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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空气消毒净化装置，包括框体、设置于

所述框体上的盖板装置、设置于所述盖板装置上

的密封装置、设置于所述框体内的排气装置、设

置于所述排气装置上的支撑装置、设置于所述排

气装置下方的净化装置。本发明通过在框体上设

置出气管且出气管内设置第一活塞，进而可以将

框体上的出气管堵住，防止灰尘、杂质、细菌经过

出气管进入到框体内；同时通过设置密封装置，

可以实现在风机抽气时自动的进入到管道内，然

后进入到框体内，密封效果好，操作简单，使用便

利，防止外部灰尘、杂质、细菌经过第四通孔进入

到框体内，保证本发明的持续使用，防止内部被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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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空气消毒净化装置，包括框体(1)，设于框体(1)上的盖板装置(2)、设于盖板装

置(2)上的密封装置(3)、设于框体(1)内的排气装置(4)、设于排气装置(4)上的支撑装置

(5)、设于排气装置(4)下方的净化装置(6)，在框体(1)上端设有开口，盖板装置(2)设在框

体(1)上端的开口处，其特征在于：在框体(1)左右两侧的下端设有第一通孔(11)，在框体1

下板的中部设有第二通孔(12)，在第二通孔(12)处设有排水管(13)，在框体(1)左右两侧的

第一通孔(11)处设置有出气管(15)；盖板装置(2)包括盖板(21)和设于盖板(21)上的进液

管(22)，盖板(21)上设有贯穿其上下表面的第三通孔(211)及第四通孔(212)，进液管(22)

的下端对准第三通孔(211)且与盖板(21)的上表面固定连接；密封装置(3)包括第二过滤框

(31)、设于第二过滤框(31)上方的第一密封框(32)、设于第二过滤框(31)外部的第二密封

框(33)、设于第一密封框(32)上方的第一支撑杆(34)、设于第一支撑杆(34)上端的第一滚

轮(35)、顶靠在第一滚轮(35)上的拉线(36)、收容于第一密封框(32)内的第二活塞(37)、位

于第二密封框(33)外部的固定块(38)、位于固定块(38)下方的第二弹簧(39)；排气装置(4)

包括第三密封框(41)、设于第三密封框(41)上方的管道(42)、设于管道(42)上的风机(43)、

设于风机(43)上的固定架(44)、收容于第三密封框(41)内的隔板(45)、设于隔板(45)上的

第一单向阀(46)、位于第三密封框(41)左右两侧的固定杆(47)、设于固定杆(47)端部的驱

动轮(48)、设于驱动轮(48)上的若干刷毛(49)；净化装置(6)包括第一集中框(61)、设于第

一集中框(61)上的第二单向阀(62)、收容于第一集中框(61)内的第二集中框(63)、位于第

二集中框(63)下方的第三过滤框(64)、收容于第二集中框(63)内的第三集中框(65)、位于

第三集中框(65)下方的第四过滤框(66)。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消毒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排水管(13)上设有第一阀门

(14)，在出气管(15)内设有第一过滤框(16)，第一过滤框(16)收容于出气管(15)内且与其

内表面滑动接触，第一过滤框(16)上设有滤孔，在第一过滤框(16)靠近框体(1)的一端设有

第一弹簧(18)，在第一过滤框(16)远离框体(1)的一端设有第一活塞(17)，第一活塞(17)收

容于出气管(15)内并与其内表面滑动接触，第一过滤框(16)的端部与第一活塞(17)固定连

接；在进液管(22)上设有第二阀门(23)，在盖板(21)下方左右两侧设有定位块(24)，定位块

(24)的上端与盖板(21)固定连接，定位块(24)的侧面顶靠在框体(1)的内表面上。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消毒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消毒装置(7)，所述消毒

装置(7)设有两个且分别位于框体(1)内的左右两侧，消毒装置(7)包括挡板(71)、设于挡板

(71)与框体(1)内壁之间的弹性板(72)、设于弹性板(72)上的弹性过滤网(73)、设于框体

(1)内壁上的玻璃罩(74)、收容于玻璃罩(74)内的紫外线灯(75)、位于玻璃罩(74)下方的斜

板(76)、位于斜板(76)下方左右两侧的第三弹簧(77)、位于第三弹簧(77)下方的第五过滤

框(78)和位于第五过滤框(78)下方的移动板(79)。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空气消毒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挡板(71)收容于框体(1)内且

与框体(1)的内表面固定连接，挡板(71)上设有贯穿其左右表面的方孔(711)，弹性板(72)

设有两个且分别位于方孔(711)的上下两侧，弹性板(72)的一端与挡板(71)的侧面固定连

接，上下设置的弹性板(72)的另一端能相互顶靠在一起，弹性过滤网(73)设于两块弹性板

(72)之间，弹性过滤网(73)呈波浪状，弹性过滤网(73)的端部与弹性板(72)固定连接，斜板

(76)的侧面与框体(1)的内表面固定连接，斜板(76)上设有贯穿其上下表面的第九通孔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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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空气消毒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第三弹簧(77)的上端与斜板

