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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空气净化装置，所述空气净

化装置包括封闭的空腔，所述空腔设有进气口和

出气口；还包括位于所述空腔之外的电源；空压

机、臭氧发生器、温湿控制器和紫外发生器分散

地设置在所述空腔内部，其中，所述空压机与所

述进气口相连，将待净化空气引入所述空腔；所

述温湿控制器与所述出气口相连，被净化的空气

经所述温湿控制器后从所述出气口导出所述空

腔。该装置利用O3-UV-H2O协同作用，当设置臭氧

浓度30ppm、紫外辐照186μw/cm2、空气湿度

50％、停留时间240s，此条件下，甲醛、苯、间二甲

苯的去除率分别为97.47％，63.8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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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空气净化装置包括封闭的空腔，所述空腔设有

进气口和出气口，所述空气净化装置还包括电源、空压机、臭氧发生器、温湿控制器和紫外

发生器，所述电源位于所述空腔之外，通过导线接入所述空腔，为用电设备提供电量；所述

空压机、所述臭氧发生器、所述温湿控制器和所述紫外发生器分散地设置在所述空腔内部，

其中，所述空压机与所述进气口相连，将待净化空气引入所述空腔；所述温湿控制器与所述

出气口相连，被净化的空气经所述温湿控制器后从所述出气口导出所述空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紫外发生器包括多根紫外灯，

多根紫外灯相互平行设置在所述空气净化装置的侧壁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紫外发生器由5根紫外灯组成，

分别为3根8W，1根10W和一根20W规格，灯管全部置入所述空气净化装置内，开关引到所述空

气净化装置外。

4.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紫外发生器位于所

述臭氧发生器对侧。

5.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温湿控制器包括导

气管和不锈钢管，所述导气管位于所述不锈钢管内部，二者形成的夹层空间填充隔热材料，

所述隔热材料内置电热丝；所述不锈钢管外壁设置温度传感器，所述温度传感器连接控制

器，所述控制器连接到所述不锈钢管内部的夹层空间中的所述电热丝，通过控制电热丝从

而控制所述导气管中的空气温度；所述控制器还连接湿度传感器，所述湿度传感器的探头

位于所述空腔内。

6.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空气净化装置还包

括风扇，所述风扇设置在空气净化装置的内壁上，用于加强装置内空气流动，增加净化效

率。

7.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气口连接臭氧分

解装置，所述臭氧分解装置位于所述空腔之外，用于对未反应完的臭氧进行分解。

8.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气口连接加热装

置，所述加热装置位于所述空腔之外，用于加热未反应完的臭氧，使其衰减到安全浓度范围

后排放。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空气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空气净化装置还包括光触媒载

体，所述光触媒载体与所述进气口相连，所述光触媒载体中含有光触媒催化剂。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1023343 A

2



一种空气净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气治理技术，尤其是一种空气净化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中国已经从传统的烟尘型污染转变为以细颗粒物(PM2.5)和臭氧(O3)为特

征的大气复合污染。VOCs是形成O3和PM2.5污染的重要前体。苯和甲醛的大量产生和排放是

导致中国O3浓度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与传统的SO2、NO2、烟粉尘不同的是，我国苯系物和甲

醛污染防治工作起步较晚，且排放来源非常复杂，因此迫切需要室内空气污染的净化方法、

影响因素及其控制方案。

[0003] 空气净化方法大致可分为三类：物理净化，化学净化和生物净化。其中，物理吸附

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室内空气净化领域。低温等离子体，臭氧氧化和光催化氧化技术主要应

用于工业领域。由于单一纯化技术或多或少存在不足，预计联合两种或更多种空气净化方

法可以实现良好的净化效率。目前主要有物理吸附和光催化氧化联合净化技术以及物理吸

附和等离子体联合净化技术。物理吸附剂通常具有吸附饱和的问题，如果不及时更换，很容

易滋生细菌，造成二次污染。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物理吸附技术通常与光催化净化技术协同

净化室内VOC。

[0004] 然而，现有技术中普遍采用空气流通法来处理有机气体，采用流通法来处理有机

气体的装置，无法使气体停留在装置内足够时间，从而不能实现较好的处理效果。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空气净化装置，可实现封闭

