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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紫外杀菌装置及安

装有该杀菌装置的设备，其中该杀菌装置包含

UVA光源、UVC光源和网状结构，所述UVA光源用于

产生波长大于等于300nm且小于等于400nm的紫

外线，所述UVC光源用于产生波长大于等于200nm

且小于等于280nm的紫外线，所述网状结构表面

覆有光触媒并具有一定的空隙，所述UVC光源产

生的紫外线一部分照射到所述网状结构上，一部

分透过所述网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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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紫外杀菌装置，包含UVA光源、UVC光源和网状结构，所述UVA光源用于产生波长

大于等于300nm  且小于等于400nm  的紫外线，所述UVC光源用于产生波长大于等于200nm 

且小于等于280nm 的紫外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状结构表面覆有光触媒并具有一定的空

隙，所述UVC光源产生的紫外线一部分照射到所述网状结构上，一部分透过所述网状结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紫外杀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UVC光源发射的光线中至少

10%以上透过所述网状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紫外杀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UVC和UVA光源的发光方向相

同，所述网状结构位于所述光源发光方向一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紫外杀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状结构与所述光源的距离

为5mm以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紫外杀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状结构的空隙之垂直投影

面积与所述网状结构的垂直投影总面积的比例在5%~90%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紫外杀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光触媒分布在所述网状结构

上的面积与所述网状结构的总面积比为10%以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紫外杀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UVA光源和UVC光源为LED光

源。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紫外杀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UVA光源和/或UVC光源包含

多个LED光源。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紫外杀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UVA光源和/或UVC光源包含

第一LED光源组以及第二LED光源组，第一LED光源组与第二LED光源组之间并联连接，第一

LED光源组包括多个串联的第一LED光源，第二LED光源组包括多个串联的第二LED光源。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紫外杀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LED光源的发光一侧设有透

紫外线的保护罩。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紫外杀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状结构具有吸附能力。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紫外杀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光触媒可被UVA紫外线催

化。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紫外杀菌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用于固定所述网状结构

的框架。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紫外杀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UVA光源和UVC光源安装在

一线路板上，所述线路板与所述框架连接。

15.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紫外杀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框架设有固定件，用于将

该杀菌装置安装于一设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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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杀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杀菌领域，特别是指一种紫外杀菌除异味装置及应用该装置的设

