机，所述第一转轴通过联

轴器与所述电机连接。

[0010] 优选的，所述第一定位滚轴设为空心管，所述第一定位滚轴沿轴向设有若干个第

四孔，所述第一定位滚轴的两端穿出所述第一支架，所述第二支架的外侧分别设有电动推

杆，所述电动推杆的伸出轴垂直向上通过耳座与所述第一定位滚轴连接；所述框架上设有

第三风机，所述第三风机的出风口与所述第一定位滚轴的一端连通，所述第四孔与所述过

滤网连通；所述第四孔设为倾斜向下。

[0011] 优选的，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还包括空调室内机，所述过滤净化器远离所述

第二进风口的一端设有进风管道，所述进风管道与所述空调室内机的进风口连通。

[0012] 优选的，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还包括：

[0013] 所述第一排风口、所述第二排风口、所述第三排风口、和所述第一进风口处分别设

有第一风量控制器；所述第二进风口处设有第二风量控制器；在每个房间均设置第一空气

检测装置，该第一空气检测装置用于监测该第一空气检测装置所在房间内预设气体的含量

参数；在每个房间均设置主控制器，该主控制器用于获取该主控制器所在房间内的第一空

气检测装置所监测到的预设气体的含量参数，并根据获取到的预设气体的含量参数来控制

该主控制器所在房间内第一风量控制器的进出风量及开闭运行；还用于根据该主控制器所

在房间内第一风量控制器的进出风量来确定该主控制器所在房间的总排风量；还用于根据

获取到的预设气体的含量参数来控制该主控制器所在房间内第二风量控制器的进风量及

开闭运行；所述楼宇还设置有总控制器，所述总控制器用于获取所述楼宇中每个房间内设

置的主控制器所确定出的总排风量，根据获取的每个房间对应的总排风量来调节所述第一

风机和所述第二风机的速度及控制所述第一风机和所述第二风机的启闭运行。

[0014] 优选的，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还包括：

[0015] 所述过滤净化器与所述进风管道之间设置第二空气检测装置，该第二空气检测装

置用于监测经过滤净化器后的气体的含量参数；主控制器还用于获取第二空气检测装置所

监测到的经过滤净化器后的气体的含量参数，并根据获取到的气体的含量参数来控制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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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的启闭运行，自动更换过滤网；还用于在第二风量控制器启动之前控制第三风机和电

动推杆的启闭运行，对过滤净化器进行反向吹尘清洁。

[0016] 本发明技术方案，具有如下优点：

[0017] 1.本发明提供的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通过智能实时监测每一个房间内的空

气质量，及时排放室内受污染的空气，同时吸入过滤后洁净的新空气，室内的受污染的空气

达到完全置换，保证了人们生活的舒适性，及降低了对长期生活在室内的人们的身体健康

的危害；夏季可适当提高室内温度以达到健康、节能、环保的效果。

[0018] 2.本发明提供的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第一风道可设为沿着屋顶的墙角线设

置，第二风道可设为沿着地面的踢脚线设置，这样有利于将沉淀在居住空间下部的甲醛、氡

气等比重大的有害气体经第一进风口进入第二风道抽排到纵向排风管道，每个房间内设有

第一风道和第二风道，这样上下交替的正压排风易在每个密闭的房间内形成有效的空气对

流，确保室内的受污染的空气达到完全排放。

[0019] 3.本发明提供的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经总管道排放的空气采用湿式阶除尘

法将污染空气里含有的硫化物、粉尘颗粒等有害物质消除，并将气体中的有害物质完全分

解、氧化为二氧化碳、水和其他无机小分子物质，完成对空气的净化再排放到大气中，实现

了环保的效果。

[0020] 4.本发明提供的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在新风进风口增设智能更换过滤网，

以确保整个室内的空气洁净。

[0021] 5.本发明提供的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新风进风口还具备自洁的功能，此新

