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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内外循环的空气净化器

及方法，其包括：具有第一、二室内进风口和室外

开口的机体、与室外开口相连通且与室外相连通

的排风管组件、设置在机体内部且与第一室内进

风口相连通的第一过滤件、位于第一过滤件下游

的主风机、以及设置在机体内部并与第二室内进

风口相连通且引入室内空气经排风管组件向室

外排放的第一风机。本发明实现室内空气新鲜

化，降低室内CO2浓度，提高用户舒适度，同时通

过排风管组件的使用，只需使用市面常见的圆管

即可加工，用户只需在墙面开一孔，保持墙面美

观，而且对于制造商无需有大的模具支出，同时

能实现进出风，既可以单独室内气流循环，也可

以室内外气流同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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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内外循环的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其包括：具有第一、二室内进风口(12、16)

和室外开口(19)的机体(10)、与室外开口(19)相连通且与室外相连通的排风管组件(30)、

设置在机体(10)内部且与第一室内进风口(12)相连通的第一过滤件(40)、位于第一过滤件

(40)下游的主风机(50)、设置在机体(10)内部并与第二室内进风口(16)相连通且引入室内

空气经排风管组件(30)向室外排放的第一风机(51)、设置在机体(10)内部且经排风管组件

(30)引入室外空气向室内排出的第二风机(52)、以及位于第一、二风机(51、52)两者下游的

热交换器(60)，其中所述排风管组件(30)包括用于第一方向且引入室外空气向室内进气的

内管单元(32)、套设在内管单元(32)外侧且第二方向并向室外出气的外管单元(34)、与内、

外管单元(32、34)的一端均相连接的风罩(39)、设置在机体(10)内且与内、外管单元(32、

34)的另一端均相连通的支架(36)、和设置在机体(10)内且分别与支架(36)、第二风机(52)

连接的接头(38)，其中第一方向与第二方向互为相反。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外循环的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其进一步包括设置在

第二风机(52)下游的加热器(62)、位于第二室内进风口(16)和第一风机(51)之间的第三过

滤件(44)、和位于排风管组件(30)和第二风机(52)之间的第二过滤件(42)，其中第一过滤

件(40)的过滤性能大于第二、三过滤件(42、44)的过滤性能。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内外循环的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风机(51)出

来的气流和第二风机(52)出来的气流在热交换器(60)中相互隔离。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外循环的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36)包括具

有中心孔(362)的中心环(360)、位于中心环(360)外侧且同心的外环(364)、连接中心环

(360)和外环(364)之间且呈辐射状的多个连接筋(366)、以及被相邻两连接筋(366)间隔的

通孔(368)。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外循环的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内管单元(32)内

设有内管通道(320)，而外管单元(34)内设有外管通道(340)，所述风罩(39)包括呈环形并

与内管通道(320)相连通的内侧壁(390)、以及呈环形并与外管通道(340)相连通的外侧壁

(392)，其中内侧壁(390)设置有进气口(322)，而外侧壁(392)设置有出气孔(342)。

6.一种内外循环的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其包括：具有第一室内进风口(12)和室外

开口(19)的机体(10)、与室外开口(19)相连通且与室外相连通的排风管组件(30)、设置在

机体(10)内部且与第一室内进风口(12)相连通的第一过滤件(40)、位于第一过滤件(40)下

游的主风机(50)、以及设置在机体(10)内部且经排风管组件(30)引入室外空气向室内排出

的第二风机(52)，其中第一过滤件(40)位于第二风机(52)的下游，所述排风管组件(30)包

括用于第一方向且引入室外空气向室内进气的内管单元(32)、套设在内管单元(32)外侧且

第二方向并向室外出气的外管单元(34)、与内、外管单元(32、34)的一端均相连接的风罩

(39)、以及设置在机体(10)内且与内、外管单元(32、34)的另一端均相连通的支架(36)。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内外循环的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其进一步包括设置在

机体(10)上的第二室内进风口(16)、设置在机体(10)内部并与第二室内进风口(16)相连通

且引入室内空气经排风管组件(30)向室外排放的第一风机(51)、以及位于第一、二风机

(51、52)两者下游的热交换器(60)。

8.一种内外循环的空气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其包括如下步骤：

S1.提供位于室内的机体(10)、以及与机体(10)相连通且至少部分位于室外的排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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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30)，其中机体(10)包括第一、二室内进风口(12、16)、室外开口(19)、设置在机体(10)

