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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高效空气消毒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高效空气消毒机，包括

壳体及设于壳体中的杀菌灯组件，杀菌灯组件包

括第一反光板、第二反光板及杀菌灯管，第一反

光板与第二反光板的横截面均为弧形且上下相

对布置从而围合成圆形的杀菌腔，杀菌灯管设于

该杀菌腔中，第一反光板的左端与第二反光板的

左端之间形成进风间隙，第一反光板的右端与第

二反光板的右端之间形成出风间隙。本实用新型

能使光线得到尽可能大范围的反射，有利于提高

光照均匀性，消除光照死角、提高杀菌效果，还可

避免光线与塑料壳体直接接触，对塑料壳体进行

防护，避免或降低老化程度；空气经左侧进风间

隙、杀菌腔、右侧出风间隙流过，有利于延长空气

流通行程，使空气与杀菌光线充分接触，提高杀

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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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空气消毒机，包括壳体(1)及设于该壳体(1)中的杀菌灯组件(2)，所述壳体

(1)下部具有进风口(11)、顶部具有出风口(12)，所述杀菌灯组件(2)位于进风口(11)与出

风口(12)之间，其特征在于：所述杀菌灯组件(2)包括第一反光板(21)、第二反光板(22)及

杀菌灯管(20)，所述第一反光板(21)与第二反光板(22)的横截面均为弧形且上下相对布置

从而围合成圆形的杀菌腔(200)，所述杀菌灯管(20)设于该杀菌腔(200)中，所述第一反光

板(21)的左端与第二反光板(22)的左端之间形成进风间隙(201)，所述第一反光板(21)的

右端与第二反光板(22)的右端之间形成出风间隙(20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空气消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反光板(21)与第二反

光板(22)均为多块，且各第一反光板(21)左端与其相邻的第二反光板(22)右端相衔接构成

S形结构，相邻S形结构之间约束出多个横向排布的杀菌腔(200)，各杀菌腔(200)中均设置

有杀菌灯管(20)。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效空气消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反光板(21)的左端与

第二反光板(22)的右端切向连接，相邻两第二反光板(22)之间成形出倒V形的导风结构

(23)，所述第一反光板(21)与第二反光板(22)的切向连接处形成导风面。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效空气消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反光板(21)为透光

板，所述的第二反光板(22)为不透光金属板。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高效空气消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1)中设置有用于对

颗粒物进行过滤的过滤组件(3)，该过滤组件(3)位于所述杀菌灯组件(2)的下游。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高效空气消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反光板(21)的上壁面

上设置有靠近过滤组件(3)布置的二氧化钛涂层。

7.根据权利要求1～6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高效空气消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杀

菌灯组件(2)还包括外框体(25)，该外框体(25)设于壳体(1)的内周壁上，所述第一反光板

(21)、第二反光板(22)及杀菌灯管(20)均设于外框体(25)中，所述外框体(25)的内侧壁上

设置有与电源连接的接电片(251)，所述杀菌灯管(20)的端部与该接电片(251)电信号连

接。

8.根据权利要求1～6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高效空气消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

(1)中设置有用于将室内风吸入壳体(1)中并将杀菌消毒后的风排出的风机组件(4)，该风

机组件(4)设于杀菌灯组件(2)的下游。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高效空气消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风机组件(4)的进风口处

设置用于检测微生物浓度的检测传感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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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空气消毒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空气净化技术领域，具体指一种能通过光照杀菌、颗粒过滤对空

气进行消毒的空气消毒机。

背景技术

[0002] 人的一生约有80％的时间是在室内度过的，因此，室内环境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

到人体健康。然而，室内微生物污染普遍存在，尤其是在厨房、餐厅、食品生产车间、仓库、车

站以及电影院等场所，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大量存在，相对密闭的环境给致病性微生物的传

播提供了机会。

[0003] 利用紫外线消毒灯进行杀菌消毒是目前常用的方法。紫外线消毒灯能够有效的杀

灭细菌繁殖体、芽孢、冠状病毒、真菌、衣原体等致病微生物。例如，授权公告号为 

CN209782863U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空气净化消毒装置》(申请号：CN201920394484.0)  披