风口每次开启前，智能设定由内向外、从上而下强风吹尘的功能，从而延长过滤网使用寿

命。

[0022] 6.本发明提供的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除了适用住宅外还适用幼儿园、学校、

养老院、医院病房、会议室、健身房等室内空间。

[0023] 7 .本发明提供的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本楼宇净化系统的集成功能源于环

保，对于老旧楼宇不方便集成时单机单户也可设置。

附图说明

[002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具体

实施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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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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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5]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提供的另一种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为水箱的设计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为过滤净化器的主视图；

[0029] 图5为图4所示的A-A剖视图；

[0030] 图6为图5所示的Ⅰ处放大视图；

[0031] 图7为电气原理图；

[0032]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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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另一种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0034] 11-纵向排风管道；12-第一排风口；13-第二排风口；14-第一风机；15-第二风机；

16-第一风道；17-第二风道；18-第一进风口；20-第三排风口；21-水箱；22-第一管道；23-第

一层水箱；24-第一孔；25-第二孔；26-过滤单元；28-第二进风口；29-框架；30-过滤网；31-

主动滚筒；32-被动滚筒；33-第三孔；34-第一支架；35-第二支架；36-第一定位滚轴；37-第

二定位滚轴；38-电机；39-第四孔；40-第三风机；41-空调室内机；42-过滤净化器；43-挡雨

板；45-电动推杆；

[0035] 211-侧壁；212-底板；213-隔板；214-顶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

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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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7] 一种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如图1-图2所示,包括纵向排风管道11，所述纵向

排风管道11经过每个楼层，每个住户的房间内设有第一排风口12和第二排风口13，所述第

一排风口12设置在第一高度，所述第二排风口13设置在第二高度，所述第一排风口12和第

二排风口13与所述纵向排风管道11连通，所述纵向排风管道11内设有第一风机14，所述纵

向排风管道11的顶端设有第二风机15，所述第二风机15的进口与所述纵向排风管道11连

通，所述第二风机15的出口与外界空气相通；第一高度高于第二高度。纵向排风管道11可设

为一个总的纵向排风管道经过每个楼层，第一风机14和第二风机15可选用变频电动鼓风

机，第一风机14可设为多个且设在纵向排风管道11的中间，用于风道中间加压，可每个楼层

增设一个第一风机14以保证每个住户的房间内形成有效的负压排风；通过第一排风口12设

置在第一高度，第二排风口13设置在第二高度，这样易形成室内的空气流动，也有利于将室

内的污染空气由第一风机14和第二风机15经第一排风口12、第二排风口13和纵向排风管道

11统一抽取排放到外界空气，保证了人们生活的舒适性，及降低了对长期生活在室内的人

们的身体健康的危害。

[0038] 由于甲醛、氡气等比重大的有害气体通常沉淀在居住空间下部，我们一般的家庭

开窗通风进风口都在中上部，北方的冬季为了保暖不能形成有效的对流，沉淀在居住空间

下部的有害气体不容易排出室外，针对该问题本申请中申请人还做了如下设计：

[0039] 每个房间内设有第一风道16和第二风道17，所述第一风道16沿第一高度设置，第

一高度即设为屋顶的高度，所述第二风道17沿第二高度设置，第二高度即设为地面的高度，

所述第一风道16和所述第二风道17上分别设有若干个第一进风口18，所述第一风道16与所

述第一排风口12连通，所述第二风道17与所述第二排风口13连通；所述第一排风口12与所

述第二排风口13处分别设有风道止逆阀。每个住户的房间内均可设有第一风道16和第二风

道17，第一风道16可设为沿着屋顶的墙角线设置，第二风道17可设为沿着地面的踢脚线设

置，过走廊、门时候用转换风道埋入地下通过，这样有利于将沉淀在居住空间下部的甲醛、

氡气等比重大的有害气体经第一进风口18进入第二风道17抽排到纵向排风管道11，每个房

间内设有第一风道16和第二风道17，这样上下交替的正压排风易在每个密闭的房间内形成

有效的空气对流；第一排风口12与第二排风口13处分别设有风道止逆阀，可防止排放到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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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排风管道11内的空气逆流；第一进风口18可设置在鞋柜里面，把鞋柜的不良气味经第二

