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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空气净化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空气净化器，包括外壳，

外壳上设置有进风口和出风口，进风口处设置有

风扇，外壳内设置有水泵和第一喷头，外壳的下

部设置有上端开口的水箱，特点是外壳内固定设

置有进风罩，进风罩覆盖在进风口上，风扇位于

进风罩中，外壳内轴接有水平设置的转筒，转筒

内设置有进风腔，进风腔与进风罩相连通，转筒

的外圆周面固定设置有至少一个沿圆周方向分

布的空气过滤单元，空气过滤单元包括密封盖和

至少一个固定安装在转筒外圆周面上的套筒，密

封盖与套筒的端部密封配合，转筒与密封盖之间

设置有密封盖轴向推拉机构，水箱的底部设置有

水箱升降机构；优点是整个空气净化器的净化效

果好，且洁净环保、成本低，且可对空气过滤单元

自动进行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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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空气净化器，包括外壳，所述的外壳上设置有进风口和出风口，所述的进风口处

设置有风扇，所述的外壳内设置有水泵和第一喷头，所述的第一喷头靠近所述的出风口且

固定安装在所述的外壳的内顶部，所述的外壳内设置有上端开口的水箱，所述的水箱与所

述的外壳密封配合，所述的水泵通过水管分别与所述的水箱、所述的第一喷头相连通，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外壳内固定设置有进风罩，所述的进风罩覆盖在所述的进风口上，所述的风

扇位于所述的进风罩中，所述的外壳内轴接有水平设置的转筒，所述的转筒的另一端与所

述的进风罩密封轴接，所述的外壳中设置有转筒转动驱动机构，所述的转筒内设置有进风

腔，所述的进风腔与所述的进风罩相连通，所述的转筒的外圆周面上固定设置有至少一个

沿圆周方向分布的空气过滤单元，所述的第一喷头位于所述的空气过滤单元的上方，所述

的空气过滤单元包括密封盖和至少一个固定安装在所述的转筒外圆周面上的套筒，所述的

套筒与所述的进风腔相连通，所述的套筒的圆周面上设置有均匀密布的出气孔，所述的套

筒的内表面或外表面固定设置有无纺布，所述的密封盖与所述的套筒的端部密封配合，所

述的转筒与所述的密封盖之间设置有密封盖轴向推拉机构，所述的水箱位于所述的空气过

滤单元的下方，所述的水箱的底部设置有水箱升降机构；

所述的密封盖轴向推拉机构包括第一轮轴、第二轮轴和固定设置在所述的第一轮轴外

端的第一手轮，所述的第一轮轴与所述的外壳螺纹连接，所述的第二轮轴的外端与所述的

第一轮轴的内端相轴接，所述的第二轮轴的内端部分伸入所述的进风腔中且与所述的转筒

密封配合，所述的第二轮轴的内端部分一体设置有圆柱凸台，所述的圆柱凸台与所述的第

二轮轴之间通过第一锥形凸台过渡连接，所述的圆柱凸台上一体设置有第二锥形凸台，所

述的密封盖的内端面上固定设置有推杆，所述的推杆轴向穿过所述的套筒伸入所述的进风

腔中，所述的推杆的端部轴接有滚轮和辅轮，所述的滚轮与所述的第二轮轴的圆周面相抵

且沿所述的第二轮轴的圆周方向滚动，所述的第二轮轴的圆周面上和所述的圆柱凸台的圆

周面上均设置有给所述的滚轮定位的环形定位槽，所述的辅轮与所述的滚轮相垂直且所述

的辅轮抬离所述的第二轮轴的圆周面，所述的辅轮朝向所述的第一锥形凸台，所述的第二

轮轴上一体设置有用于与所述的转筒的内端面相抵的限位凸台，当所述的第二轮轴在向外

拉动时以防止所述的滚轮脱离所述的第二轮轴，所述的套筒的端部固定设置有导向柱，所

述的密封盖与所述的导向柱轴向滑动配合，所述的套筒内固定设置有弹簧固定网板，所述

的弹簧固定网板与所述的密封盖之间固定设置有多根拉簧。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空气过滤单元中设置有多