内部且与第一室内进风口(12)相连通的第一过滤件(40)、位于第一过滤件(40)下游的主风

机(50)、以及设置在机体(10)内部并与第二室内进风口(16)相连通且引入室内空气经排风

管组件(30)向室外排放的第一风机(51)、以及设置在机体(10)内部且经排风管组件(30)引

入室外空气向室内排出的第二风机(52)，而排风管组件(30)包括用于第一方向进气的内管

单元(32)、套设在内管单元(32)外侧且第二方向出气的外管单元(34)、与内、外管单元(32、

34)一端相连接的风罩(39)、设置在机体(10)内且与内、外管单元(32、34)另一端相连通的

支架(36)、和设置在机体(10)内且分别与支架(36)、第二风机(52)连接的接头(38)；

S2.在墙面上钻一孔，将外管单元(34)过盈配合地插入该孔，且支架(36)与室外开口

(19)对准；

S3.接头(38)与支架(36)、第二风机(52)对齐连接；

S4.依靠套设在外管单元(34)上的软胶件(31)实现排风管组件(30)和室外开口(19)之

间的密封对接；

S5.在主风机(50)工作运行之后开启第一风机(51)或第二风机(52)，通过排风管组件

(30)向外排风或吸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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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循环的空气净化器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内外循环的空气净化器。

背景技术

[0002] 空气净化器又称“空气清洁器”、空气清新机等，是指能够吸附、分解或转化各种空

气污染物(一般包括PM2.5、粉尘、花粉、异味、甲醛之类的装修污染、细菌、过敏原等)，有效

提高空气清洁度的产品，然而现有的空气净化器要求室内关紧门窗才能起到好的空气净化

作用，但长时间关门窗会导致室内CO2浓度提高，造成用户不舒适，为此需要提供一种能内

外循环的空气净化器，而且为了实现内外循环，需向外连接排风管来引入新鲜空气，然而目

前的排风管要么只能进风，要么出风，如要同时使用就需要两个，为此用户需在墙面上钻2

个孔来实现，造成安装麻烦且影响墙面美观，也有墙面上只需一个孔来实现，但排风管采用

左右分离的结构，这种结构一般需要开专门的模具才能注塑生产，制造成本较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内外循环的空气净化器，以实现室内空气新鲜化，降低室

内CO2浓度，提高用户舒适度。

[0004] 本发明的第一技术方案是：一种内外循环的空气净化器，其包括：具有第一、二室

内进风口和室外开口的机体、与室外开口相连通且与室外相连通的排风管组件、设置在机

体内部且与第一室内进风口相连通的第一过滤件、位于第一过滤件下游的主风机、以及设

置在机体内部并与第二室内进风口相连通且引入室内空气经排风管组件向室外排放的第

一风机。

[0005] 在第一技术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包括如下附属技术方案：

[0006] 其进一步包括设置在机体内部且引入室内空气经排风管组件引入室外空气向室

内排出的第二风机、以及位于第一、二风机两者下游的热交换器。

[0007] 其进一步包括设置在第二风机下游的加热器、位于第二室内进风口和第一风机之

间的第三过滤件、和位于排风管组件和第二风机之间的第二过滤件，其中第一过滤件的过

滤性能大于第二、三过滤件的过滤性能。

[0008] 所述第一风机出来的气流和第二风机出来的气流在热交换器中相互隔离。

[0009] 所述排风管组件包括用于第一方向进气的内管单元、套设在内管单元外侧且第二

方向出气的外管单元、与内、外管单元一端相连接的风罩、设置在机体内且与内、外管单元

另一端相连通的支架、和设置在机体内且分别与支架、第二风机连接的接头，其中第一方向

与第二方向互为相反。

[0010] 所述支架包括具有中心孔的中心环、位于中心环外侧且同心的外环、连接中心环

和外环之间且呈辐射状的多个连接筋、以及被相邻两连接筋间隔的通孔。

[0011] 所述内管单元内设有内管通道，而外管单元内设有外管通道，所述风罩包括呈环

形并与内管通道相连通的内侧壁、以及呈环形并与外管通道相连通的外侧壁，其中内侧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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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有进气口，而外侧壁设置有出气孔。