风道17抽走；根据使用要求在餐桌、神台、书房、酒吧等局部产生烟气的上方，可设置伸缩吸

顶式，折叠靠墙式吸烟罩且与第一风道16连通，能够把产生的烟气经第一风道16抽走。

[0040] 每个楼层的每个厨房均分别设有第三排风口20，所述第三排风口20设为油烟机的

排风口，所述第三排风口20与所述纵向排风管道11连通。这样可利用现有住房厨房内的抽

油烟排风口，第三排风口20可设为直接与纵向排风管道11连通，油烟机可照常开启使用，当

油烟机不使用时，厨房内的污染空气也可经由油烟机到达第三排风口20排放。第三排风口

20可设有包含吸油层的滤油网，现有的排烟管道设为向上且弯折，对现有的油烟机的排烟

管道进行改造，将油烟机的排烟管道改造为略微向下倾斜且与纵向排风管道11直接连通，

且加大排烟管道的通径，可在排烟管道的内壁喷涂不粘油和不粘水的纳米涂层，这样可将

做饭时产生的油烟经油烟机排放到纵向排风管道11，经滤油网吸附过滤后，排烟管道里冷

凝后的液态油污可直接流入纵向排风管道11，经纵向排风管道11向下流入收集槽，进行统

一处理。

[0041] 如图3所示,为了使室内抽出来的油烟或受污染的空气变成洁净的空气，减少对环

境的污染，优选的方案为所述第二风机15的出口设有净化装置，所述净化装置包括水箱21，

所述水箱21包括侧壁211、底板212、隔板213和顶板214，所述隔板213设于所述底板212和顶

板214之间，所述侧壁211、底板212和隔板213之间构成第一层水箱23；所述第二风机15的出

口连接设有第一管道22，所述第一管道22从上往下依次穿过所述顶板214和隔板213与第一

层水箱23连通，所述隔板213上纵向贯穿设有若干个第一孔24，所述顶板214上纵向贯穿设

有第二孔25，所述第二孔25处连接设有过滤单元26，所述过滤单元26设于所述顶板214的外

侧；所述过滤单元26远离所述顶板214的一侧连接设有第二管道27，所述第二管道27水平设

置。通过隔板213的设计可保证第一层水箱23里始终充满水，第一管道22排放的空气始终通

入第一层水箱23里的水，排放的污染空气充分与水接触，可以除去污染空气里含有的硫化

物、粉尘颗粒等有害物质，经洗涤后的空气通过隔板213上的多个第一孔24逸出，侧壁211的

外侧可设有旁路以便于观察水箱21的充水情况，过滤单元26根据排放的有害气体可选用

VOCs光催化净化系统将气体中的有害物质完全分解、氧化为二氧化碳、水和其他无机小分

子物质，完成对空气的净化。

[0042] 空调是利用室内的循环空气进行冷热交换达到降温的目的，不考虑室内的新风换

气问题。很多公共场所空调开到25°-26°的时候人们就感觉闷，经常不顾节能要求把温度开

低，以掩盖严重的室内空气污染，针对该问题本申请中申请人还做了如下设计：

[0043] 如图4-图6所示,每个住户的房间内设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第二进风口28，所述第

二进风口28设有过滤净化器42。过滤净化器42可选用带有过滤PM  2.5的过滤器、臭氧过滤

器的净风器，使得整个住宅的空气保持洁净的新空气，每个单独的房间可以设置一个或一

个以上的第二进风口28，或者几个小的单独房间设置一个总的第二进风口28，通过风道连

通到各个房间；第二进风口28可以设置在窗户处，也可以设置在空调室内机的背后，连通室

外的空气，根据室内面积的大小，可设置大、中、小不同规格的进风口。

[0044] 所述过滤净化器42包括框架29、过滤网30、主动滚筒31和被动滚筒32，所述框架29

上设有水平贯穿的第三孔33，所述框架29的顶端和底端分别设有第一支架34和第二支架

35，所述主动滚筒31的轴向两端分别设有第一转轴，所述被动滚筒32的轴向两端分别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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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转轴，所述第二转轴分别与所述第一支架34转动连接，所述第一转轴分别与所述第二