空间内甲醛、苯、间二甲苯的较高去除率。

[0006] 本发明的作用机理如下：发明人认为，单独利用臭氧对有机污染物进行氧化的方

法效率较低，因此将臭氧和紫外光照结合起来。当能量大于光触媒禁带(VB)宽度的光照射

催化剂载体时，光激发电子跃迁到导带(CB)形成导带电子e-，臭氧吸收光能生成氧自由基

(O·)，空气中的水分(H2O)与氧自由基(O·)结合生成2分子的羟基自由基(HO·)。羟基自

由基(HO·)可以无选择地氧化常见有机污染物使之矿化，从而实现降解转化空气中有机污

染物的目的。其过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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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0008] 反应方程式如下：

[0009] O3+uv→O2+O·
[0010] O·+H2O→2HO·
[0011] 为此，提供一种空气净化装置，通过空压机将室内污染气体引入净化装置内，可停

留在封闭空腔内，经过O3-UV-H2O协同作用氧化后排放。

[0012] 具体方案如下：

[0013] 一种空气净化装置，所述空气净化装置包括封闭的空腔，所述空腔设有进气口和

出气口，所述空气净化装置还包括电源、空压机、臭氧发生器、温湿控制器和紫外发生器，所

述电源位于所述空腔之外，通过导线接入所述空腔，为用电设备提供电量；所述空压机、所

述臭氧发生器、所述温湿控制器和所述紫外发生器分散地设置在所述空腔内部，其中，所述

空压机与所述进气口相连，将待净化空气引入所述空腔；所述温湿控制器与所述出气口相

连，被净化的空气经所述温湿控制器后从所述出气口导出所述空腔。

[0014] 进一步的，所述紫外发生器包括多根紫外灯，多根紫外灯相互平行设置在所述空

气净化装置的侧壁上。

[0015] 进一步的，所述紫外发生器由5根紫外灯组成，分别为3根8W，1根10W和一根20W规

格，灯管全部置入所述空气净化装置内，开关引到所述空气净化装置外。

[0016] 进一步的，所述紫外发生器位于所述臭氧发生器对侧。

[0017] 进一步的，所述温湿控制器包括导气管和不锈钢管，所述导气管位于所述不锈钢

管内部，二者形成的夹层空间填充隔热材料，所述隔热材料内置电热丝；所述不锈钢管外壁

设置温度传感器，所述温度传感器连接控制器，所述控制器连接到所述不锈钢管内部的夹

层空间中的所述电热丝，通过控制电热丝从而控制所述导气管中的空气温度；所述控制器

还连接湿度传感器，所述湿度传感器的探头位于所述空腔内。

[0018] 进一步的，所述空气净化装置还包括风扇，所述风扇设置在空气净化装置的内壁

上，用于加强装置内空气流动，增加净化效率。

[0019] 进一步的，所述出气口连接臭氧分解装置，所述臭氧分解装置位于所述空腔之外，

用于对未反应完的臭氧进行分解。

[0020] 进一步的，所述出气口连接加热装置，所述加热装置位于所述空腔之外，用于加热

未反应完的臭氧，使其衰减到安全浓度范围后排放。

[0021] 进一步的，所述空气净化装置还包括光触媒载体，所述光触媒载体与所述进气口

相连，所述光触媒载体中含有光触媒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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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有益效果：

[0023] 本发明提供的空气净化装置具有较好的净化效果，利用O3-UV-H2O协同作用，当设

置臭氧浓度30ppm、紫外辐照186μw/cm2、空气湿度50％、停留时间240s，此条件下，甲醛、苯、

间二甲苯的去除率分别为97.47％，63.89％，100％。

附图说明

[002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附图作简单的介绍，显而易见地，

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涉及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而非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5] 图1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1提供的空气净化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1提供的温湿控制器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2提供的空气净化装置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将更详细地描述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虽然以下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