个从内到外依次嵌套的套筒，所述的套筒固定安装在所述的转筒的外圆周面上，所述的套

筒的内表面或外表面固定设置有无纺布，位于最里面的套筒与所述的进风腔相连通，所述

的弹簧固定网板与位于最里面的套筒固定连接。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转筒的内圆周面上一体设

置有挡水台阶。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转筒转动驱动机构包括电

机和皮带轮或齿轮传动组件，所述的外壳中固定设置有电机罩，所述的电机固定安装在所

述的电机罩中，所述的电机通过所述的皮带轮或齿轮传动组件与所述的转筒连接。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水箱升降机构包括剪式千

斤顶，所述的剪式千斤顶支撑在所述的水箱的底部，所述的水箱与所述的外壳密封滑动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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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所述的剪式千斤顶的螺杆上固定连接有第二手轮。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水箱内固定设置有水平的

第一分隔板和竖直的第二分隔板，所述的第二分隔板位于所述的第一分隔板的下方，所述

的第一分隔板和所述的第二分隔板将所述的水箱分割成洗涤区、沉淀区和回水区，所述的

洗涤区位于所述的第一分隔板的上方，所述的沉淀区和所述的回水区位于所述的第一分隔

板的下方，所述的第一分隔板上设置有缺口，使得所述的洗涤区与所述的沉淀区相连通，所

述的沉淀区和所述的回水区位于所述的第二分隔板的两侧，所述的沉淀区的内底面设置有

沉淀槽，所述的沉淀槽靠近所述的第二分隔板，所述的沉淀槽的底部设置有排污口，所述的

第二分隔板的上端与所述的第一分隔板的下表面之间固定设置有过滤板，所述的水泵通过

水管与所述的回水区相连通。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分隔板的缺口处固定

设置有防止所述的沉淀区的污水回流到所述的洗涤区的止回阀。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进风口上固定设置有过滤

网，所述的出风口中填充有干燥剂。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外壳的内顶部固定设置有

第二喷头，所述的第二喷头通过水管与所述的水泵相连通，所述的第二喷头位于所述的出

风口与所述的第一喷头之间，所述的外壳的内壁上一体设置有导流斜面，所述的导流斜面

位于所述的出风口的上方，使得所述的第二喷头喷出的水在所述的导流斜面上形成水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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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空气净化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用于去除空气中悬浮颗粒物的空气净化设备，尤其涉及一种净化效果

好且可自动清洗过滤器件的空气净化器。

背景技术

[0002] 雾霾是对大气中各种悬浮颗粒物含量超标的笼统表述，其危害众所周知。为了净

化我们生活环境中的空气，特别是室内空气，空气净化器愈发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关注和喜

爱。针对室内可吸入颗粒物，目前市场上的空气净化器主要有静电式净化装置和过滤式净

化装置两大类。静电式净化装置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臭氧，危害人体健康，而且可吸入颗粒

物在沉降过程中往往附着在室内物品上，易造成二次污染；过滤式净化装置的净化效果较

好，但风阻大，易发生阻塞，工作噪声和能耗较大，而且需要频繁更换滤网，成本昂贵。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净化效果好、成本低，且可自动清洗过滤