支架35转动连接；所述第一支架34靠近所述框架的一侧设有第一定位滚轴36，所述第一定

位滚轴36与所述第一支架34转动连接且设于所述被动滚筒32的斜下方；所述第二支架35靠

近所述框架29的一侧设有第二定位滚轴37，所述第二定位滚轴37与所述第二支架35转动连

接且设于所述主动滚筒31的斜上方；所述过滤网30设为多层且卷于所述被动滚筒32上，所

述过滤网30远离所述被动滚筒32的另一端依次绕过第一定位滚轴36、第二定位滚轴37，最

后固定于所述主动滚筒31上，所述过滤网30贴紧于所述框架29，所述过滤网30覆盖所述第

三孔33；所述第二支架35远离所述主动滚筒31的外侧设有电机38，所述第一转轴通过联轴

器与所述电机38连接。过滤网30可内设多层过滤网，由外至内依次设为初效滤网、活性炭滤

网和HEPA精滤网，初效滤网用来过滤大的颗粒物，活性炭滤网可以轻松吸附对苯、甲苯、二

甲苯和四氯化碳等有害气体，净化气体，HEPA精滤网则可以吸附细微的颗粒，进一步净化气

体，具有高效的防霾防尘功能；框架29的外侧可设有挡雨板43，挡雨板43上可设有多个均匀

分布的通风小孔；当过滤网30需要更换时，启动电机38，带动主动滚筒31转动，从而不断拉

出缠绕在被动滚筒32上的过滤网30，并依次缠绕在主动滚筒31上，当电机38失电停止时，实

现更换新过滤网30；通过第一定位滚轴36和第二定位滚轴37的设计，可使得过滤网30贴紧

于框架29上。

[0045] 所述第一定位滚轴36设为空心管，所述第一定位滚轴36沿轴向设有若干个第四孔

39，所述第一定位滚轴36的两端穿出所述第一支架34，所述第二支架35的外侧分别设有电

动推杆45，所述电动推杆45的伸出轴垂直向上通过耳座与所述第一定位滚轴36连接；所述

框架29上设有第三风机40，所述第三风机40的出风口与所述第一定位滚轴36的一端连通，

所述第四孔39与所述过滤网30连通且对准所述第三孔33；所述第四孔39设为倾斜向下。第

三风机40可选用电动鼓风机，第三风机40的出风口可连接有伸缩软管，伸缩软管与第一定

位滚轴36的一端连接，当第三风机40得电启动往第一定位滚轴36吹强风时，强风通过第四

孔39吹向过滤网30，这样就形成了强风由内向外吹，可以清洁过滤网30外表面的浮尘，延长

过滤网使用寿命；同时启动电动推杆45，电动推杆45缓慢缩回，第一定位滚轴36向下缓慢移

动，由于第四孔39设为倾斜向下，更有利于将过滤网30外表面的浮尘吹散到外面。

[0046] 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还包括空调室内机41，所述过滤净化器42远离所述第二