[0012] 本发明的第二技术方案是：一种内外循环的空气净化器，其包括：具有第一室内进

风口和室外开口的机体、与室外开口相连通且与室外相连通的排风管组件、设置在机体内

部且与第一室内进风口相连通的第一过滤件、位于第一过滤件下游的主风机、以及设置在

机体内部且引入室内空气经排风管组件引入室外空气向室内排出的第二风机，其中第一过

滤件位于第二风机的下游。

[0013] 在第二技术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包括如下附属技术方案：

[0014] 其进一步包括设置在机体内部并与第二室内进风口相连通且引入室内空气经排

风管组件向室外排放的第一风机、以及位于第一、二风机两者下游的热交换器。

[0015] 其进一步包括设置在第二风机下游的加热器、位于第二室内进风口和第一风机之

间的第三过滤件、和位于排风管组件和第二风机之间的第二过滤件，其中第一过滤件的过

滤性能大于第二、三过滤件的过滤性能。

[0016] 所述第一风机出来的气流和第二风机出来的气流在热交换器中相互隔离。

[0017] 所述排风管组件包括用于第一方向进气的内管单元、套设在内管单元外侧且第二

方向出气的外管单元、与内、外管单元一端相连接的风罩、设置在机体内且与内、外管单元

另一端相连通的支架、和设置在机体内且分别与支架、风机连接的接头，其中第一方向与第

二方向互为相反。

[0018] 所述支架包括具有中心孔的中心环、位于中心环外侧且同心的外环、连接中心环

和外环之间且呈辐射状的多个连接筋、以及被相邻两连接筋间隔的通孔。

[0019] 所述内管单元内设有内管通道，而外管单元内设有外管通道，所述风罩包括呈环

形并与内管通道相连通的内侧壁、以及呈环形并与外管通道相连通的外侧壁，其中内侧壁

设置有进气口，而外侧壁设置有出气孔。

[0020] 本发明的第三技术方案是：一种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

[0021] S1.提供位于室内的机体、以及与机体相连通且至少部分位于室外的排风管组件，

其中机体包括第一、二室内进风口、室外开口、设置在机体内部且与第一室内进风口相连通

的第一过滤件、位于第一过滤件下游的主风机、以及设置在机体内部并与第二室内进风口

相连通且引入室内空气经排风管组件向室外排放的第一风机、以及设置在机体内部且引入

室内空气经排风管组件引入室外空气向室内排出的第二风机，而排风管组件包括用于第一

方向进气的内管单元、套设在内管单元外侧且第二方向出气的外管单元、与内、外管单元一

端相连接的风罩、设置在机体内且与内、外管单元另一端相连通的支架、和设置在机体内且

分别与支架、第二风机连接的接头；

[0022] S2.在墙面上钻一孔，将外管单元过盈配合地插入该孔，且支架与室外开口对准；

[0023] S3.接头与支架、第二风机对齐连接；

[0024] S4 .依靠套设在外管单元上的软胶件实现排风管组件和室外开口之间的密封对

接；

[0025] S5.在主风机工作运行之后开启第一风机或第二风机，通过排风管组件向外排风

或吸风，其中第一、二风机同时开启时通过热交换器进行室内外空气的热交换，降低室内外

温度差。

[0026] 本发明优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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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本发明实现室内空气新鲜化，降低室内CO2浓度，提高用户舒适度，同时通过排风

管组件的使用，只需使用市面常见的圆管即可加工，用户只需在墙面开一孔，保持墙面美

观，而且对于制造商无需有大的模具支出，同时能实现进出风，并能获得小于62dB(A)的噪

音，既可以单独室内气流循环，也可以室内外气流同时循环。

附图说明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29]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示意图；

[0030] 图2为本发明的分解示意图；

[0031] 图3为本发明中机体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32] 图4为本发明安装前的立体示意图；

[0033] 图5为本发明安装后的剖视示意图；

[0034] 图6为本发明中排风管组件的立体示意图；

[0035] 图7为本发明中排风管组件的分解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实施例：如图1-7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内外循环的空气净化器的具体实施例，

