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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紫外线光触媒除臭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紫外线光触媒除臭器，

包括壳体、通风扇、紫外线发生器和光触媒件；壳

体设置有进风口和出风口，壳体内设置有用于空

气流通的流通腔，进风口和出风口通过流通腔连

通；通风扇设置于壳体上，且通风扇将气流从进

风口引向出风口；紫外线发生器和光触媒件均设

置于壳体的流通腔内，且光触媒件围设于紫外线

发生器周围。本实用新型通过在壳体内设置紫外

线发生器和光触媒件，在紫外线发生器产生的紫

外线的照射下，异味空气在光触媒件的催化下发

生氧化分解反应，大分子的恶臭气体被裂解为小

分子化合物，并最终分解为水、二氧化碳以及其

他无毒无害的物质从出风口排出。本实用新型具

有结构简单、见效快、净化效果好、绿色环保等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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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紫外线光触媒除臭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壳体、通风扇、紫外线发生器和光触媒

件；

所述壳体设置有进风口和出风口，所述壳体内设置有用于空气流通的流通腔，所述进

风口和所述出风口通过所述流通腔连通；

所述通风扇设置于所述壳体上，且所述通风扇将气流从所述进风口引向所述出风口；

所述紫外线发生器和所述光触媒件均设置于所述壳体的流通腔内，且所述光触媒件围

设于所述紫外线发生器周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紫外线光触媒除臭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活性炭滤芯；所述

活性炭滤芯设置于所述壳体的进风口处，且所述活性炭滤芯位于所述壳体的流通腔内。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紫外线光触媒除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的进风口和出风

口均设置有通风盖板；所述通风盖板上开设有通风孔。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紫外线光触媒除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通风扇设置于所述壳

体的出风口处，且所述通风扇位于所述壳体的流通腔内。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紫外线光触媒除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紫外线发生

器包括紫外线灯管和镇流器，所述紫外线灯管沿所述进风口和所述出风口的连线设置；所

述光触媒件为纳米级二氧化钛半导体材料。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紫外线光触媒除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紫外线发生器产生的

紫外线波长为185nm。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紫外线光触媒除臭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固定支架；所述固

定支架固定在所述壳体的外壁上。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紫外线光触媒除臭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电源入口；所述电

源入口设置于所述壳体的外壁上，所述电源入口与所述紫外线发生器和所述通风扇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紫外线光触媒除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入口通过螺丝固

定在所述壳体上。

10.根据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紫外线光触媒除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紫外线发生器、

通风扇、活性炭滤芯和通风盖板均通过带有螺纹的螺杆固定在所述壳体上。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08839371 U

2



一种紫外线光触媒除臭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空气净化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紫外线光触媒除臭器。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卫生间等空间的臭味处理方法主要有五种：

[0003] (1)通风除臭法：利用风扇直接将卫生间等空间内的恶臭气体抽吸排出室外。该方

法主要缺陷有：排出的恶臭气体未经处理，会对厕所周边环境造成污染。

[0004] (2)香薰法：使用带有香味的添加剂如香水、柠檬、清凉油等，及燃烧具有香味的香

料等方法中和卫生间等空间内的臭味。该方法主要缺陷有：很多人并不适应香臭综合味道，

部分人还会对香精过敏。

[0005] (3)植物法：在卫生间等空间内种植一些植物吸收臭味，如：虎皮兰、吊兰、艾草等。

该方法主要缺陷是去除效果缓慢。

[0006] (4)活性炭吸附法：利用活性炭吸附卫生间的异味。该方法主要缺陷是容易饱和，

需要经常更换，容易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0007] (5)植物降解除臭剂：利用植物液除臭剂，对恶臭气体进行中和、分解、吸收，达到

除臭的目的。该方法主要缺陷：易产生室内空气污染，影响身体健康。

[0008] 由此可见，目前的卫生间等空间的除臭技术都存在臭味处理不完善、见效慢、易造

成二次污染等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9] 基于此，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结构简单、见效快、净化效果好、绿色环