进风口28的一端设有进风管道，所述进风管道与所述空调室内机41的进风口连通。这样可

利用空调室内机41实现对新风进行升温降温的功能，或对新风进行增加湿度和除湿的功

能。

[0047] 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还包括：

[0048] 如图7所示,所述第一排风口12、所述第二排风口13、所述第三排风口20和所述第

一进风口18处分别设有第一风量控制器；所述第二进风口28处设有第二风量控制器；在每

个房间均设置第一空气检测装置，该第一空气检测装置用于监测该第一空气检测装置所在

房间内预设气体的含量参数；在每个房间均设置主控制器，该主控制器用于获取该主控制

器所在房间内的第一空气检测装置所监测到的预设气体的含量参数，并根据获取到的预设

气体的含量参数来控制该主控制器所在房间内第一风量控制器的进出风量及开闭运行；还

用于根据该主控制器所在房间内第一风量控制器的进出风量来确定该主控制器所在房间

的总排风量；还用于根据获取到的预设气体的含量参数来控制该主控制器所在房间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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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量控制器的进风量及开闭运行；所述楼宇还设置有总控制器，所述总控制器用于获取所

述楼宇中每个房间内设置的主控制器所确定出的总排风量，根据获取的每个房间对应的总

排风量来调节所述第一风机和所述第二风机的速度及控制所述第一风机和所述第二风机

的启闭运行。

[0049] 在每个房间内可设置多个第一空气检测装置，第一空气检测装置可包括氧气浓度

传感器、VOCs气体传感器和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用来实时检测氧气浓度、VOCs气体和二氧

化碳浓度并发送给主控制器；第一风量控制器和第二风量控制器可选用电动风量调节阀。

[0050] 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还包括：

[0051] 所述过滤净化器与所述进风管道之间设置第二空气检测装置，该第二空气检测装

置用于监测经过滤净化器后的气体的预设含量参数；主控制器还用于获取第二空气检测装

置所监测到的经过滤净化器后的气体的含量参数，并根据获取到的气体的含量参数来控制

所述电机的启闭运行，自动更换过滤网；还用于在第二风量控制器启动之前控制第三风机

和电动推杆的启闭运行，对过滤净化器进行反向吹尘清洁。第二空气检测装置可选用激光

PM2.5传感器，用来检测经过滤净化器后的气体的粉尘含量。

[0052] 工作原理：

[0053] 1、第一空气检测装置实时检测到所在房间内预设气体的含量参数发送给主控制

器，当预设气体的含量参数达到设定的阈值时，主控制器发送给该房间内的第一风量控制

器打开的信号及打开第一进风口18的流通截面积的大小，则第一风量控制器打开及打开一

定的流通截面积进行排放。

[0054] 2、同时主控制器汇总计算每个房间内所确定出的总排风量并发送给总控制器，总

控制器根据每个房间内的总排风量及时发送给第一风机和第二风机启动的信号及转动的

速度，第一风机可每个楼层增设一个，这样总控制器根据每个房间内所确定出的总排风量

启动相应的第一风机及计算出第一风机的转动速度，并且总控制器根据多个房间内的总排

风量计算出第二风机的转动速度；总控制器通过调节第一风机和第二风机的频率来调节第

一风机和第二风机的转速，从而达到控制第一风机和第二风机的排风量。

[0055] 3、另外，主控制器发送给该房间内的第二风量控制器打开的信号及打开面积的大

小，则第二风量控制器打开及打开一定的面积进行吸新风，在第二风量控制器启动之前发

送给第三风机40和电动推杆45启动的信号，则第三风机和电动推杆同时启动，第一定位滚

轴36向下缓慢移动的同时，从第四孔39吹出强风，这样由内向外、从上往下对过滤网30进行

反向吹尘清洁，电动推杆缩回到原位后，电动推杆反向启动，则电动推杆向上推动第一定位

滚轴36回到第一支架34，同时第三风机40失电关闭。

[0056] 4、第一空气检测装置实时检测到所在房间内预设气体的含量参数低于设定的阈

值时，主控制器发送给该房间内的第一风量控制器关闭的信号，同时主控制器发送给该房

间内的第二风量控制器关闭的信号。

[0057] 5、或者主控制器根据室内面积的大小计算出室内的总排风量，间隔一定的时间启

动第一风量控制器和第二风量控制器，达到置换室内的空气。

[0058] 6、第二空气检测装置实时检测到的经过滤净化器后的气体的预设粉尘含量参数

发送给主控制器，当预设粉尘的含量参数达到设定的阈值时，主控制器发送给电机38启动

运行的信号，则电机38通电转动，带动主动滚筒31转动，从而不断拉出缠绕在被动滚筒3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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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滤网30，并依次缠绕在主动滚筒31上，每次根据使用过滤网30的长度，通过在主控制器