方式，然而应该理解，可以以各种形式实现本发明而不应被这里阐述的实施方式所限制。实

施例中未注明具体技术或条件者，按照本领域内的文献所描述的技术或条件或者按照产品

说明书进行。所用试剂或仪器未注明生产厂商者，均为可以通过市购获得的常规产品。在下

面的实施例中，如未明确说明，“％”均指重量百分比。

[0029] 实施例1

[0030] 参考图1，空气净化装置包括电源0和封闭的空腔1，空腔1设有进气口10和出气口

11，电源0位于空腔1之外，通过导线接入空腔1，为用电设备提供电量。空气净化装置还包括

空压机2、紫外发生器3、臭氧发生器4、温湿控制器5和风扇6，空压机2、紫外发生器3、臭氧发

生器4、温湿控制器5和风扇6分散地设置在空腔1内部，其中，空压机2与进气口10相连，将待

净化空气引入空腔1；温湿控制器5与出气口11相连，被净化的空气经温湿控制器5后从出气

口11导出空腔1。风扇6设置在空气净化装置的内壁上，位于出气口11的一侧，用于加强装置

内空气流动，增加净化效率。

[0031] 其中，紫外发生器3由5根紫外灯组成，分别为3根8W，1根10W和一根20W规格，灯管

全部置入所述空气净化装置内，开关引到所述空气净化装置外。

[0032] 参考图2，温湿控制器5包括不锈钢管51和导气管52，导气管52位于不锈钢管51内

部，二者形成的夹层空间填充隔热材料54，隔热材料54内置电热丝53，电热丝缠绕在导气管

52外壁上；不锈钢管51外壁设置温度传感器55，温度传感器55连接控制器56，本实施例中控

制器56位于空腔1内部，其也可以设置在空腔1外部，例如整套装置的外壁上。控制器56连接

到不锈钢管51内部的夹层空间中的电热丝53，通过控制电热丝53从而控制导气管52中的空

气温度；控制器56还连接湿度传感器57，湿度传感器57的探头位于空腔1内，用于检测空腔1

内的湿度。

[0033] 该装置利用O3-UV-H2O协同作用，当设置臭氧浓度30ppm、紫外辐照186μw/cm2、空气

湿度50％、停留时间240s，此条件下，甲醛、苯、间二甲苯的去除率分别为97.47％，63.89％，

100％。

[0034]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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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参考图3，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增加光触媒载体7，光触媒载体7与进气口

10相连，待净化空气经过光触媒载体7后再进入空腔1。光触媒载体7中填充TiO2、ZnO等光触

媒材料，将紫外光解、臭氧氧化、光触媒催化三种技术相结合，可进一步提高装置对有机污

染物的去除率。

[0036] 实施例3

[0037]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增加臭氧分解装置8，位于空气净化装置空腔1之外，

与出气口11连接，臭氧分解装置8用于对未反应完的臭氧进行分解。

[0038] 由于降解甲醛、苯、间二甲苯的优化条件中最优臭氧浓度为30ppm，远超出国标规

定的工作区容许浓度值0.16mg/m3，即0.07ppm，对人体健康有害，故应对O3-UV-H2O协同作用

降解甲醛、苯、间二甲苯的剩余臭氧进行分解。本实施例利用臭氧分解装置8分解剩余的臭

氧，待满足排放要求后再将净化后的空气排出。

[0039] 实施例4

[0040]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增加加热装置9，位于空气净化装置空腔1之外，与出

气口11连接，加热装置9用于加热已经完成净化的空气，从而加速剩余臭氧的衰减。

[0041] 由于降解甲醛、苯、间二甲苯的优化条件中最优臭氧浓度为30ppm，远超出国标规

定的工作区容许浓度值0.16mg/m3，即0.07ppm，对人体健康有害，故应对O3-UV-H2O协同作用

降解甲醛、苯、间二甲苯的剩余臭氧进行衰减。常压臭氧化空气(初始臭氧浓度21～29mg/

m3)在不同温度下，臭氧的衰减半衰期不同。具体来说，相同初始臭氧浓度下，随着温度的升

高，臭氧半衰期明显缩短；相同温度下，随着初始臭氧浓度的升高，臭氧半衰期明显增长。

O3-UV-H2O协同作用降解甲醛、苯、间二甲苯的剩余臭氧浓度普遍较低，常温下8小时内便可

衰减至安全值内，若特殊情况下剩余臭氧浓度较高或因冬季温度太低，可通过加热装置8来

加速臭氧的衰减，待满足排放要求后再将净化后的空气排出。

[0042]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中

的具体细节，在本发明的技术构思范围内，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多种简单变型，这

些简单变型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43]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中所描述的各个具体技术特征，在不矛

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任何合适的方式进行组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本发明对各种可

能的组合方式不再另行说明。

[0044] 此外，本发明的各种不同的实施方式之间也可以进行任意组合，只要其不违背本

发明的思想，其同样应当视为本发明所公开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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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7

CN 111023343 A

7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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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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