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0620714.0

(22)申请日 2015.01.13

(62)分案原申请数据

201510015622.6 2015.01.13

(71)申请人 杭州希玛士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 310000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绍兴路

337号现代之星大厦912室

(72)发明人 尹立臣　吴伟明　廖文就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精晟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1253

代理人 冯子玲

(51)Int.Cl.

F24F 3/16(2006.01)

F24F 11/89(2018.01)

F24F 13/28(2006.01)

B01D 50/00(2006.01)

B01D 53/18(2006.01)

 

(54)发明名称

水过滤空气净化器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水过滤空气净化器，包括本

体、风扇座、风扇、水喷头、至少一层第一网膜以

及第二网膜。本体包括风道和水箱，水箱具有与

风道相连通的水箱进风口，风道的底部为便于空

气流通的弧形结构。风扇座设置于本体的顶部，

风扇座的侧壁具有进风口和出风口，进风口与风

道相连通。风扇设置于风扇座。水喷头设置于风

扇座的下方。至少一层第一网膜可拆卸设置于水

箱内部且位于水箱进风口和水喷头之间。第二网

膜覆盖所述水箱进风口，所述水喷头喷射的水柱

经第一网膜流至第二网膜。风从风道进入水箱，

在风扇的作用下穿过第二网膜和至少一层第一

网膜并与所述水喷头所喷射的水柱相对接触后

从出风口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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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过滤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包括：

本体，包括风道和水箱，所述水箱具有与所述风道相连通的水箱进风口，风道的底部为

便于空气流通的弧形结构；

风扇座，设置于所述本体的顶部，所述风扇座的侧壁具有进风口和出风口，所述进风口

与所述风道相连通；

风扇，设置于所述风扇座；

水喷头，设置于所述风扇座的下方；

至少一层第一网膜，可拆卸设置于所述水箱内部且位于所述水箱进风口和水喷头之

间；

第二网膜，覆盖所述水箱进风口，所述水喷头喷射的水柱经第一网膜流至第二网膜；风

从风道进入水箱，在风扇的作用下穿过第二网膜和至少一层第一网膜并与所述水喷头所喷

射的水柱相对接触后从出风口排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过滤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水过滤空气净化器还包

括过滤组件，所述过滤组件可拆卸设置于所述风道内。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组件为粗过滤层、活性炭

过滤层、HEPA过滤层、光触媒过滤层或四者的相互组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水过滤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水过滤空气净化

器还包括杀菌组件，所述杀菌组件设置于所述风扇的下方。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过滤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水过滤空气净化器还包

括设置于所述风道的负离子发生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过滤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水过滤空气净化器还包

括与所述水喷头相连接的水泵，所述水泵设置于所述本体的内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过滤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水过滤空气净化器还包

括设置在所述本体侧壁或风扇座侧壁的进水口和设置在所述水箱侧壁下部的排水口。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过滤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水过滤空气净化器还包

括电性连接所述风扇的控制器，所述风扇座的侧壁上设置有与所述控制器相连接的显示面

板。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水过滤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水过滤空气净化器还包

括电性连接所述控制器的液位传感器、粉尘传感器和气味传感器，所述液位传感器设置于

所述水箱内，检测水箱内的水位，所述粉尘传感器和气味传感器分别设置于所述风扇座或

本体的外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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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过滤空气净化器

[0001] 本申请是申请日为2015年01月13日，申请号为201510015622.6，发明名称为“具有

水过滤功能的空气净化器”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一种空气净化器，且特别涉及一种水过滤空气净化器。

背景技术

[0003] 中国在经历了18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的“煤烟型污染”和19世纪石油和汽车工业带