预设电机38的转动圈数，当电机38达到设定的转动圈数时，主控制器即时发送给电机38停

止的信号，则电机38失电停止，从而实现更换新过滤网30。

[0059] 可选的，该楼宇空气净化系统还包括制氧机和负离子发生器，通过制氧机调整室

内氧气浓度，通过负离子发生器来调整负离子浓度。此时，主控制器还用于将第一空气监测

装置测量的信息(包括氧气浓度和负离子浓度)实时上传至服务器或云空间，并在与其他节

点达成共识后以区块链方式存储该氧气浓度相关的数据，从而可以避免其他节点或监管方

非法修改数据。服务器根据所有节点上传的数据进行大数据处理，聚类出同一类型区域内

的标准氧气浓度，根据楼宇空气净化系统的类型将相应的标准氧气浓度下发至楼宇空气净

化系统的主控制器，之后主控制器根据该标准氧气浓度来控制制氧机工作，调整室内的氧

气浓度。控制负离子发生器的工作方式与上述相似。

[0060] 具体的，制氧机可以采用分子筛制氧机，可像空调外机一样安排在室外；负离子发

生器，可采用纳子富勒烯负离子释放器，也可像空调外机一样安排在室外。不同的楼宇空气

净化系统根据所在区域或不同的用户需求来设置类型，比如居民区、敬老院、幼儿园、健身

房等；主控制器上传的信息包含该楼宇空气净化系统所属的类型，方便服务器侧进行聚类

分析。同时，当服务器侧确定某个楼宇空气净化系统的信息异常时(比如含氧量过高)，此时

将故障信息发送至相应的楼宇空气净化系统，还可发送至相应用户的APP；同时，服务器侧

还可基于用户上传的数据测算故障位置、性质等，并可生成解决方案供用户参考。此外，在

异常时还可强制控制楼宇空气净化系统，避免出现氧中毒等事故。同时，不同类别的用户构

建成不同的区块链可反馈到每个用户的手机APP，便于大家交流改进，避免了几十上百个用

户一起报故障、投诉的尴尬局面，在区块链内实现人工智能室内氧吧。

[0061] 可选的，该楼宇空气净化系统还包括室外抽湿机和空调外机，室外抽湿机的冷凝

管与空调外机的散热管并行设置，且室外抽湿机的冷凝管位于空调外机的散热管的上方。

本实施例中，将室外抽湿机和空调的空调外机结合在一起，在实现室内除湿、降温的同时，

在室外冷凝管和散热管相互影响，可加速室外抽湿机的除湿效率和空调的制冷效率；将冷

凝管设置在散热管的上方，利用冷热空气的流动方向增加对流，可以进一步提高二者的工

作效率。同时，该楼宇空气净化系统还包括智能家居设备，该智能家居设备包括室内空调、

吸油烟机、排气扇中的一项或多项；主控制器还可用于控制智能家居设备的开关以及运行

状态(比如高速运行、低速运行、制冷、制热等)，进一步提高楼宇室内的空气质量，更适于人

类居住。

[0062] 在一个实施例中，该用于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可以使用电池来供电，以便在市电

断电时可以可实用电池来续航。为了提高电池的充电智能化程度，如图8和图9所示，该用于

楼宇的空气净化系统还可以包括如下器件：

[0063] 第一电路，为如下结构：由多个电阻串联而成的第二电阻组52与所述服务器的电

池的正极串联，由多个电阻并联后再与多个电阻串联而成的第三电阻组53与第二电阻组52

串联；还包括第一精密电阻电容61和第二精密电阻电容62，第一精密电阻电容61与由多个

电阻并联而成的第一电阻组51并联，且并联后的第一端接地、第二端连接到电压采集线的

负极82；第二精密电阻电容62与第三电阻组53并联，且并联后的第一端接地、第二端与电压

采集线的正极81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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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SDIC  SD3001芯片，SDIC  SD3001芯片的7脚接地，SDIC  SD3001芯片的12脚接电源；