器件的空气净化器。

[0004]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空气净化器，包括外壳，所述

的外壳上设置有进风口和出风口，所述的进风口处设置有风扇，所述的外壳内设置有水泵

和第一喷头，所述的第一喷头靠近所述的出风口且固定安装在所述的外壳的内顶部，所述

的外壳内设置有上端开口的水箱，所述的水箱与所述的外壳密封配合，所述的水泵通过水

管分别与所述的水箱、所述的第一喷头相连通，所述的外壳内固定设置有进风罩，所述的进

风罩覆盖在所述的进风口上，所述的风扇位于所述的进风罩中，所述的外壳内轴接有水平

设置的转筒，所述的转筒的另一端与所述的进风罩密封轴接，所述的外壳中设置有转筒转

动驱动机构，所述的转筒内设置有进风腔，所述的进风腔与所述的进风罩相连通，所述的转

筒的外圆周面上固定设置有至少一个沿圆周方向分布的空气过滤单元，所述的第一喷头位

于所述的空气过滤单元的上方，所述的空气过滤单元包括密封盖和至少一个固定安装在所

述的转筒外圆周面上的套筒，所述的套筒与所述的进风腔相连通，所述的套筒的圆周面上

设置有均匀密布的出气孔，所述的套筒的内表面或外表面固定设置有无纺布，所述的密封

盖与所述的套筒的端部密封配合，所述的转筒与所述的密封盖之间设置有密封盖轴向推拉

机构，所述的水箱位于所述的空气过滤单元的下方，所述的水箱的底部设置有水箱升降机

构。

[0005] 进一步地，所述的密封盖轴向推拉机构包括第一轮轴、第二轮轴和固定设置在所

述的第一轮轴外端的第一手轮，所述的第一轮轴与所述的外壳螺纹连接，所述的第二轮轴

的外端与所述的第一轮轴的内端相轴接，所述的第二轮轴的内端部分伸入所述的进风腔中

且与所述的转筒密封配合，所述的第二轮轴的内端部分一体设置有圆柱凸台，所述的圆柱

凸台与所述的第二轮轴之间通过第一锥形凸台过渡连接，所述的圆柱凸台上一体设置有第

二锥形凸台，所述的密封盖的内端面上固定设置有推杆，所述的推杆轴向穿过所述的套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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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入所述的进风腔中，所述的推杆的端部轴接有滚轮和辅轮，所述的滚轮与所述的第二轮

轴的圆周面相抵且沿所述的第二轮轴的圆周方向滚动，所述的第二轮轴的圆周面上和所述

的圆柱凸台的圆周面上均设置有给所述的滚轮定位的环形定位槽，以防止滚轮在沿第二轮

轴或圆柱凸台的圆周方向滚动时发生跑偏，所述的辅轮与所述的滚轮相垂直且所述的辅轮

抬离所述的第二轮轴的圆周面，所述的辅轮朝向所述的第一锥形凸台，所述的第二轮轴上

一体设置有用于与所述的转筒的内端面相抵的限位凸台，当所述的第二轮轴在向外拉动时

以防止所述的滚轮脱离所述的第二轮轴，所述的套筒的端部固定设置有导向柱，所述的密

封盖与所述的导向柱轴向滑动配合，所述的套筒内固定设置有弹簧固定网板，所述的弹簧

固定网板与所述的密封盖之间固定设置有多根拉簧；当需要洗涤空气过滤单元时，转动第

一手轮，使第一轮轴旋转并向内移动，从而推动第二轮轴轴向移动，使辅轮沿着第一锥形凸

台和第二锥形凸台滚动，直至滚轮与圆柱凸台相抵，此时，推杆上移并推动密封盖上移，使

密封盖与套筒端部之间形成空隙。

[0006] 进一步地，所述的空气过滤单元中设置有多个从内到外依次嵌套的套筒，所述的

套筒固定安装在所述的转筒的外圆周面上，所述的套筒的内表面或外表面固定设置有无纺

布，位于最里面的套筒与所述的进风腔相连通，所述的弹簧固定网板与位于最里面的套筒

固定连接；通过多层嵌套的套筒可进一步提升空气净化效果。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的转筒的内圆周面上一体设置有挡水台阶，以防止进入空气过滤

单元的水通过转筒进入进风罩中。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的转筒转动驱动机构包括电机和皮带轮或齿轮传动组件，所述的

外壳内固定设置有电机罩，所述的电机固定安装在所述的电机罩中，以防止电机被水淋湿，

所述的电机通过所述的皮带轮或齿轮传动组件与所述的转筒连接。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的水箱升降机构包括剪式千斤顶，所述的剪式千斤顶支撑在所述

的水箱的底部，所述的水箱与所述的外壳密封滑动配合，所述的剪式千斤顶的螺杆上固定

连接有第二手轮；当需要对空气过滤单元进行清洗，或对水箱进行排污时，通过剪式千斤顶

将水箱向上升起。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的水箱内固定设置有水平的第一分隔板和竖直的第二分隔板，所