其中空气净化器既可以单独室内气流循环，也可以室内外气流同时循环，并包括机体10、位

于机体10前方的第一室内进风口12、设置在机体10前侧并设置有显示屏22的面板20、设置

机体10上的室内出风口14、设置机体10上的第二室内进风口16、与第二室内进风口16相邻

的传感器18、位于机体10后侧的室外开口19、与室外开口19相连通且与室外相连通的排风

管组件30、设置在机体10内部的第一、二、三过滤件40、42、44、位于第一过滤件40下游的主

风机50、位于第三过滤件44下游且引入室内空气向室外排出的第一风机51、位于第一风机

51下游的热交换器60、位于排风管组件30下游且位于热交换器60上游并引入室外空气向室

内排出的第二风机52、以及位于第二风机52下游的加热器62。第一过滤件40优选为海帕或

其他高性能过滤材料，不仅用于室内气流的过滤，也用于室外气流的过滤，第二、三过滤件

42、44优选为过滤网或海绵，且第一过滤件40的过滤性能大于第二、三过滤件42、44的过滤

性能。第二过滤件42位于排风管组件30和第二风机52之间。第三过滤件44位于第二室内进

风口16和第一风机51之间，热交换器60用于对室内外空气的温度差值进行降低，并保证第

一风机51出来的气流和第二风机52出来的气流在热交换器60内部相互独立和隔离，互不影

响，并实现热交换。而加热器62则用于提升极寒地区室外空气温度。主风机50的功率大于第

一、二风机51、52的功率，而第一、二风机51、52功率可相同或不同。

[0037] 机体10设置有位于前端的前空腔100、与前空腔100相连通且收容第一过滤件40的

过滤腔102、与过滤腔102相连通且位于第一过滤件40下游并与主风机50相连通的风机进口

104、以及位于后端且收容主风机50、第一风机51、第二风机52、热交换器60、加热器62等元

件的后空腔106。其中第二、三过滤件42、44由前空腔100可拆卸地插入到后空腔106内，两者

规格可相同，以利于更换。从第一风机51出来的气流经过热交换器60向下经过排风管组件

30向室外排出；而从第二风机52出来的气流经过热交换器60一路向上经过第一过滤件40而

通过第一室内出风口14向室内排出，由此室外气流经过第二过滤件42和热交换器60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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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再次经过第一过滤件40之后才能进入室内，以达到室外空气净化目的。

[0038] 如图5-7所示，排风管组件30包括：用于第一方向进气的内管单元32、套设在内管

单元32外侧且第二方向出气的外管单元34、与内、外管单元32、34一端相连接的风罩39、设

置在机体10内且与内、外管单元32、34另一端相连通的支架36、套设在外管单元34上的软胶

件31、和设置在机体10内且分别与支架36、第二风机52连接的接头38，其中第一方向与第二

方向互为相反。风罩39与内、外管单元32、34过盈配合连接，而接头38与支架36为过盈配合

连接。

[0039] 支架36包括具有中心孔362的中心环360、位于中心环360外侧且同心的外环364、

连接中心环360和外环364之间且呈辐射状的多个连接筋366、以及被相邻两连接筋366间隔

的通孔368，其中中心孔362与内管单元32内部相连通，通孔368与外管单元34内部相连通。

[0040] 内管单元32内设有与中心孔362相连通的内管通道320，而外管单元34内设有与通

孔368相连通的外管通道340。

[0041] 风罩39包括呈环形并与内管通道320相连通的内侧壁390、以及呈环形并与外管通

道340相连通的外侧壁392，其中内侧壁390设置有进气口322，而外侧壁392设置有出气孔

342。

[0042] 优选地，内管单元32、外管单元34、支架36、接头38、风罩39均为塑料材质。

[0043] 安装时，在机体10的后空腔106内，先将接头38与第二风机52固定连接，再将接头

38与支架36固定连接，同时支架36与室外开口19对准，然后将排风管组件30穿过墙体1的孔

并与室外开口19对准，同时依靠套设在外管单元34上的软胶件31来实现排风管组件30和室

外开口19之间的密封和对接。

[0044] 在上述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包括如下步骤：

[0045] S1 .提供位于室内的机体10、以及与机体10相连通且至少部分位于室外的排风管

组件30，其中机体10包括第一、二室内进风口12、16、室外开口19、设置在机体10内部且与第

一室内进风口12相连通的第一过滤件40、位于第一过滤件40下游的主风机50、以及设置在

机体10内部并与第二室内进风口16相连通且引入室内空气经排风管组件30向室外排放的

第一风机51、以及设置在机体10内部且引入室内空气经排风管组件30引入室外空气向室内

排出的第二风机52，而排风管组件30包括用于第一方向进气的内管单元32、套设在内管单

元32外侧且第二方向出气的外管单元34、与内、外管单元32、34一端相连接的风罩39、设置

在机体10内且与内、外管单元32、34另一端相连通的支架36、和设置在机体10内且分别与支

架36、第二风机52连接的接头38；

[0046] S2.在墙面上钻一孔，将外管单元34过盈配合地插入该孔，且支架36与室外开口19

对准；

[0047] S3.接头38与支架36、第二风机52对齐连接；

[0048] S4.依靠套设在外管单元34上的软胶件31实现排风管组件30和室外开口19之间的

密封对接；

[0049] S5.在主风机50工作运行之后开启第一风机51或第二风机52，通过排风管组件30

向外排风或吸风，其中第一、二风机51、52同时开启时通过热交换器60进行室内外空气的热

交换，降低室内外温度差。

[0050] 当然上述实施例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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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据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根据本发

明主要技术方案的精神实质所做的等效变换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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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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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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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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