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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带加湿功能的空气净化装置，包括主体

壳体、以及设于该主体壳体内的加湿部和空气净

化过滤网；上述主体壳体的一侧面侧开设装拆开

口，上述加湿部可从上述装拆开口安装至主体壳

体内，由蓄水容器，供水容器，加湿过滤网所构

成；在上述蓄水容器的、作为上述主体壳体的一

侧面侧的开口侧板上设有作为第1吸入口的复数

个开口，在上述蓄水容器内，从上述主体壳体的

一侧面侧向另一侧面侧顺次设有上述空气净化

过滤网、上述加湿过滤网和上述供水容器。本发

明的优点在于，一体化程度高，便于维护。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3页

CN 104075389 B

2019.09.24

CN
 1
04
07
53
89
 B



1.一种带加湿功能的空气净化装置，包括具有吹出口的主体壳体、以及设于该主体壳

体内的加湿部和空气净化过滤网，其特征在于：

上述主体壳体的一侧面侧开设装拆开口，上述加湿部可从上述装拆开口安装至主体壳

体内，由可蓄水的、上方设开口的箱状的蓄水容器，向该蓄水容器供给水的供水容器，下端

长期浸泡于被供给到上述蓄水容器的水中的加湿过滤网所构成；

在上述蓄水容器的、作为上述主体壳体的一侧面侧的开口侧板上设有作为第1吸入口

的复数个开口；

在上述蓄水容器内，从上述主体壳体的一侧面侧向另一侧面侧顺次设有上述空气净化

过滤网、上述加湿过滤网和上述供水容器；

上述空气净化过滤网和上述加湿过滤网之间设有挡住从上述供水容器所供给的水、保

持空气净化过滤网干燥的分隔板；

上述主体壳体内还设有从该第1吸入口向上述主体壳体内吸入的空气顺次穿过上述空

气净化过滤网和上述加湿过滤网而向吹出口送风的送风部，上述送风部被设于上述蓄水容

器的上方；

上述加湿过滤网的上顶面低于上述空气净化过滤网的上顶面，上述送风部设有从送风

部的下面向下方延伸的定位部，该定位部的下端低于上述空气净化过滤网的上顶面，高于

上述加湿过滤网的上顶面，该定位部的下端与上述空气净化过滤网的面向上述主体壳体的

另一侧面侧上部相接触，上述送风部的下端与上述加湿过滤网的上顶面之间设有作为连通

风路的空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加湿功能的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上述第1吸入口、上

述空气净化过滤网以及上述加湿过滤网为相对对应设置的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加湿功能的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

上述加湿部通过向水平方向移动而可以安装和拆卸于上述装拆开口，还在上述主体壳

体的开口侧板设有把手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带加湿功能的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

上述把手部为上述主体壳体的开口侧板向加湿部内部凹下而构成，从该把手部的上顶

面到上述开口侧板的上端的距离为6-12厘米。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带加湿功能的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在上述把手部设有

作为第2吸入口的复数个开口。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加湿功能的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

上述供水容器的上顶面具有随着从上述主体壳体的一侧面侧越向另一侧面侧而越向

上方倾斜的倾斜面。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带加湿功能的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上述倾斜面设有向

内部凹下的把手部。

8.根据权利要求1至7的任意一项所述的带加湿功能的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通

过上述送风部从上述第1吸入口向上述主体壳体内吸风，所述连通风路使穿过上述空气净

化过滤网的一部分空气与上述送风部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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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加湿功能的空气净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关于一种空气净化装置，特别是关于一种带加湿功能的空气净化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讲究生活质量。因此，人们对于直接

关系到身体健康的所呼吸的空气质量越来越重视，特别是办公室一族，由于办公室都是密

封空间，空气污染、干燥、混浊，室内空气环境所引起的疾病也越来越多，因此，各种空气净

化器应运而生。

[0003] 一种空气净化器，其具有一壳体，壳体上设有进风口及出风口，在所述进风口与出

风口之间的壳体内，通常会设有空气净化过滤装置、空气加湿装置及负离子发生装置。

[0004] 但是，现在市场上出现的像上述的空气净化器主要为应用于居室及办公室等，其

体积比较大型；当然，也有一些小型空气净化器，不过其功能比较单一，所以，一种体积小、

适合办公室一族放在办公桌上的小型带加湿功能的空气净化装置为世人所期盼。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为了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特提供一种小型带加湿功能的空气净