述的第二分隔板位于所述的第一分隔板的下方，所述的第一分隔板和所述的第二分隔板将

所述的水箱分割成洗涤区、沉淀区和回水区，所述的洗涤区位于所述的第一分隔板的上方，

所述的沉淀区和所述的回水区位于所述的第一分隔板的下方，所述的第一分隔板上设置有

缺口，使得所述的洗涤区与所述的沉淀区相连通，所述的沉淀区和所述的回水区位于所述

的第二分隔板的两侧，所述的沉淀区的内底面设置有沉淀槽，所述的沉淀槽靠近所述的第

二分隔板，所述的沉淀槽的底部设置有排污口，所述的第二分隔板的上端与所述的第一分

隔板的下表面之间固定设置有过滤板，所述的水泵通过水管与所述的回水区相连通；该结

构可将水箱中的污水净化后重复使用，防止颗粒物二次污染，进一步提高空气净化器的净

化效果。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的第一分隔板的缺口处固定设置有防止所述的沉淀区的污水回流

到所述的洗涤区的止回阀。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的进风口上固定设置有过滤网，用于对吸入进风罩的外界空气中

的毛发和杂质进行初步过滤，所述的出风口中填充有干燥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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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进一步地，所述的外壳的内顶部固定设置有第二喷头，所述的第二喷头通过水管

与所述的水泵相连通，所述的第二喷头位于所述的出风口与所述的第一喷头之间，所述的

外壳的内壁上一体设置有导流斜面，所述的导流斜面位于所述的出风口的上方，使得所述

的第二喷头喷出的水在所述的导流斜面上形成水幕，从空气过滤单元中出来的空气经过第

一喷头的水淋辅助净化以及第二喷头在导流斜面上形成的水幕辅助净化。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是由于第一喷头位于空气过滤单元的上方，第一

喷头喷出的水持续淋湿和冲刷固定在套筒上的无纺布，在冲洗的同时在无纺布的孔隙上形

成水膜，空气过滤单元中的空气须穿过水膜进入外壳中，在空气穿过水膜的同时，空气中的

颗粒物被水吸附，实现水膜净化；又由于转筒与空气过滤单元的密封盖之间设置有密封盖

轴向推拉机构，当空气过滤单元在长时间工作后，可通过密封盖轴向推拉机构顶开密封盖，

并将水箱向上升起，同时通过电机带动转筒转动，将空气过滤单元在水箱中旋转清洗，使得

粘在无纺布上的颗粒物等在水流的冲刷下从空气过滤单元的内腔经过密封盖与套筒端部

之间的空隙进入水箱中，从而将空气过滤单元清洗干净，持续保持其空气净化效果；此外，

整个空气净化器的净化效果好，且洁净环保、成本低。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的内部结构正视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的内部结构侧视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的空气过滤单元与密封盖轴向推拉机构的配合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二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0] 实施例一：如图所示，一种空气净化器，包括外壳1，外壳1上设置有进风口11和出

风口12，进风口11上固定设置有过滤网（图中未显示），进风口11处设置有风扇2，外壳1内固

定设置有进风罩3，进风罩3覆盖在进风口11上，风扇2位于进风罩3中，外壳1内轴接有水平

设置的转筒4，转筒4的另一端与进风罩3密封轴接，外壳1中固定设置有电机罩15，电机罩15

内固定设置有电机5，电机5通过皮带轮组件51与转筒4连接，以带动转筒4转动，转筒4内设

置有进风腔41，进风腔41与进风罩3相连通，转筒4的外圆周面上固定设置有多个沿圆周方

向分布的空气过滤单元6，空气过滤单元6包括密封盖61和多个从内到外依次嵌套且固定安

装在转筒4外圆周面上的套筒62，套筒62与进风腔41相连通，套筒62的圆周面上设置有均匀

密布的出气孔63，套筒62的内表面或外表面固定设置有无纺布（图中未显示），密封盖61与

位于最外面的套筒62的端部密封配合，转筒4与密封盖61之间设置有密封盖轴向推拉机构，

密封盖轴向推拉机构包括第一轮轴7、第二轮轴76和固定设置在第一轮轴7外端的第一手轮

71，第一轮轴7与外壳1螺纹连接，第一轮轴7的内端与第二轮轴76的外端相轴接，第二轮轴

76的内端部分伸入进风腔41中且与转筒4密封配合，第二轮轴76的内端部分一体设置有圆

柱凸台72，圆柱凸台72与第二轮轴76之间通过第一锥形凸台73过渡连接，圆柱凸台72上一

体设置有第二锥形凸台74，第二轮轴76的圆周面上和圆柱凸台72的圆周面上均设置有环形

定位槽75，密封盖61的内端面上固定设置有推杆64，推杆64轴向穿过套筒62伸入进风腔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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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推杆64的端部轴接有滚轮65和辅轮66，滚轮65抵在第二轮轴76的环形定位槽75中且沿