(76)固定连接，第五过滤框(78)收容于框体(1)内并与其内表面滑动接触，第五过滤框(78)

的侧面顶靠在挡板(71)的侧面上并与其滑动接触，第三弹簧(77)的下端与第五过滤框(78)

的上端连接，第五过滤框(78)的下端与移动板(79)的上表面固定连接，移动板(79)的一侧

顶靠在框体(1)的内表面上并与其滑动接触，移动板(79)的另一侧顶靠在挡板(71)的侧面

上并与其滑动接触。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消毒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过滤框(31)的下端对

准第四通孔(212)并与盖板(21)的上表面固定连接，第一密封框(32)的下端与第二过滤框

(31)的上端固定连接，第二过滤框(31)及第一密封框(32)均收容于第二密封框(33)内并与

其内表面滑动接触，第一支撑杆(34)的下端与第一密封框(32)固定连接，第一支撑杆(34)

的上端设有第一凹槽，第一滚轮(35)收容于所述第一凹槽内并与第一支撑杆(34)枢轴连

接，拉线(36)的一端与第二密封框(33)的上端连接，拉线(36)顶靠在第一滚轮(35)上，拉线

(36)的另一端与第二活塞(37)连接，第二活塞(37)收容于第一密封框(32)内并与其内表面

滑动接触，固定块(38)的一端与第二密封框(33)固定连接，第二弹簧(39)的下端与盖板

(21)固定连接，第二弹簧(39)的上端与固定块(38)固定连接。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消毒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第三密封框(41)上设有位于其

上表面的第五通孔(411)及第六通孔(412)，管道(42)的下端对准第五通孔(411)且与第三

密封框(41)的上表面固定连接，管道(42)的上端对准第四通孔(212)且与盖板(21)的下表

面固定连接，隔板(45)收容于第三密封框(41)内且与其内表面固定连接。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空气消毒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隔板(45)上设有贯穿其上下表

面的第七通孔(451)，第一单向阀(46)收容于第七通孔(451)内且与隔板(45)固定连接，固

定杆(47)的一端与第三密封框(41)的侧面固定连接，固定杆(47)的另一端设有第二凹槽，

驱动轮(48)收容于第二凹槽内且与固定杆(47)枢轴连接，刷毛(49)设有若干个且均匀分布

在驱动轮(48)上。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空气消毒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支撑装置(5)包括支撑架(51)、

设置于支撑架(51)下端的第三活塞(52)、设置于第三密封框(41)上的第四密封框(53)，支

撑架(51)的上端与盖板(21)固定连接，第三活塞(52)的上端与支撑架(51)的下端固定连

接，第四密封框(53)的下端对准第六通孔(412)且与第三密封框(41)的上表面固定连接，第

三活塞(52)收容于第四密封框(53)内且与其内表面滑动接触，支撑架(51)的下端收容于第

四密封框(53)内且与其内表面滑动接触。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消毒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第三密封框(41)的下表面与

第一集中框(61)的上表面固定连接，第一集中框(61)的上表面设有第八通孔(621)，第八通

孔(621)处于第三密封框(41)内，第二单向阀(62)收容于第八通孔(621)内且与第一集中框

(61)固定连接，第二集中框(63)的上表面与第一集中框(61)的内表面固定连接，第三过滤

框(64)的上表面与第二集中框(63)的下表面固定连接，第三集中框(65)的上表面与第一集

中框(61)的内表面固定连接，第八通孔(621)处于第三集中框(65)的内部，第三集中框(65)

的下表面处于第二集中框(63)下表面的下方，第四过滤框(66)的上表面与第三集中框(65)

的下表面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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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空气消毒净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气净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空气消毒净化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空气消毒净化装置，是用于空气过滤净化和消毒的设备，又称，空气净化器、空气

清洁器、空气清新机、空气消毒机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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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为家用、医用、商用、工业用、楼宇用途，随着雾霾天气的增多以及肺炎类传染病