化装置。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带加湿功能的空气净化装置，包括具有吹出口

的主体壳体、以及设于该主体壳体内的加湿部和空气净化过滤网；上述主体壳体的一侧面

侧开设装拆开口，上述加湿部可从上述装拆开口安装至主体壳体内，由可蓄水的、上方设开

口的箱状的蓄水容器，向该蓄水容器供给水的供水容器，下端长期浸泡于被供给到上述蓄

水容器的水中的加湿过滤网所构成；在上述蓄水容器的、作为上述主体壳体的一侧面侧的

开口侧板上设有作为第1吸入口的复数个开口，在上述蓄水容器内，从上述主体壳体的一侧

面侧向另一侧面侧顺次设有上述空气净化过滤网、上述加湿过滤网和上述供水容器；上述

空气净化过滤网和上述加湿过滤网之间设有挡住从上述供水容器所供给的水、保持空气净

化过滤网干燥的分隔板；上述主体壳体内还设有从该第1吸入口向上述主体壳体内吸入的

空气顺次穿过上述空气净化过滤网和上述加湿过滤网而向吹出口送风的送风部。

[0007] 上述第1吸入口、上述空气净化过滤网以及上述加湿过滤网为相对对应设置的结

构。

[0008] 上述加湿部通过向水平方向移动而可以安装和拆卸于上述装拆开口，还在上述主

体壳体的开口侧板设有把手部。

[0009] 上述把手部为上述主体壳体的开口侧板向加湿部内部凹下而构成，从该把手部的

上顶面到上述开口侧板的上端的距离为6-12厘米。

[0010] 在上述把手部设有作为第2吸入口的复数个开口。

[0011] 上述送风部被设于上述蓄水容器的上方，上述供水容器的上顶面具有随着从上述

主体壳体的一侧面侧越向另一侧面侧而越向上方倾斜的倾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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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上述倾斜面设有向内部凹下的把手部。

[0013] 通过上述送风部从上述第1吸入口向上述主体壳体内吸风，还设有使穿过上述空

气净化过滤网的一部分空气与上述送风部相连通的连通风路。

[0014] 上述加湿过滤网的上顶面低于上述空气净化过滤网的上顶面，上述送风部设有从

送风部的下面向下方延伸的定位部，该定位部的下端低于上述空气净化过滤网的上顶面，

高于上述加湿过滤网的上顶面，该定位部的下端与上述空气净化过滤网的面向上述主体壳

体的另一侧面侧上部相接触，上述送风部的下端与上述加湿过滤网的上顶面之间设有作为

连通风路的空间。

[0015]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一体化程度高，便于维护。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总体分解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的加湿部的立体剖面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的立体剖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图1是本发明的总体分解图。

[0020] 如图1所示，一种带加湿功能的空气净化装置100，包括具有吹出口(图中未示)的

主体壳体10、上述主体壳体10的一侧面侧开设装拆开口11，加湿部20可从上述装拆开口11

安装至主体壳体10内，空气净化过滤网30安装在加湿部20内。

[0021] 图2是本发明的加湿部立体剖面图。

[0022] 如图2所示，在上述蓄水容器21的、作为上述主体壳体10(图中未示)的一侧面侧的

开口侧板12上设有作为第1吸入口122的复数个开口121。

[0023] 加湿部20由可蓄水的、上方设开口的箱状的蓄水容器21，向该蓄水容器21供给水

的供水容器22，下端长期浸泡于被供给到上述蓄水容器21的水中的加湿过滤网23所构成；

上述加湿部20通过向水平方向移动而可以安装和拆卸于上述装拆开口11(图中未示)。

[0024] 另外，一侧面侧与另一侧面侧为相对面的位置关系。例如，当一侧面侧为主体壳体

10的前面侧时，另一侧面侧则为主体壳体10的背面侧。而且，一侧面侧也可以是主体壳体10

的其他侧面侧，也就是说，可以是主体壳体10的前面侧、背面侧、左面侧、右面侧的任意一

侧。

[0025] 而且，当将蓄水容器21安装至主体壳体10内的话，开口侧板12则成为主体壳体10

的一部分。

[0026] 在上述蓄水容器21内，从上述主体壳体10(图中未示)的一侧面侧向主体壳体10

(图中未示)的另一侧面侧顺次设有上述空气净化过滤网30、上述加湿过滤网23和上述供水

容器22；

[0027] 上述空气净化过滤网30和上述加湿过滤网23之间设有挡住从上述供水容器22所

供给的水、保持空气净化过滤网30干燥的分隔板24。

[0028] 由于在蓄水容器21内设有空气净化过滤网30、加湿过滤网23和供水容器22，所以，

只要将蓄水容器21从主体壳体10(图中未示)取下来，就可以将空气净化过滤网30、加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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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网23、供水容器22这些需要进行维护保养的所有部件都被取出来，从而提高产品维护保