备。

背景技术

[0002] 紫外线杀菌消毒除异味是一种新型的杀菌除异味模式，在市场上应用前景广阔。

[0003] 紫外线通常分为UVA(400～315nm)、UVB(315～280nm)、UVC(280～200nm)和真空紫

外线(200～100nm)四个波段。这四个波段中，以UVC的消毒杀菌效果最为理想，因为该波段

的紫外线能够破坏微生物机体细胞中的DNA(脱氧核糖核酸)或RNA(核糖核酸)的分子结构，

使其失去自我复制的能力，造成生长性细胞死亡和(或)再生性细胞死亡，达到杀菌消毒的

效果。

[0004] 试验表明UVC紫外线对各种有害病毒、细菌、芽孢、寄生虫等有害生物有明显的杀

灭作用，比如常见的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流感病毒等杀灭效果优异。

[0005] UVA紫外线照射特定的光触媒，可以有效分解有机污染物，达到去除异味的目的。

其原理是光触媒在受到有效波长的光的照射下，会发生光催化反应，产生出氧化能力极强

的自由氢氧基和活性氧，具有非常优异的氧化还原能力。自由氢氧基和活性氧可以氧化分

解各种有机化合物和部分无机污染物，其可将有机物分解成无污染的水（H2O）和（CO2）。UVA

紫外线照射特定的光触媒还可以杀灭部分细菌等有害微生物，但是效果一般。

[0006] 现有技术大多只是使用UVC杀菌，或者只是UVA除异味，在某些应用场合比如冰箱

内杀菌除味、空气净化器内部杀菌除味两种方法都有瑕疵。

发明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够克服先前技术至少一个缺点的杀菌装置，

其适用于冰箱、空调、空气净化器等。

[0008] 该种紫外杀菌装置至少包括一个UVA  光源、一个UVC  光源和一个网状结构，该网

状结构中空隙以外的部分覆有光触媒。其中，所述UVA光源用于产生波长大于等于300nm  且

小于等于400nm  的紫外线，所述UVC光源用于产生波长大于等于200nm  且小于等于280nm 

的紫外线。

[0009] 该装置中，所述网状结构表面覆有光触媒并具有一定的空隙，所述UVC光源产生的

紫外线一部分照射到所述网状结构上，杀灭被所述网状结构吸附的有害微生物，另一部分

透过网状结构的空隙和网状结构以外的镂空部分，直接照射到被杀菌物上起到杀菌作用。

所述UVA光源产后的紫外线照射到了网状结构上的光触媒上，发生光化学反应，分解网状结

构上吸附的大分子有机物和被杀灭的有害微生物的残余物，达到无害化除异味的作用。

[0010] 优选的，所述UVC光源发射的光线中至少10%以上通过所述空隙透过所述网状结

构。定义所述UVC光源的输出功率为A，则透过所述网状结构的UVC光线的功率达1/10A以上。

在一实施例中，该杀菌装置设置于一诸如腔体的空间内，用于源杀灭腔体内的细菌，UVC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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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发射的光线一部分照射在网状结构表面上，定义该部分光线为UVC1  ，一部分光线从所述

空隙透过所述网状结构，定义该部分光线为UVC  2，还有一部分从网状结构以外的空间射

出，定义该部分光线为UVC  3，定义所述UVC光源的输出功率为B，光线UCV  2的功率B2与B的

关系优选为B2≥0.1  B，定义光线UCV  2和UVC  3的总功率为B3与B的关系优选为B3≥0.3  B，

在一个具体实施例中，B3≈0.5  B。

[0011] 优选的，所述网状结构具有吸附能力。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网状结构选用石墨

烯，网状结构位于被杀菌物与光源之间，石墨烯网与被杀菌物位于LED发光方向一侧。在一

定空间内，可以利用冰箱、空调、空气净化器的内部的循环风和石墨烯的吸附能力，有害微

生物及有异味的大分子有机物等被吸附到石墨烯网上。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网状结构垂直投影镂空面积与网状结构垂直投影总面积比在5%~
90%之间。

[0013] 进一步地，所述UVA 光源和UVC 光源至少各有一个。

[0014]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UVA光源和/或UVC光源包含多个串联连接的LED光源。

[0015]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UVA光源和/或UVC光源包含多个并联连接的LED光源。

[0016]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UVA光源和/或UVC光源包含第一LED光源组以及第二LED光

源组，第一LED光源组与第二LED光源组之间并联连接，第一LED光源组包括多个串联的第一

LED光源，第二LED光源组包括多个串联的第二LED光源。

[0017] 进一步地，UVA  光源和UVC  光源安装在线路板上，LED与正面设有可透过UVA和UVC

紫外线的保护罩，起到防水防尘的作用。

[0018] 进一步地，所述网状结结构面与UVA 光源和UVC 光源的距离≥5mm。

[0019] 进一步地，所述网状结构上覆盖的光触媒为可被UVA紫外线催化的材料，如纳米二

氧化钛、纳米氧化锌、纳米二氧化锆等，但不限于此。

[0020] 优选地，光触媒分布在网状结构上的面积与网状结构的总面积比>10%

[0021] 优选地，所述装置还包括用于固定所述网状结构的框架。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

UVA光源和UVC光源安装在一线路板上，所述线路板与所述框架连接。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

框架设有固定件，用于将该杀菌装置安装于一腔体内。

[0022] 该装置可以实现杀菌、除异味两个功能，经过测试取得过良好的使用效果。该装置

可应用于冰箱、空气净化器、空调等具有杀菌功能的设备。

[0023] 本实用新型的其它特征和优点将在随后的说明书中阐述，并且，部分地从说明书

中变得显而易见，或者通过实施本实用新型而了解。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和其他优点可通过

在说明书、权利要求书以及附图中所特别指出的结构来实现和获得。

附图说明

[0024]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本实用

新型的实施例一起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此外，附图数据是

描述概要，不是按比例绘制。

[0025] 图1为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的一种紫外杀菌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图1所示的装置中的网状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示意了一种安装有本实用新型所述的紫外杀菌装置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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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4示意了图3所示的设备进行杀菌。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示意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杀菌装置进行详细的描述，在进一步介绍本实用