毒的传播，让人们对洁净空气的需求越加迫切，对空气消毒净化装置的需求越来越大，要求

也越来越高。

[0003] 中国专利文献CN106642390A揭示了一种医疗用雾化空气净化消毒机，其包括壳

体，所述壳体的顶端螺接有带孔罩，所述壳体的下表面卡接有底座，所述带孔罩的中部设有

雾化液通孔，所述雾化液通孔的四周均匀排列有净化气通孔，所述壳体的内壁设有紫外线

灯，所述紫外线灯的外壁设有光触媒层，所述壳体的外表面依次设有湿度传感器、显示屏、

温度测量器，所述底座的左下侧和右上侧均设有进气扇，所述底座的下表面中部设有雾化

装置，通过进气扇将空气吸入壳体，通过紫外线灯进行一种循环净化，再通过雾化装置进行

一种体外空气净化，两种净化方式相结合，可以增强净化消毒的力度和范围，并且净化消毒

的程度可调节，适合不同的环境。然而，上述技术方案存在一些弊端，比如：首先，壳体上端

设有带孔罩，在不使用时灰尘、杂质、细菌很容易穿过带孔罩上的孔进入到消毒机的内部，

然后沉积在消毒机的内部，影响消毒机使用时对空气的消毒净化效果，容易引起交叉感染；

其次，在雾化的过程中难以实现对空气进行充分有效的净化消毒处理，消毒净化效果不理

想。

[0004] 因此，需要提供一种新的技术方案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问题是提供一种空气消毒净化装置，包括框体、设置于所述框体

上的盖板装置、设置于所述盖板装置上的密封装置、设置于所述框体内的排气装置、设置于

所述排气装置上的支撑装置、设置于所述排气装置下方的净化装置，其通过在框体上设置

出气管且出气管内设置第一活塞，进而可以将框体上的出气管堵住，防止灰尘、杂质、细菌

经过出气管进入到框体内；同时通过设置密封装置，可以实现在风机抽气时自动的进入到

管道内，然后进入到框体内，密封效果好，操作简单，使用便利，防止外部灰尘、杂质、细菌经

过第四通孔进入到框体内，保证本发明的持续使用，防止内部被污染。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空气消毒净化装置，包括框体，设于框体上的盖板装置、设于盖板装置上的密

封装置、设于框体内的排气装置、设于排气装置上的支撑装置、设于排气装置下方的净化装

置，在框体上端设有开口，盖板装置设在框体上端的开口处，在框体左右两侧的下端设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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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孔，在框体1下板的中部设有第二通孔，在第二通孔处设有排水管，在框体左右两侧的

第一通孔处设置有出气管；盖板装置包括盖板和设于盖板上的进液管，盖板上设有贯穿其

上下表面的第三通孔及第四通孔，进液管的下端对准第三通孔且与盖板的上表面固定连

接；密封装置包括第二过滤框、设于第二过滤框上方的第一密封框、设于第二过滤框外部的

第二密封框、设于第一密封框上方的第一支撑杆、设于第一支撑杆上端的第一滚轮、顶靠在

第一滚轮上的拉线、收容于第一密封框内的第二活塞、位于第二密封框外部的固定块、位于

固定块下方的第二弹簧；排气装置包括第三密封框、设于第三密封框上方的管道、设于管道

上的风机、设于风机上的固定架、收容于第三密封框内的隔板、设于隔板上的第一单向阀、

位于第三密封框左右两侧的固定杆、设于固定杆端部的驱动轮、设于驱动轮上的若干刷毛；

净化装置包括第一集中框、设于第一集中框上的第二单向阀、收容于第一集中框内的第二

集中框、位于第二集中框下方的第三过滤框、收容于第二集中框内的第三集中框、位于第三

集中框下方的第四过滤框。

[0008] 上述空气消毒净化装置，在排水管上设有第一阀门，在出气管内设有第一过滤框，

第一过滤框收容于出气管内且与其内表面滑动接触，第一过滤框上设有滤孔，在第一过滤

框靠近框体的一端设有第一弹簧，在第一过滤框远离框体的一端设有第一活塞，第一活塞

收容于出气管内并与其内表面滑动接触，第一过滤框的端部与第一活塞固定连接；在进液

管上设有第二阀门，在盖板下方左右两侧设有定位块，定位块的上端与盖板固定连接，定位

块的侧面顶靠在框体的内表面上。

[0009] 进一步的，上述空气消毒净化装置，还包括消毒装置，所述消毒装置设有两个且分

别位于框体内的左右两侧，消毒装置包括挡板、设于挡板与框体内壁之间的弹性板、设于弹

性板上的弹性过滤网、设于框体内壁上的玻璃罩、收容于玻璃罩内的紫外线灯、位于玻璃罩

下方的斜板、位于斜板下方左右两侧的第三弹簧、位于第三弹簧下方的第五过滤框和位于

第五过滤框下方的移动板。

[0010] 优选的，挡板收容于框体内且与框体的内表面固定连接，挡板上设有贯穿其左右

表面的方孔，弹性板设有两个且分别位于方孔的上下两侧，弹性板的一端与挡板的侧面固

定连接，上下设置的弹性板的另一端能相互顶靠在一起，弹性过滤网设于两块弹性板之间，

弹性过滤网呈波浪状，弹性过滤网的端部与弹性板固定连接，斜板的侧面与框体的内表面

固定连接，斜板上设有贯穿其上下表面的第九通孔。

[0011] 进一步的，第三弹簧的上端与斜板固定连接，第五过滤框收容于框体内并与其内

表面滑动接触，第五过滤框的侧面顶靠在挡板的侧面上并与其滑动接触，第三弹簧的下端

与第五过滤框的上端连接，第五过滤框的下端与移动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移动板的一侧