保的紫外线光触媒除臭器。

[0010] 一种紫外线光触媒除臭器，包括壳体、通风扇、紫外线发生器和光触媒件；

[0011] 所述壳体设置有进风口和出风口，所述壳体内设置有用于空气流通的流通腔，所

述进风口和所述出风口通过所述流通腔连通；

[0012] 所述通风扇设置于所述壳体上，且所述通风扇将气流从所述进风口引向所述出风

口；

[0013] 所述紫外线发生器和所述光触媒件均设置于所述壳体的流通腔内，且所述光触媒

件围设于所述紫外线发生器周围。

[0014] 本实用新型的紫外线光触媒除臭器通过在壳体内设置紫外线发生器和光触媒件，

在紫外线发生器产生的紫外线的照射和光触媒的催化条件下，异味空气的大分子被裂解，

大分子的恶臭气体被裂解为小分子化合物，同时部分空气中氧分子和水分子在同样条件下

也被裂解产生负氧离子、臭氧、羟基自由基(·OH)等。负氧离子、臭氧、羟基自由基(·OH)等

与臭气分子产生氧化分解反应，并最终将恶臭气体分解为水、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无毒无害

的物质从出风口排出；同时少量多余的负氧离子、臭氧等从所述壳体的出风口释放出来，可

以进一步净化室内污浊的空气；紫外线发生器产生的紫外线还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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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进一步优选地，还包括活性炭滤芯；所述活性炭滤芯设置于所述壳体的进风口处，

且所述活性炭滤芯位于所述壳体的流通腔内。

[0016]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壳体的进风口和出风口均设置有通风盖板；所述通风盖板上

开设有通风孔。

[0017]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通风扇设置于所述壳体的出风口处，且所述通风扇位于所述

壳体的流通腔内。

[0018]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紫外线发生器包括紫外线灯管和镇流器，所述紫外线灯管沿

所述进风口和所述出风口的连线设置；所述光触媒件为纳米级二氧化钛半导体材料。

[0019]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紫外线发生器产生的紫外线波长为185nm。

[0020] 进一步优选地，还包括固定支架；所述固定支架固定在所述壳体的外壁上。

[0021] 进一步优选地，还包括电源入口；所述电源入口设置于所述壳体的外壁上，所述电

源入口与所述紫外线发生器和所述通风扇连接。

[0022]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电源入口通过螺丝固定在所述壳体上。

[0023]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紫外线发生器、通风扇、活性炭滤芯和通风盖板均通过带有螺

纹的螺杆固定在所述壳体上。

[0024] 本实用新型的紫外线光触媒除臭器的有益效果：

[0025] (1)通过在壳体内设置紫外线发生器和光触媒件，在紫外线发生器产生的紫外线

的照射下，异味空气在光触媒件的催化下发生氧化分解反应，大分子的恶臭气体被裂解为

小分子化合物，同时部分空气中氧分子和水分子在同样条件下也被裂解产生负氧离子、臭

氧、羟基自由基(·OH)等。负氧离子、臭氧、羟基自由基(·OH)等与臭气分子产生氧化分解

反应，并最终将恶臭气体分解为水、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无毒无害的物质从出风口排出。

[0026] (2)反应过程中产生的少量多余的负氧离子、臭氧等从所述壳体的出风口释放出

来，可以进一步净化室内污浊的空气。

[0027] (3)紫外线发生器产生的紫外线还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0028] (4)设置的活性炭滤芯可以过滤掉空气中的部分颗粒物和水蒸气，进一步增加了

对空气的净化效果。

[0029] (5)本实用新型的紫外线光触媒除臭器具有结构简单、见效快、净化效果好、绿色

环保等特点。

[0030]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实施，下面结合附图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

附图说明

[0031]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紫外线光触媒除臭器优选结构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32]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紫外线光触媒除臭器优选结构的侧视图。

[0033]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紫外线光触媒除臭器优选结构的剖视图。

[0034]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紫外线光触媒除臭器优选结构的左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在本说明书中提到或者可能提到的上、下、左、右、前、后、正面、背面、顶部、底部等

方位用语是相对于各附图中所示的构造进行定义的，它们是相对的概念。因此，有可能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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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其所处不同位置、不同使用状态而进行相应地变化。所以，也不应当将这些或者其他的方

位用语解释为限制性用语。

[0036] 请参阅图1-图4。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紫外线光触媒除臭器优选结构的内部结构示

意图。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紫外线光触媒除臭器优选结构的侧视图。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紫

外线光触媒除臭器优选结构的剖视图。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紫外线光触媒除臭器优选结构