露了一种结构，其包括紫外线杀菌灯、活性炭过滤网、光催化网、轮子、空气净化消毒箱，空

气净化消毒箱的下方设置有轮子，空气净化消毒箱的内部设置有活性炭过滤网，活性炭过

滤网的一侧设置有初级过滤网，活性炭过滤网远离初级过滤网的一侧设置有玻璃纤维过滤

网，空气净化消毒箱上方的紫外线杀菌灯进行紫外线杀菌。申请公开号为  CN111457301A的

中国专利申请《一种新型杀菌消毒灯具》(申请号：CN202010437674.3)  披露了一种结构，其

包括有主体套管，主体套管下端安装有底座，主体套管上端盖有中间底座，主体套管内部安

装有杀菌消毒灯，中间底座的中部设有开口，杀菌消毒灯通过伸缩装置伸出开口。

[0004] 上述现有利用光照杀菌的结构，外壳一般采用塑料制作，在紫外线的长期照射下，

塑料件易老化，从而影响其使用寿命；同时，由于杀菌灯管的照射范围有限且光照强度不

均，容易存在杀菌死角而影响杀菌效果。

[0005] 因此，对于目前利用光照杀菌的空气消毒结构，有待于做进一步的改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第一个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的现状，提供一种既能对

塑料壳体进行防护又能提高光照均匀度从而提高杀菌效果的高效空气消毒机。

[0007]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第二个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的现状，提供一种能扩大

光照范围、延长空气流通行程从而提高杀菌效果的消毒机。

[0008] 本实用新型解决至少一个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高效空气消毒

机，包括壳体及设于该壳体中的杀菌灯组件，所述壳体下部具有进风口、顶部具有出风口，

所述杀菌灯组件位于进风口与出风口之间，其特征在于：所述杀菌灯组件包括第一反光板、

第二反光板及杀菌灯管，所述第一反光板与第二反光板的横截面均为弧形且上下相对布置

从而围合成圆形的杀菌腔，所述杀菌灯管设于该杀菌腔中，所述第一反光板的左端与第二

反光板的左端之间形成进风间隙，所述第一反光板的右端与第二反光板的右端之间形成出

风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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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地，所述第一反光板与第二反光板均为多块，且各第一反光板左端与其相邻

的第二反光板右端相衔接构成S形结构，相邻S形结构之间约束出多个横向排布的杀菌腔，

各杀菌腔中均设置有杀菌灯管。该结构有利于增大杀菌范围及光线浓度，提高杀菌效果。

[0010] 优选地，所述第一反光板的左端与第二反光板的右端切向连接，相邻两第二反光

板之间成形出倒V形的导风结构，所述第一反光板与第二反光板的切向连接处形成导风面。

该结构有利于对进入杀菌腔的气体流向进行整流引导，使气流在杀菌腔中平稳流过，有利

于提高杀菌效果。

[0011] 作为改进，所述的第一反光板为透光板，所述的第二反光板为不透光金属板。采用

这样的结构，第二反光板将杀菌灯管与其下方的壳体隔开，可避免光线与下方塑料壳体直

接接触，对塑料壳体进行防护，避免或降低老化程度，同时，杀菌光线在对经过杀菌腔的空

气进行着重杀菌的同时，还会有部分光线透过第一反光板对上方的功能部件，例如下述过

滤组件、风机系统等进行杀菌，杜绝二次污染。

[0012] 优选地，所述壳体中设置有用于对颗粒物进行过滤的过滤组件，该过滤组件位于

所述杀菌灯组件的下游。该过滤组件可过滤掉空气中的固体颗粒，提高空气净化度，而同

时，过滤组件上容易积累细菌，利用第一反光板透过的光线对其进行杀菌处理，可避免二次

污染。

[0013] 进一步优选，所述第一反光板的上壁面上设置有靠近过滤组件布置的二氧化钛涂

层。杀菌灯管的部分光线透过第一反光板，激发第一反光板外壁面上的二氧化钛涂层，使其

在光照射下产生强氧化性的物质(如羟基自由基等)，用于分解空气中的有毒有害气体如甲

醛等，高效净化空气，还可以有效杀灭多种细菌，对过滤组件、风机组件以及空气进行消毒。

[0014] 为了便于装配及连接，所述的杀菌灯组件还包括外框体，该外框体设于壳体的内

周壁上，所述第一反光板、第二反光板及杀菌灯管均设于外框体中，所述外框体的内侧壁上

设置有与电源连接的接电片，所述杀菌灯管的端部与该接电片电信号连接。

[0015] 在本实用新型中，所述壳体中设置有用于将室内风吸入壳体中并将杀菌消毒后的

风排出的风机组件，该风机组件设于杀菌灯组件、过滤组件的下游，且所述风机组件的进风

口处设置用于检测微生物浓度的检测传感器。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本实用新型设置了呈弧形的第一反光