顶靠在框体的内表面上并与其滑动接触，移动板的另一侧顶靠在挡板的侧面上并与其滑动

接触。

[0012] 更进一步的，所述第二过滤框的下端对准第四通孔并与盖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

第一密封框的下端与第二过滤框的上端固定连接，第二过滤框及第一密封框均收容于第二

密封框内并与其内表面滑动接触，第一支撑杆的下端与第一密封框固定连接，第一支撑杆

的上端设有第一凹槽，第一滚轮收容于所述第一凹槽内并与第一支撑杆枢轴连接，拉线的

一端与第二密封框的上端连接，拉线顶靠在第一滚轮上，拉线的另一端与第二活塞连接，第

二活塞收容于第一密封框内并与其内表面滑动接触，固定块的一端与第二密封框固定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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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第二弹簧的下端与盖板固定连接，第二弹簧的上端与固定块固定连接。

[0013] 上述空气消毒净化装置，第三密封框上设有位于其上表面的第五通孔及第六通

孔，管道的下端对准第五通孔且与第三密封框的上表面固定连接，管道的上端对准第四通

孔且与盖板的下表面固定连接，隔板收容于第三密封框内且与其内表面固定连接。

[0014] 优选的，上述空气消毒净化装置，在隔板上设有贯穿其上下表面的第七通孔，第一

单向阀收容于第七通孔内且与隔板固定连接，固定杆的一端与第三密封框的侧面固定连

接，固定杆的另一端设有第二凹槽，驱动轮收容于第二凹槽内且与固定杆枢轴连接，刷毛设

有若干个且均匀分布在驱动轮上。

[0015] 更优选的，支撑装置包括支撑架、设置于支撑架下端的第三活塞、设置于第三密封

框上的第四密封框，支撑架的上端与盖板固定连接，第三活塞的上端与支撑架的下端固定

连接，第四密封框的下端对准第六通孔且与第三密封框的上表面固定连接，第三活塞收容

于第四密封框内且与其内表面滑动接触，支撑架的下端收容于第四密封框内且与其内表面

滑动接触。

[0016] 更进一步的，第三密封框的下表面与第一集中框的上表面固定连接，第一集中框

的上表面设有第八通孔，第八通孔处于第三密封框内，第二单向阀收容于第八通孔内且与

第一集中框固定连接，第二集中框的上表面与第一集中框的内表面固定连接，第三过滤框

的上表面与第二集中框的下表面固定连接，第三集中框的上表面与第一集中框的内表面固

定连接，第八通孔处于第三集中框的内部，第三集中框的下表面处于第二集中框下表面的

下方，第四过滤框的上表面与第三集中框的下表面固定连接。

[0017]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18] 本发明提出的空气消毒净化装置通过在框体上设置出气管且出气管内设置第一

活塞，进而可以将框体上的出气管堵住，防止灰尘、杂质、细菌经过出气管进入到框体内；同

时通过设置密封装置，可以实现在风机抽气时自动的进入到管道内，然后进入到框体内，密

封效果好，操作简单，使用便利，防止外部灰尘、杂质、细菌经过第四通孔进入到框体内，保

证本发明的持续使用，防止内部被污染；同时通过设置第三密封框、隔板、支撑装置、第一单

向阀的设置可以实现第三密封框自动的向下移动，以便移动到净化液内的深入，增强气体

流出部位的液压，使得气体流出时被挤压呈体积较小的气泡，使得空气与液体充分有效的

接触，保证对其净化消毒的效果；并且第二集中框、第三过滤框、第三集中框、第四过滤框等

结构的设置可以使得空气较长时间停留在净化液中，保证净化液对空气净化消毒的效果，

并且上述结构的设置使得空气先集中在第三集中框内，然后经过第四过滤框进入到第二集

中框内，然后经过第三过滤框进入到第一集中框内，且第三集中框的下表面低于第二集中

框的下表面，以便使得第三集中框内的气压较大时才能有利于液面下降到第四过滤框内，

保证空气与净化液充分有效的接触，使得净化消毒的效果更好；同时旋转的刷毛有利于气

泡的打散，且有利于气泡变得更小，增加空气与净化液接触的面积，使得净化消毒效果更

好；同时弹性板的振动可以带动弹性过滤网的振动，弹性过滤网不仅起到连接弹性板的作

用，还可以起到有效净化的作用。

附图说明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空气消毒净化装置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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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空气消毒净化装置的主视图；

[0021] 图2为图1所示本发明空气消毒净化装置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图2所示本发明空气消毒净化装置的框体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图2所示本发明空气消毒净化装置的盖板装置及密封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图2所示本发明空气消毒净化装置的排气装置及支撑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1-框体；11-第一通孔；12-第二通孔；13-排水管；14-第一阀门；15-出气管；