新型之前，应当理解，由于可以对特定的实施例进行改造，因此，本实用新型并不限于下述

的特定实施例。还应当理解，由于本实用新型的范围只由所附权利要求限定，因此所采用的

实施例只是介绍性的，而不是限制性的。

[0030] 在以下的说明内容中，类似或相同的组件将以相同的编号来表示。

[0031] 请参看附图1，一种紫外杀菌装置100，包括紫外线光源模块和网状结构140。其中

网状结构140位于紫外线光源模块的出光方向上。

[0032] 其中，该紫外线光源模块包含UVA  光源110组件、UVC  光源组件120及其驱动控制

（图中未示出），进一步的，还可以包含有供电组件。UVA  光源组件110用于产生波长大于等

于300nm  且小于等于400nm 的紫外线，UVC  光源组件120用于产生波长大于等于200nm  且

小于等于280nm 的紫外线。优选地，该UVA  光源组件110和UVC  光源组件120采用LED灯珠，

紫外线光源模块可以包括一个或者多个的UVA  灯珠110，一个或者多个的UVC灯珠120。在一

个实施例中，外线光源模块包含3-20个灯珠。该UVA和UVC  灯珠内LED芯片的数量可以为1或

大于1的自然数，  LED芯片的数目可以根据功率需求等因素选择。在一个具体实施例中，UVA

光源组件110和/或UVC  光源组件120内可以是包含多个串联LED芯片，多个LED芯片串联连

接，多个LED芯片将同时工作，提高LED光源的发光效果，单位面积的输出光强将更高，杀菌

效率更高。在另一个实施例中，UVA光源组件110和/或UVC  光源组件120内可以是包含多个

LED芯片，提高了LED光源的使用寿命。在另一个实施例中，UVA光源组件110和/或UVC  光源

组件120包括第一LED芯片组以及第二LED芯片组。在本实施例中，UVA光源110和UVC光源120

分别形成在不同的组件内。在另一些实施例中，UVA光源110和UVC光源120可以位于同一个

灯珠内。驱动控制与供电组件可能包括开关装置、定时装置、电能存储及释放装置等，其中

开关装置用于控制紫外线光源模块的杀菌功能的启动或关闭，定时装置用于控制UV  LED的

杀菌时长，电能存储及释放装置可以是电源插头或者蓄电池，用于对UV  LED组件提供电源。

优选的，紫外线光源模块安装于线路板130上。进一步地，还可以在LED灯珠的正面设有可透

过UVA和UVC紫外线的保护罩，起到防水防尘的作用。

[0033] 网状结构140设置在紫外线光源模块的出光方向上，其表面覆盖有一定量的光触

媒，并具有一定的空隙131，如图2所示。优选的，网状结构140具有一定的吸附能力，如此当

该杀菌装置100安装于在一定空间内时，可以利用冰箱、空调、空气净化器等设备的内部循

环风和网状结构自身的吸附能力，将有害微生物及有异味的大分子有机物等吸附到网状结

构上。在本实施例中，网状结构140的材料选用石墨烯，UVC光源120发射的紫外线一部分照

射到网状结构140上，杀灭被石墨烯吸附的有害微生物，另一部分透过网状结构的空隙141

和网状结构以外的镂空部分照射到被杀菌物上起到杀菌作用；UVA光源110发射的紫外线照

射到了网状结构上的光触媒上，发生光化学反应，分解石墨烯网上吸附的大分子有机物和

被杀灭的有害微生物的残余物，达到无害化除异味的作用。应该知道的是，网状结构140的

材料并不局限于石墨烯，还可以采用活性炭、铝合金等。优选的，网状结结构面与紫外线光

源的距离为5mm以上，当两者之间的距离过短时，紫外光源有可能无法均匀照射整个网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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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较佳的，控制两者的距离为150mm以下。