养的便利性。

[0029] 再如图2所示，所述第1吸入口122、空气净化过滤网30以及加湿过滤网23为相对对

应设置的结构，所以，从在上述蓄水容器21的、作为上述主体壳体10(图中未示)的一侧面侧

的开口侧板12上设有的第1吸入口122被吸入的空气全部能穿过空气净化过滤网30，从而可

以提高空气净化的效率；而且，被空气净化过滤网30净化后的空气再经由加湿过滤网23被

加湿，被空气净化过滤网30净化后的空气能均匀地向加湿过滤网23整体流入，从而可以提

高加湿能力。而且，所述第1吸入口122、空气净化过滤网30以及加湿过滤网23为相对设置的

结构，这样使得带加湿功能的空气净化装置内的部件设置更加紧凑，从而更加有利于带加

湿功能的空气净化装置实现小型化。

[0030] 蓄水容器21的开口侧板12上还设有把手部123。上述把手部123为上述主体壳体10

的开口侧板12向加湿部20内部凹下而构成，在上述把手部123设有作为第2吸入口124的复

数个开口125。从该把手部123的上顶面到上述开口侧板12的上端的距离H为人的食指与拇

指可以够得着的距离，以便一个手可以很容易抓住，本实施例中为6-12厘米。

[0031] 本实施例中，通过拉动蓄水容器21的开口侧板12的把手部123，可以将蓄水容器21

拉出。蓄水容器21被拉出时，由于蓄水容器21内分隔板24的阻挡，从供水容器22所供给的水

仅在分隔板24靠近供水容器22的一侧蓄积，所以，与把手部123相反侧(即供水容器22侧)相

比，蓄水容器21靠近把手部123的一侧是轻的，在此状态下，将手指伸入把手部123提起蓄水

容器21的话，与和把手部123侧的相反侧相比更加容易提起。因此，在进行维护保养时，可以

抑制靠近把手部123相反侧的侧面而蓄积的水越过分隔板24而流入空气净化过滤网30，以

便能保持空气净化过滤网30干燥。即在提高产品维护保养的便利性的同时，可以抑制水越

过分隔板24而流入空气净化过滤网30。

[0032] 图3是本发明的立体剖面图。

[0033] 如图3所示，主体壳体10内还设有从该第1吸入口122向上述主体壳体10内吸入的

空气顺次穿过上述空气净化过滤网30和上述加湿过滤网23而向吹出口送风的送风部40。上

述送风部40被设于上述蓄水容器21的上方。

[0034] 上述供水容器22的上顶面具有随着从上述主体壳体10的一侧面侧越向另一侧面

侧而越向上方倾斜的倾斜面220。如此，被加湿的空气通过倾斜面220更加容易流向上方。

[0035] 在上述倾斜面220设有向内部凹下的把手部221。将向内部凹下的把手部221设置

于倾斜面220与设置于平面相比，可以抑制供水容器的容量低减。

[0036] 再如图3所示，上述加湿过滤网23的上顶面231低于上述空气净化过滤网30的上顶

面301，上述送风部40设有从送风部40的下面向下方延伸的定位部41，该定位部41的下端

411低于上述空气净化过滤网30的上顶面301，高于上述加湿过滤网23的上顶面231，该定位

部41的下端411与上述空气净化过滤网30的面向上述主体壳体10的另一侧面侧上部相接

触，上述送风部40的下端411与上述加湿过滤网23的上顶面231之间设有作为连通风路400

的空间。所谓的连通风路400，是指通过上述送风部40从上述第1吸入口122和第2吸入口124

向上述主体壳体10内吸风时，使穿过上述空气净化过滤网30的一部分空气，在不通过加湿

过滤网23的情况下，与上述送风部40相连通的连通风路。由于不通过加湿过滤网23，因此可

以降低通风的抵抗，从而增加空气净化的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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