第二轮轴76的圆周方向滚动，辅轮66与滚轮65相垂直且辅轮66抬离第二轮轴76的圆周面，

辅轮66朝向第一锥形凸台73，第二轮轴76上一体设置有用于与转筒4的内端面相抵的限位

凸台77，当第二轮轴76在向外拉动时以防止滚轮65脱离第二轮轴76，位于最外面的套筒62

的端部固定设置有导向柱67，密封盖61与导向柱67轴向滑动配合，位于最里面的套筒62内

固定设置有弹簧固定网板68，弹簧固定网板68与密封盖61之间固定设置有多根拉簧69，转

筒4的内圆周面上一体设置有挡水台阶42；

[0021] 外壳1内设置有上端开口的水箱8，水箱8位于空气过滤单元6的下方，水箱8内固定

设置有水平的第一分隔板81和竖直的第二分隔板82，第二分隔板82位于第一分隔板81的下

方，第一分隔板81和第二分隔板82将水箱8分割成洗涤区A、沉淀区B和回水区C，洗涤区A位

于第一分隔板81的上方，沉淀区B和回水区C位于第一分隔板81的下方，第一分隔板81上固

定设置有止回阀83，使得洗涤区A的水可流入沉淀区B，且可防止沉淀区B的水回流到洗涤区

A，沉淀区B和回水区C位于第二分隔板82的两侧，沉淀区B的内底面设置有沉淀槽84，沉淀槽

84靠近第二分隔板82，沉淀槽84的底部设置有排污口85，第二分隔板82的上端与第一分隔

板81的下表面之间固定设置有过滤板86，水箱8的底部支撑有剪式千斤顶9，剪式千斤顶9的

螺杆上固定连接有第二手轮91，水箱8与外壳1上下密封滑动配合；

[0022] 外壳1内设置有水泵（图中未显示）、第一喷头13和第二喷头14，第一喷头13和第二

喷头14靠近出风口12且固定安装在外壳1的内顶部，第一喷头13位于空气过滤单元6的上

方，第二喷头14位于出风口12与第一喷头13之间，水泵通过水管分别与回水区C、第一喷头

13和第二喷头14相连通，外壳1的内壁上一体设置有导流斜面16，导流斜面16位于出风口12

的上方，使得第二喷头14喷出的水在导流斜面16上形成水幕，出风口12中填充有干燥剂17。

[0023] 上述实施例一中，该空气净化器的空气净化过程为：水泵工作，将水箱8中的水泵

入第一喷头13和第二喷头14中，第一喷头13将空气过滤单元6淋湿，且在套筒62的无纺布的

孔隙上形成水膜，风扇2将外界空气吸入进风罩3，并经转筒4中的进风腔41通入各个空气过

滤单元6中，空气过滤单元6中的空气经固定在套筒62上的无纺布水膜过滤净化后进入外壳

1中，转筒4在第一喷头13的喷淋推动下或者在电机5的驱动下转动，使每个空气过滤单元6

都有较好的水膜过滤净化效果，第二喷头14喷出的水在导流斜面16上形成水幕，外壳1内经

净化后的空气经过第一喷头13下方的水淋区域和在导流斜面16上形成的水幕的进一步净

化后，再经干燥剂干燥，最后从出风口12进入外界；而当需要对空气过滤单元6清洗时，转动

第一手轮71，将第一轮轴7旋入外壳1，推动第二轮轴76一起轴向向内移动，使滚轮65爬上第

二轮轴76的圆柱凸台72，同时通过推杆64将密封盖61轴向推离套筒62的端部，使得密封盖

61与套筒62之间具有空隙，然后通过剪式千斤顶9将水箱8向上顶起，使空气过滤单元6浸入

水箱8的洗涤区A，通过电机5驱动转筒4正反转动，积在每个空气过滤单元6中（包括无纺布）

的污染物在水流的冲刷下从空气过滤单元6的内腔经过密封盖61与套筒62端部之间的空隙

进入水箱8的洗涤区A中，使得空气过滤单元6（包括无纺布）被清洗干净；而将空气净化后落

入洗涤区的污染物以及从空气过滤单元6中清洗下的污染物通过止回阀83流入沉淀区B中，

然后在水流的作用下污染物集中沉淀在沉淀槽84中，将沉淀区B中经沉淀后的水进一步通

过过滤板86过滤后进入回水区C，然后经水泵泵入第一喷头13和第二喷头14中进行重复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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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实施例二：如图所示，一种空气净化器，包括外壳1，外壳1上设置有进风口11和出