16-第一过滤框；17-第一活塞；18-第一弹簧；2-盖板装置；21-盖板；211-第三通孔；212-第

四通孔；22-进液管；23-第二阀门；24-定位块；3-密封装置；31-第二过滤框；32-第一密封

框；33-第二密封框；34-第一支撑杆；35-第一滚轮；36-拉线；37-第二活塞；38-固定块；39-

第二弹簧；4-排气装置；41-第三密封框；411-第五通孔；412-第六通孔；42-管道；43-风机；

44-固定架；45-隔板；451-第七通孔；46-第一单向阀；47-固定杆；48-驱动轮；49-刷毛；5-支

撑装置；51-支撑架；52-第三活塞；53-第四密封框；6-净化装置；61-第一集中框；621-第八

通孔；62-第二单向阀；63-第二集中框；64-第三过滤框；65-第三集中框；66-第四过滤框；7-

消毒装置；71-挡板；711-方孔；72-弹性板；73-弹性过滤网；74-玻璃罩；75-紫外线灯；76-斜

板；761-第九通孔；77-第三弹簧；78-第五过滤框；79移动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如图1至图5所示，本发明提出的空气消毒净化装置包括框体1、设置于框体1上的

盖板装置2、设置于盖板装置2上的密封装置3、设置于框体1内的排气装置4、设置于排气装

置4上的支撑装置5、设置于排气装置4下方的净化装置6、位于排气装置4左右两侧的消毒装

置7。

[0027] 如图1至图5所示，在框体1的上端设有开口，在框体1左右两侧的下端设有第一通

孔11，在框体1下板的中部设有第二通孔12，在第二通孔12处设置有排水管13，在排水管13

上设有第一阀门14，在框体1左右两侧的第一通孔11处设置有出气管15，在出气管15内设有

第一过滤框16，在第一过滤框16靠近框体1的一端设有第一弹簧18，在第一过滤框16远离框

体1的一端设有第一活塞17。所述第一通孔11及第二通孔12均呈圆柱形且贯穿框体1的内外

表面。

[0028] 所述排水管13的上端对准第二通孔12且与框体1的下表面固定连接，使得排水管

13的内部与框体1的内部相通。第一阀门14可以控制排水管13内水的流量。出气管15的左右

表面相通，出气管15的一端对准第一通孔11且与框体1的侧面固定连接，使得出气管15的内

部与框体1的内部相通。第一过滤框16呈圆柱体状，第一过滤框16收容于出气管15内且与其

内表面滑动接触，使得第一过滤框16可以在出气管15内左右移动，第一过滤框16上设有滤

孔，以便对空气进行过滤。第一活塞17呈圆柱体状，第一活塞17收容于出气管15内且与其内

表面滑动接触，使得第一活塞17可以在出气管15内左右移动，第一过滤框16的端部与第一

活塞17固定连接。第一弹簧18设有若干个，第一弹簧18的一端与框体1固定连接，第一弹簧

18的另一端与第一过滤框16的端部固定连接，从而对第一过滤框16起到支撑作用。

[0029] 如图1至图5所示，盖板装置2包括盖板21、设置于盖板21上方的进液管22、设置于

进液管22上的第二阀门23、位于盖板21下方左右两侧的定位块24。盖板21的下表面顶靠在

框体1的上表面上，盖板21上设有贯穿其上下表面的第三通孔211及第四通孔212，第三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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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及第四通孔212均呈圆柱形。进液管22的下端对准第三通孔211且与盖板21的上表面固