[0034] 进一步地，网状结构的空隙141之垂直投影面积与网状结构的垂直投影总面积的

比例较佳为5%~90%，根据具体的应用进行选择。对应于不同的设备，网状结构的空隙设计会

有差别，网状结构的空隙较大时，有利于UVC光源杀灭腔体内的细菌，较适合冰箱的应用；网

状结构的空隙较小时，有利于除味和杀灭网状结构上的细菌，比较适合空调、空气净化器

等。在一些实施例中，杀菌装置100应用于冰箱时，该杀菌装置100通常设置于保鲜室内，网

状结构140位于被杀菌物（例如食材）与紫外线光源之间，此时  UVC光源120发出的紫外线一

部分照射到网状结构140上，另一部分直接照射到被杀菌物的表面进行杀菌，因此网状结构

140的空隙141直径优选为0.5mm~3mm，例如1mm，空隙141之垂直投影面积与网状结构的垂直

投影总面积的比例优选为30%~90%，例如可以是50%~60%。在另一些实施例中，该杀菌装置

100应用于空调时，该杀菌装置100可设置于过滤器内，重点针对空气进行杀菌，控制空隙的

尺寸和面积以使空气中的有害微生物及有异味的大分子有机物等大部分吸附到网状结构，

因此网状结构的空隙141直径优选为0.2mm~1.5mm，例如为0.5mm，之垂直投影面积与网状结

构的垂直投影总面积的比例优选为30%~60%，例如可以是40%，此时网状结构140可以由有活

性炭层、清新剂层和无纺布层构成。

[0035] 进一步地，光触媒分布在网状结构140上的面积与网状结构的总面积比为10%以

上。光触媒为可被UVA紫外线催化的材料，如纳米二氧化钛、纳米氧化锌、纳米二氧化锆等，

但不限于此。

[0036] 进一步地，该杀菌装置100还可以包括一个框架150，其中网状结构固定于该框架

150上。较佳的，线路板130与框架150连接。为了方便该杀菌装置100安装在诸如冰箱等设备

上，还可以设计固定件160，该固定件160可以位于框架150的外边沿，如图1所示，该固定件

160也可以设计于线路板130上。

[0037] 尽管图1所示的装置中网状结构140固定于框架140上，但并不局限于此，在另一些

实施例中，网状结构140也可以是一个板状结构，并没有具体的框架进行固定，在应用于根

据需要进行放置，例如在待安装此杀菌装置的设备中设置一固定结构，该网装结构直接固

定于设备内。

[0038] 图3简单示意了安装有上述杀菌装置100的设备，该设备可以是诸如冰箱的一类的

产品，具有用于放置物品300的腔体200，杀菌装置100安装于腔体200内，其中网状结构140

放置在紫外光源与物品300  之间。在一些实施例中，该设备还有具空气循环系统，此时杀菌

装置100优选靠近空气循环系统进行安装，使得腔体内的部分空气流动由紫外光源朝向石

网状结构流动，如图3所示。

[0039] 图4简单示意了上述杀菌装置在设备中进行杀菌的原理图。在该结构中，网状结构

140上覆盖有一定量的光触媒，并存在一定的空隙141；在一定空间内，利用设备内部的循环

风和网状结构140自身的吸附能力，有害微生物及有异味的大分子有机物等被吸附到网状

结构140上，此时UVC  光源120发射的一部分紫外线UVC  1照射到网状结构140上，杀灭被网

状结构吸附的有害微生物，另一部分紫外线UVC  2和UVC  3分别透过网状结构的空隙和网状

结构以外的空间直接照射到被杀菌物300上起到杀菌作用。定义UVC光源120的输出功率为

WA，光线UCV  2的功率A2与A的关系优选为A2≥0.1  A，光线UCV  2和UVC  3的总功率A3与A的

关系优选为A3≥0.3  A，在一个具体实施例中，A3≈0.5  A。UVA光源110发射的紫外线照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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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网状结构上的光触媒上，发生光化学反应，分解网状结构上吸附的大分子有机物和被杀

灭的有害微生物的残余物，达到无害化除异味的作用。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

例，不能以此限定本实用新型的申请专利范围。凡依本实用新型申请专利范围及新实用型

说明书所作的等效变化与修饰，均仍属本新型专利的涵盖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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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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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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