的左视图。本实用新型的紫外线光触媒除臭器，包括壳体1、通风扇2、紫外线发生器3、光触

媒件4、活性炭滤芯5和固定支架6。

[0037] 具体地，所述壳体1设置有进风口11和出风口12，所述壳体1内设置有用于空气流

通的流通腔10，所述进风口11和所述出风口12通过所述流通腔10连通。本实施例的所述壳

体1优选地设置为长方体形，当然，还可以将所述壳体1设置为圆柱形、圆形等形状。

[0038] 优选地，本实施例在所述壳体1的进风口11和出风口12均设置有通风盖板7，所述

通风盖板7上开设有通风孔。

[0039] 所述通风扇2设置于所述壳体1上，且所述通风扇2将气流从所述进风口11引向所

述出风口12。本实施例的所述通风扇2设置于所述壳体1的出风口12处，且所述通风扇2位于

所述壳体1的流通腔10内。所述通风扇2可以优选地选用静音风扇。

[0040] 所述紫外线发生器3和所述光触媒件4均设置于所述壳体1的流通腔10内，且所述

光触媒件4围设于所述紫外线发生器3周围。

[0041] 本实施例的所述紫外线发生器3包括紫外线灯管31和镇流器32，所述紫外线灯管

31沿所述进风口11和所述出风口12的连线设置。所述紫外线发生器3的使用寿命长，其使用

寿命长达10000小时。

[0042] 本实施例的所述光触媒件4优选地卡设在紫外线发生器周边，所述光触媒件4为纳

米级二氧化钛半导体材料。

[0043] 所述紫外线发生器3产生的紫外线波长为185nm。所述紫外线发生器3和所述光触

媒件4配合，在紫外线发生器3产生的紫外线的照射下，异味空气在光触媒件4的催化下发生

裂解反应，大分子的恶臭气体被裂解为小分子化合物，同时部分空气中氧分子和水分子在

同样条件下也被裂解产生负氧离子、臭氧、羟基自由基(·OH)等。负氧离子、臭氧、羟基自由

基(·OH)等与臭气分子产生氧化分解反应，并最终将恶臭气体分解为水、二氧化碳以及其

他无毒无害的物质从出风口排出；除臭效率高，整个分解氧化过程1秒可完成。另外，紫外线

还具有杀灭细菌的效果，进一步提升卫生间的卫生质量；反应过程中产生的少量多余的负

氧离子、臭氧等从所述壳体1的出风口12释放出来，可以进一步净化室内污浊的空气，改善

空气质量。

[0044] 所述活性炭滤芯5设置于所述壳体1的进风口11处，且所述活性炭滤芯5位于所述

壳体1的流通腔10内。当空气进入到所述壳体1的进风口11时，所述活性炭滤芯5可以过滤掉

空气中的部分颗粒物和水蒸气，过滤掉部分颗粒物和水蒸气后的空气再进一步经所述紫外

线发生器3和所述光触媒件4进行净化处理，进一步增加了对空气的净化效果。

[0045] 所述固定支架6固定在所述壳体1的外壁上。可以通过所述固定支架6将所述壳体1

固定在墙壁上等。

[0046] 本实施例还优选地设置了电源入口8。所述电源入口8设置于所述壳体1的外壁上，

所述电源入口8与所述紫外线发生器3和所述通风扇2连接。优选地，所述电源入口8通过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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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固定在所述壳体1上。

[0047] 本实施例优选地在所述壳体1内设置有底板9，使用所述底板9固定所述紫外线发

生器3和所述光触媒件4，增加了结构的牢固性。所述紫外线发生器3、通风扇2、活性炭滤芯5

和通风盖板7均通过带有螺纹的螺杆固定在所述壳体1上。

[0048] 本实用新型的紫外线光触媒除臭器能耗低，整个设备的功率只有10w，且使用寿命

长，不需要专门的维护。

[0049] 本实用新型的紫外线光触媒除臭器的有益效果：

[0050] (1)通过在壳体内设置紫外线发生器和光触媒件，在紫外线发生器产生的紫外线

的照射下，异味空气在光触媒件的催化下发生裂解反应，大分子的恶臭气体被裂解为小分

子化合物，同时部分空气中氧分子和水分子在同样条件下也被裂解产生负氧离子、臭氧、羟

基自由基(·OH)等。负氧离子、臭氧、羟基自由基(·OH)等与臭气分子产生氧化分解反应，

并最终将恶臭气体分解为水、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无毒无害的物质从出风口排出。

[0051] (2)反应过程中产生的少量多余的负氧离子、臭氧等从所述壳体的出风口释放出

来，可以进一步净化室内污浊的空气。

[0052] (3)紫外线发生器产生的紫外线还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0053] (4)设置的活性炭滤芯可以过滤掉空气中的部分颗粒物和水蒸气，进一步增加了

对空气的净化效果。

[0054] (5)本实用新型的紫外线光触媒除臭器具有结构简单、见效快、净化效果好、绿色

环保等特点。

[0055]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实用新型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

但并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实用新型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

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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