定连接，使得进液管22的内部与第三通孔211的内部相通。第二阀门23可以控制进液管22内

液体的流量。定位块24设有两个且分别位于盖板21下方的左右两侧，定位块24呈长方体状，

定位块24的上端与盖板21固定连接，定位块24的侧面顶靠在框体1的内表面上，从而对盖板

21起到定位作用，使得盖板21可以稳定的处于框体1的上方。

[0030] 如图1至图5所示，密封装置3包括第二过滤框31、设置于第二过滤框31上方的第一

密封框32、设置于第二过滤框31外部的第二密封框33、设置于第一密封框32上方的第一支

撑杆34、设置于第一支撑杆34上端的第一滚轮35、顶靠在第一滚轮35上的拉线36、收容于第

一密封框32内的第二活塞37、位于第二密封框33外部的固定块38、位于固定块38下方的第

二弹簧39。第二过滤框31呈空心的圆柱体管状且上下表面相通，第二过滤框31的下端对准

第四通孔212且与盖板21的上表面固定连接，第二过滤框31呈圆环状，在第二过滤框31的管

壁上均匀环设有滤孔，以便对空气进行过滤，外部空气穿过环状的第二过滤框31管壁上的

滤孔而进入到第二过滤框31内。所述第一密封框32呈空心的圆柱体状，第一密封框32的下

端与第二过滤框31的上端固定连接，使得第一密封框32的内部与第二过滤框31的内部相

通。第二密封框33呈空心的圆柱体管状且上下表面相通，第二过滤框31及第一密封框32均

收容于第二密封框33内且与其内表面滑动接触，使得第二密封框33可以在第二过滤框31及

第一密封框32上移动，所述第二密封框33的下端可以顶靠在盖板21上，当第二密封框33顶

靠在盖板21上时，第二密封框33能挡住第二过滤框31。第一支撑杆34呈倾斜状，第一支撑杆

34的下端与第一密封框32固定连接，第一支撑杆34的上端设有第一凹槽，第一滚轮35呈圆

柱体状，第一滚轮35收容于第一凹槽内且与第一支撑杆34枢轴连接，使得第一滚轮35可以

在第一凹槽内旋转。拉线36的一端与第二密封框33的上端固定连接，拉线36顶靠在第一滚

轮35上。第二活塞37收容于第一密封框32内且与其内表面滑动接触，使得第二活塞37可以

在第一密封框32内上下移动，第二活塞37亦可以向下移动到第二过滤框31内。固定块38的

一端与第二密封框33固定连接。第二弹簧39的下端与盖板21固定连接，第二弹簧39的上端

与固定块38固定连接，常态下，第二弹簧39处于拉伸状态，从而可以向下拉动固定块38，常

态下，使得第二密封框33的下端顶靠在盖板31上。

[0031] 如图1至图5所示，所述排气装置4包括第三密封框41、设置于第三密封框41上方的

管道42、设置于管道42上的风机43、设置于风机43上的固定架44、收容于第三密封框41内的

隔板45、设置于隔板45上的第一单向阀46、位于第三密封框41左右两侧的固定杆47、设置于

所述固定杆47端部的驱动轮48、设置于驱动轮48上的若干刷毛49。第三密封框41的下端设

有开口，第三密封框41上设有位于其上表面的第五通孔411及第六通孔412，第五通孔411及

第六通孔412均呈圆柱形且贯穿第三密封框41的内外表面，第三密封框41收容于框体1内且

可以在框体1内上下移动。管道42的下端对准第五通孔411且与第三密封框41的上表面固定

连接，使得管道42的内部与第三密封框41的内部相通，管道42的上端对准第四通孔212且与

盖板21的下表面固定连接，使得第四通孔212与所述管道42的内部相通。所述风机43与电源

(未图示)电性连接，与风机43连接的电源线上设有控制开关，以方便控制风机43的打开或

者关闭，该控制开关设于盖板21的外部，方便使用者操作。固定架44的一端与盖板21固定连

接，固定架44的另一端与风机43固定连接。隔板45收容于第三密封框41内且与其内表面固

定连接，隔板45可以将第三密封框41内的空间分成上下两部分，隔板45上设有贯穿其上下

说　明　书 5/8 页

8

CN 111110905 A

8



表面的第七通孔451。第一单向阀46收容于第七通孔451内且与隔板45固定连接，第一单向

阀46可以使得隔板45上方的空气经过第七通孔451进入到隔板45的下方，而隔板45下方的