风口12，进风口11上固定设置有过滤网（图中未显示），进风口11处设置有风扇2，外壳1内固

定设置有进风罩3，进风罩3覆盖在进风口11上，风扇2位于进风罩3中，外壳1内轴接有水平

设置的转筒4，转筒4的另一端与进风罩3密封轴接，外壳1中固定设置有电机罩15，电机罩15

内固定设置有电机5，电机5通过皮带轮组件51与转筒4连接，以带动转筒4转动，转筒4内设

置有进风腔41，进风腔41与进风罩3相连通，转筒4的外圆周面上固定设置有多个沿圆周方

向分布的空气过滤单元6，空气过滤单元6包括密封盖61和多个从内到外依次嵌套且固定安

装在转筒4外圆周面上的套筒62，套筒62与进风腔41相连通，套筒62的圆周面上设置有均匀

密布的出气孔63，套筒62的内表面或外表面固定设置有无纺布（图中未显示），密封盖61与

位于最外面的套筒62的端部密封配合，转筒4与密封盖61之间设置有密封盖轴向推拉机构，

密封盖轴向推拉机构包括第一轮轴7、第二轮轴76和固定设置在第一轮轴7外端的第一手轮

71，第一轮轴7与外壳1螺纹连接，第一轮轴7的内端与第二轮轴76的外端相轴接，第二轮轴

76的内端部分伸入进风腔41中且与转筒4密封配合，第二轮轴76的内端部分一体设置有圆

柱凸台72，圆柱凸台72与第二轮轴76之间通过第一锥形凸台73过渡连接，圆柱凸台72上一

体设置有第二锥形凸台74，第二轮轴76的圆周面上和圆柱凸台72的圆周面上均设置有环形

定位槽75，密封盖61的内端面上固定设置有推杆64，推杆64轴向穿过套筒62伸入进风腔41

中，推杆64的端部轴接有滚轮65和辅轮66，滚轮65抵在第二轮轴76的环形定位槽75中且沿

第二轮轴76的圆周方向滚动，辅轮66与滚轮65相垂直且辅轮66抬离第二轮轴76的圆周面，

辅轮66朝向第一锥形凸台73，第二轮轴76上一体设置有用于与转筒4的内端面相抵的限位

凸台77，当第二轮轴76在向外拉动时以防止滚轮65脱离第二轮轴76，位于最外面的套筒62

的端部固定设置有导向柱67，密封盖61与导向柱67轴向滑动配合，位于最里面的套筒62内

固定设置有弹簧固定网板68，弹簧固定网板68与密封盖61之间固定设置有多根拉簧69，转

筒4的内圆周面上一体设置有挡水台阶42；外壳1内设置有上端开口的水箱8，水箱8位于空

气过滤单元6的下方，水箱8的的底部设置有排污口85，水箱8的底部支撑有剪式千斤顶9，剪

式千斤顶9的螺杆上固定连接有第二手轮91，水箱8与外壳1上下密封滑动配合；

[0025] 外壳1内设置有水泵（图中未显示）、第一喷头13和第二喷头14，第一喷头13和第二

喷头14靠近出风口12且固定安装在外壳1的内顶部，第一喷头13位于空气过滤单元6的上

方，第二喷头14位于出风口12与第一喷头13之间，水泵通过水管分别与水箱8、第一喷头13

和第二喷头14相连通，外壳1的内壁上一体设置有导流斜面16，导流斜面16位于出风口12的

上方，使得第二喷头14喷出的水在导流斜面16上形成水幕，出风口12中填充有干燥剂17。

[0026] 上述实施例一、二中，风扇2采用涡轮风扇，剪式千斤顶9采用机械式剪式千斤顶，

干燥剂17为活性炭，皮带轮组件51也可用齿轮传动组件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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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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