板、第二反光板，二者围合成圆形的杀菌腔，将杀菌灯管设于该杀菌腔中，不仅能使光线得

到尽可能大范围的反射，有利于提高光照均匀性，从而消除光照死角、提高杀菌效果，还可

以避免光线与塑料壳体直接接触，对塑料壳体进行防护，避免或降低老化程度，另外，空气

经左侧进风间隙、杀菌腔、右侧出风间隙流过，有利于延长空气流通行程，使空气与杀菌光

线充分接触，提高杀菌效果。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图1的剖视图；

[0019] 图3为图1的分解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杀菌灯组件的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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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2] 如图1～4所示，本实施例的空气消毒机包括壳体1及设于该壳体1中的杀菌灯组件

2，壳体1下部的外周壁上具有若干进风口11、顶壁上具有出风口12，杀菌灯组件2  位于进风

口11与出风口12之间。本实施例的壳体1中还设置有用于对颗粒物进行过滤的过滤组件3，

该过滤组件3位于杀菌灯组件2的下游。壳体1中设置有用于将室内风吸入壳体1中并将杀菌

消毒后的风排出的风机组件4，该风机组件4设于杀菌灯组件2、过滤组件3的下游，且风机组

件4的进风口41处设置用于检测微生物浓度的检测传感器5。

[0023] 本实施例的杀菌灯组件2包括第一反光板21、第二反光板22及杀菌灯管20，第一反

光板21与第二反光板22的横截面均为弧形且上下相对布置从而围合成圆形的杀菌腔  200，

杀菌腔200的内壁面为反光面，杀菌灯管20设于该杀菌腔200中。第一反光板21 的左端与第

二反光板22的左端之间形成进风间隙201，第一反光板21的右端与第二反光板22的右端之

间形成出风间隙202。杀菌灯管20为脉冲灯管或紫外灯管。

[0024] 具体的，上述第一反光板21与第二反光板22均为多块，且各第一反光板21左端与

其相邻的第二反光板22右端相衔接构成S形结构，相邻S形结构之间约束出多个横向排布的

杀菌腔200，各杀菌腔200中均设置有一杀菌灯管20，且杀菌灯管20位于杀菌腔200的中心

处。该结构有利于增大杀菌范围及光线浓度，提高杀菌效果。

[0025] 本实施例第一反光板21的左端与第二反光板22的右端切向连接，相邻两第二反光

板22之间成形出倒V形的导风结构23，第一反光板21与第二反光板22的切向连接处形成导

风面24。该结构有利于对进入杀菌腔200的气体流向进行整流引导，使气流在杀菌腔200中

平稳流过，有利于提高杀菌效果。

[0026] 在本实施例中，第一反光板21为透光板，第二反光板22为不透光金属板。采用这样

的结构，第二反光板22将杀菌灯管20与其下方的壳体1隔开，可避免光线与下方塑料壳体1

直接接触，对塑料壳体进行防护，避免或降低老化程度，同时，杀菌光线在对经过杀菌腔200

的空气进行着重杀菌的同时，还会有部分光线透过第一反光板21对上方的功能部件，例如

过滤组件3、风机系统4等进行杀菌，杜绝二次污染。第一反光板  21的上壁面上设置有靠近

过滤组件3布置的二氧化钛涂层。杀菌灯管20的部分光线透过第一反光板21，激发第一反光

板21外壁面上的二氧化钛涂层，使其在光照射下产生强氧化性的物质(如羟基自由基等)，

用于分解空气中的有毒有害气体如甲醛等，高效净化空气，还可以有效杀灭多种细菌，对过

滤组件、风机组件以及空气进行消毒。

[0027] 为了便于装配及连接，杀菌灯组件2还包括外框体25，该外框体25设于壳体1的内

周壁上，也采用不透光的金属材料，上述各反光板及杀菌灯管20均设于外框体25中，外框体

25的内侧壁上设置有与电源连接的接电片251，杀菌灯管20的端部与该接电片  251电信号

连接。

[0028] 使用本实施例的空气消毒机，室内风自进风口11进入并上行，先经杀菌灯组件2 

进行杀菌消毒，再经过滤组件3对空气中的颗粒物进行过滤，杀菌消毒、过滤后的空气在经

过检测传感器5对微生物浓度进行检测后从排风口12排出；在经过检测传感器5 时，如果检

测到微生物浓度较高，可增强杀菌灯管20的光照强度，如果微生物浓度低于设定的检测浓

度，则可以降低杀菌灯管20的光照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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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在上述过程中，当空气经过杀菌灯组件2时，圆形杀菌腔200在360度范围内对光线

进行反射，对杀菌灯管20的光线反射更加均匀，有利于提高杀菌效果；且由于杀菌灯管20被

围绕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中，减少杀菌光线对塑料壳体1的照射，降低壳体1老化作用；同

时，由于导风通道的结构复杂，延长了空气的流通行程，从而更加充分的与杀菌光线接触，

进而提高杀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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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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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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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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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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