空气无法从第七通孔451进入到隔板45的上方。固定杆47的一端与第三密封框41的侧面固

定连接，固定杆47的另一端设有第二凹槽，驱动轮48收容于所述第二凹槽内且与固定杆47

枢轴连接，使得驱动轮48可以在第二凹槽内旋转，所述驱动轮48与电机(未图示)电性连接，

从而可以带动其旋转，其连接属于现有技术，故在此不再赘述。刷毛49设有若干个且均匀分

布在驱动轮48上。

[0032] 如图1至图5所示，支撑装置5包括支撑架51、设置于支撑架51下端的第三活塞52、

设置于第三密封框41上的第四密封框53。支撑架51的上端与盖板21固定连接。第三活塞52

的上端与支撑架51的下端固定连接。第四密封框53呈空心的长方体且上下表面相通，第四

密封框53的下端对准第六通孔412且与第三密封框41的上表面固定连接，使得第四密封框

53的内部与第六通孔412的内部相通，第三活塞52收容于第四密封框53内且与其内表面滑

动接触，支撑架51的下端收容于第四密封框53内且与其内表面滑动接触。

[0033] 如图1至图5所示，所述净化装置6包括第一集中框61、设置于第一集中框61上的第

二单向阀62、收容于第一集中框61内的第二集中框63、位于第二集中框63下方的第三过滤

框64、收容于第二集中框63内的第三集中框65、位于第三集中框65下方的第四过滤框66。第

一集中框61的下端设有开口，第三密封框41的下表面与第一集中框61的上表面固定连接，

第一集中框61的上表面设有第八通孔621，第八通孔621处于第三密封框41内。第二单向阀

62收容于第八通孔621内且与第一集中框61固定连接，第二单向阀62可以使得第三密封框

41内的空气经过第八通孔621进入到第一集中框61内，而不会使得第一集中框61内的空气

经过第八通孔621进入到第三密封框41内。第二集中框63的上下表面相通，第二集中框63的

上表面与第一集中框61的内表面固定连接，第二集中框63的下表面与第一集中框61的下表

面处于同一平面内。第三过滤框64的上表面与第二集中框63的下表面固定连接，第三过滤

框64的内部与第二集中框63的内部相通。第三集中框65收容于第二集中框63的内部，第三

集中框65的上表面与第一集中框61的内表面固定连接，第八通孔621处于第三集中框65的

内部，第三集中框65的下表面处于第二集中框63下表面的下方。第四过滤框66的上表面与

第三集中框65的下表面固定连接，第四过滤框66的内部与第三集中框65的内部相通，第三

过滤框64及第四过滤框66上均设有滤孔，以便空气穿过。

[0034] 如图1至图5所示，所述消毒装置7设有两个且分别位于框体1内的左右两侧，消毒

装置7包括挡板71、设置于挡板71与框体1内壁之间的弹性板72、设置于弹性板72上的弹性

过滤网73、设置于框体1内壁上的玻璃罩74、收容于玻璃罩74内的紫外线灯75、位于玻璃罩

74下方的斜板76、位于斜板76下方左右两侧的第三弹簧77、位于第三弹簧77下方的第五过

滤框78、位于第五过滤框78下方的移动板79。挡板71收容于框体1内且与框体1的内表面固

定连接，挡板71将框体1内的空间分成左右两部分，挡板71上设有贯穿其左右表面的方孔

711，挡板71的上表面顶靠在盖板21的下表面上。弹性板72设有两个且分别位于所述方孔

711一方的上下两侧，弹性板72呈倾斜状，弹性板72的一端与挡板71的侧面固定连接，上下

设置的弹性板72的另一端可相互顶靠在一起，弹性板72采用弹性材料制成，使其可以弯曲

变形，上下设置的弹性板72可以将方孔711挡住。弹性过滤网73设置于弹性板72之间，弹性

过滤网73呈波浪状，弹性过滤网73的端部与弹性板72固定连接，弹性过滤网73采用弹性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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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制成，使其可以弯曲变形，上下两侧的弹性板72相互远离时，弹性过滤网73会被拉直，弹