SDIC  SD3001芯片的5脚与电压采集线的负极82连接，SDIC  SD3001芯片的6脚与电压采集线

的正极81连接；

[0065] AT89S52-24JC芯片和5BE1-2C72芯片U4，AT89S52-24JC芯片的1、2、3、4脚分别与

SDIC  SD3001芯片的11、10、9、8脚连接，AT89S52-24JC芯片的10脚连接电源，的14脚与5BE1-

2C72芯片U4连接，5BE1-2C72芯片U4的2脚与5BE1-2C72芯片U4连接，3脚接地；

[0066] SN75276芯片，SN75276芯片的1、4脚分别与AT89S52-24JC芯片的11、13脚连接，

SN75276芯片的2、3脚并联后与AT89S52-24JC芯片的12脚连接，SN75276芯片的8脚接电源，5

脚接地；SN75276芯片的6、7脚接分别与SN75276芯片总线的正极和负极连接。

[0067] 第二电路，为如下结构：第一电阻54的一端与所述服务器的电池负极连接，另外一

端与第一电容63连接，第二电阻55与第一电阻54并联，第二电阻55的一端与所述服务器的

电池负极连接，另外一端与第一电容63连接，第一电容63的一端与第一电阻54、第二电阻55

连接，另外一端与电流采集线的正极71连接；第三电阻56与第一电阻54、第二电阻55并联，

第三电阻56的一端与所述服务器的电池负极连接，另外一端与第六电阻59连接，第三电阻

56还与5BE1-2C72芯片U4的1脚连接；第六电阻59的另外一端与第二电容64连接，第五电阻

58与第六电阻59并联，第五电阻58的一端与第三电阻56连接，另外一端与第二电容64连接，

第二电容64的一端与第五电阻58、第六电阻59连接，另外一端与电流采集线的负极72连接，

第四电阻57的一端与第二电阻55连接，另外一端与第五电阻58连接；SDIC  SD3001芯片的1

脚与电流采集线的正极71连接，SDIC  SD3001芯片的2脚与电流采集线的负极72连接。

[0068] 上述技术方案的工作原理为：由第一电路采集电池的电压数据，第二电路采集电

池的电流数据，将采集到的电压数据和电流数据输送至集成模数转换器的SDIC  SD3001芯

片(一种型号的计量芯片),通过SDIC  SD3001芯片计算电池的充放电电量、充放电电流、充

放电电压、充放电功率,计算得到的充放电电量、充放电电流、充放电电压、充放电功率输入

至AT89S52-24JC芯片(一种型号的可编程微控制器),AT89S52-24JC芯片读取采集到的充放

电电量、充放电电流、充放电电压、充放电功率,并采集模块温度数据,并精确控制5BE1-

2C72芯片(一种型号的电子开关芯片)对电池进行充电放电和散热。AT89S52-24JC芯片将控

制数据传输至SN75276芯片(一种型号的芯片),SN75276芯片通过其总线上的通信接口与外

部设备模块交互,把采集到的数据传输到外部设备模块,并受外部模块控制。通过第一电路

和第二电路采集到的数据,AT89S52-24JC芯片可以高效准确获取电池的电压、电流、充电电

量、放电电量和模块温度,在电池放电的时候可以根据电池的电压、电流以及充电电量,对

电池进行有效的放电控制,防止电池过度放电,保护电池,延长电池的寿命:在电池充电的

时候,根据充电电流、电压和充电电量,对电池充电量进行有效准确的判断,对电池充进行

精准控制,可以防止过度充电,保护电池,提高充电效率。

[0069]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对实施方式的限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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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此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

变动仍处于本发明创造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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