性过滤网73不仅起到连接的作用，亦可以起到对空气过滤的作用。玻璃罩74呈空心的半圆

球状，玻璃罩74的侧面与框体1的内表面固定连接，玻璃罩74采用透明玻璃材料制成。紫外

线灯75与电源(未图示)电性连接，为其提供电能，与紫外线灯75连接的电源线上设有控制

开关(未图示)，方便控制紫外线灯75的打开或者关闭，该控制开关设于框体1的外部，方便

使用者操作。斜板76呈倾斜状，斜板76的侧面与框体1的内表面固定连接，斜板76上设有贯

穿其上下表面的第九通孔761。第三弹簧77设有两个并分别位于斜板76的两端，第三弹簧77

的上端与斜板76固定连接。第五过滤框78的上下表面相通，第五过滤框78收容于框体1内并

与其内表面滑动接触，第五过滤框78的侧面顶靠在挡板71的侧面上且与其滑动接触，使得

第五过滤框78可以稳定的上下移动，第三弹簧77的下端与第五过滤框78的上端固定连接，

从而对第五过滤框78起到支撑作用。移动板79收容于框体1内，第五过滤框78的下端与移动

板79的上表面固定连接，移动板79的一侧面顶靠在框体1的内表面上且与其滑动接触，移动

板79的另一侧面顶靠在挡板71的侧面上且与其滑动接触，使得第五过滤框78及移动板79可

以稳定的上下移动。

[0035] 如图1至图5所示，本发明提出的空气消毒净化装置使用时，首先打开第二阀门23，

将用于对空气净化消毒的净化液通过进液管22注入到框体1内，且浸没第三密封框41时为

止，水液不得高于挡板71开设的方孔711的下边沿，且处于左右两侧的挡板71之间，此时净

化液在第一集中框61、第二集中框63、第三集中框65的下端形成水封，第一集中框61、第二

集中框63及第三集中框65内会被封有空气。净化液可以为双氧水消毒水液、过氧化氢消毒

水液、纯净水或者能对空气进行消毒杀菌的其他水液，以便对空气进行消毒杀菌及净化处

理。消毒水液注入完毕后，关闭第二阀门23，打开紫外线灯75的开关，使得紫外线灯75发出

紫外线且照射在所述挡板71与框体1内壁之间的空间内，并且打开与驱动轮48连接的电机，

使得驱动轮48带动刷毛49随之旋转，以便带动净化水液的流动。然后打开风机43的开关，使

得第二过滤框31及第一密封框32腔体内的空气被抽入到管道42内，然后进入到第三密封框

41内，在风机43对进风牵引力的作用下，此时第二活塞37在第二过滤框31及第一密封框32

的内腔中向下移动，通过与第二活塞37连接的拉线36，能向上拉动第二密封框33，使第二密

封框33的内腔不再挡住第二过滤框31的外周，此时外部的空气穿过第二过滤框31的管壁，

经过环状的第二过滤框31的过滤后进入到第二过滤框31的内腔，然后进入到管道42内。

[0036] 本装置在不使用时，第二密封框33的内腔挡住第二过滤框31的外壁，以对框体1内

部起到密封的作用。而在净化空气工作时，第二密封框33可以自动的向上移动，从而实现自

动的进气，外界空气通过第二过滤框31管壁设置的滤孔而进入到管道42内以后，再进入到

第三密封框41内，且集中在隔板45的上方，此时隔板45上方的气压增高，部分空气经过第六

通孔412进入到所述第四密封框53内，此时由于第三活塞52的设置，使得第四密封框53、第

三密封框41整体向下移动，使第三密封框41向下移动到净化水液内的深处，使得第一集中

框61、第二集中框63及第三集中框65下端的液压更大，从而从其下端喷出的气体可以与净

化液接触的更加充分，以便增强对空气净化消毒的效果。然后隔板45上方的空气经过第七

通孔451及第一单向阀46向下流入到隔板45的下方，然后经过第八通孔621及第二单向阀62

进入到第三集中框65内，由于第三集中框65内的气体逐渐的增多，使得第三集中框65内的

液面逐渐的向下移动，直至液面移动到第四过滤框66内，此时液面上方的空气经过第四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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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框66管壁周围的滤孔进入到第四过滤框66的外部，且处于第三过滤框64内，然后形成气

泡且漂浮到第二集中框63内，且在第二集中框63内集中，由于形成的气泡在液体中漂浮移

动，从而可以使得空气与净化水液充分的接触，保证对空气净化消毒的效果。由于第二集中

框63内的空气逐渐的集中，使得第二集中框63内的液面向下移动，直至移动到第三过滤框

64内，然后液面上方的空气经过浸湿的第三过滤框64管壁周围设置的滤孔而进入到第一集

中框61内，第三过滤框64可以对空气进行充分有效的净化消毒处理。待第一集中框61内的

气体逐渐的增多，使得第一集中框61内的液面向下移动，直至液面移动到第一集中框61的

下方，然后空气经过第一集中框61的下方形成气泡且从第一集中框61的四周向上漂浮，然

后经过旋转的刷毛49的打散后形成体积更小的气泡，以便使得空气与净化水液更加充分有

效的接触，保证净化水液对空气的净化消毒效果，然后空气继续向上漂浮直至流动到液面

的上方，由于空气逐渐的经过第四过滤框66、第三过滤框63的净化效果处理，且与净化液持

续充分的接触，保证净化液对空气的消毒净化效果，所述第三集中框65、第二集中框63、第

四过滤框66及第三过滤框64的设置可以显著增强其对空气净化消毒的效果，并且延长空气

与净化液接触的时间，并且第三过滤框64及第四过滤框66可以不断的被浸湿，增强对空气

净化消毒的效果。然后液面上的空气逐渐的增多，且气压增大，然后空气经过方孔711进入

到弹性板72之间，使得弹性板72相互顶靠的端部相互远离，所述弹性过滤网73被拉伸，然后

空气经过弹性过滤网73的过滤后再进入到挡板71与框体1内壁之间的空间内，由于弹性板

72弯曲变形，且随气压的变化弹性板72随之振动，所述弹性过滤网73亦随之振动，从而可以

防止弹性过滤网73堵塞，保证弹性过滤网73对空气持续高效的净化处理。然后空气经过紫

外线的照射后可以对其进行杀菌消毒处理，然后穿过所述第九通孔761进入到斜板76的下

方，然后使得斜板76下方的气压增大，进而使得移动板79向下移动，直至移动板79移动到第

一通孔11的下方，此时第五过滤框78挡住所述第一通孔11，然后空气经过第五过滤框78的

过滤后且穿过第一通孔11进入到出气管15内，由于出气管15内的气压增大，使得第一活塞

17在出气管15内移动，直至第一活塞17移动到出气管15的外部，所述第一弹簧18被拉伸，然

后出气管15内的空气经过第一过滤框16的过滤后排出，通过第一过滤框对即将排出的空气

再次进行净化过滤，在其他实施例中，第一过滤框16内亦可以放置干燥剂，以便对空气进行

干燥处理，而在不使用时，由于第一弹簧18的设置，使得第一过滤框16及第一活塞17处于出

气管15内，以便堵住出气管15，防止灰尘、杂质、细菌经过出气管15进入到框体1内部，密封

效果好，防止框体1内部受到污染。排水管13及第一阀门14的设置是当空气净化消毒完毕

后，用以排出净化装置内的水液和杂质。

[003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所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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