来的“光化学烟雾污染”之后，现代人正经历以“室内环境污染”为标志的第三污染时期。室

内污染物可能多达数千种，室内污染也被称为现代城市的特殊灾害。目前，国际上已经把室

内空气污染列为对公众健康危害最大的环境因素。中国环境污染已经超过了警戒线，受污

染后的空气、水、碳尘、辐射和有毒物质时刻侵害我们的健康，室内环境的污染更为严重，建

筑物自身也可能成为室内空气的污染源。

[0004] 空气净化器是指对室内空气中固态污染物(如粉尘、花粉、带菌颗粒等)、气态污染

物(异味、甲醛之类的装修污染等)具有一定去除能力的家用电器。随着人们开始对空气质

量及装修后的气体污染的重视，空气净化器在市场上开始逐渐热销。

[0005] 当下的空气净化方式主要是被动式和主动式两种，主动式的空气净化器主要是利

用空气的弥漫性的特点将净化因子到达各个角落进行空气净化，空气能够弥漫到的地方均

可以产生净化效果。但主动净化在国际上是备受争议的技术，因为空气中的污染物一般是

十万分之一甚至更低的浓度，而主动净化需空气净化器要往空气中喷洒更高浓度的化学物

质，这类净化器否能绝对保证用户的个人健康安全则很难下定论。

[0006] 被动式净化主要采用吸附净化模式，采用风机加滤网的模式进行空气净化，而仅

仅通过滤网过滤，空气中的粉尘(如PM2.5等颗粒)等杂质并不能有效过滤。而主动式与被动

式结合的方式同样存在净化空气时不可避免的死角。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的空气净化器净化效果差且存在净化后存在安全隐患的问

题，提供一种安全可靠且能有效去除空气中的杂质以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就有水过滤功能的

空气净化器。

[0008]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水过滤空气净化器，包括本体、风扇座、风扇、

水喷头以及至少一层第一网膜。本体包括风道和水箱，水箱具有与风道相连通的水箱进风

口。风扇座设置于本体的顶部，风扇座的侧壁具有进风口和出风口，进风口与风道相连通。

风扇设置于风扇座。水喷头设置于风扇座的下方。至少一层第一网膜可拆卸设置于水箱内

部且位于水箱进风口和水喷头之间；风从风道进入水箱，在风扇的作用下穿过至少一层第

一网膜并与水喷头所喷射的水柱相对接触后从出风口排出。

[0009] 于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水过滤空气净化器还包括第二网膜，第二网膜覆盖水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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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口，水喷头喷射的水柱经第一网膜流至第二网膜。

[0010] 于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水过滤空气净化器还包括过滤组件，过滤组件可拆卸设置

于风道内。

[0011] 于本发明一实施例中，过滤组件为粗过滤层、活性炭过滤层、HEPA过滤层光触媒过

滤层或四者的相互组合。

[0012] 于本发明一实施例中，其特征在于，水过滤空气净化器还包括杀菌组件，杀菌组件

设置于风扇的下方。

[0013] 于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水过滤空气净化器还包括设置于风道的负离子发生器。

[0014] 于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水过滤空气净化器还包括与水喷头相连接的水泵，水泵设

置于本体的内部。

[0015] 于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水过滤空气净化器还包括设置在本体侧壁或风扇座侧壁的

进水口和设置在水箱侧壁下部的排水口。

[0016] 于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水过滤空气净化器还包括电性连接风扇的控制器，风扇座

的侧壁上设置有与控制器相连接的显示面板。

[0017] 于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水过滤空气净化器还包括电性连接控制器的液位传感器、

粉尘传感器和气味传感器，液位传感器设置于水箱内，检测水箱内的水位，粉尘传感器和气

味传感器分别设置于电扇座或本体的外表面。

[0018]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的水过滤空气净化器与现有的空气净化器相比，具有一下

优点：

[0019] 通过设置水喷头并在水喷头的下方设置至少一层第一网膜，水喷头喷射出的水柱

喷洒在第一网膜上，由于水的张力，第一网膜上形成了水网膜，水网膜覆盖第一网膜上的所

有网孔。外部的空气经风道和水箱进风口进入到水箱内，受风扇的作用，空气向上流动并穿

过第一网膜上的水网膜，与水网膜充分接触。此时，空气中所含的有毒有害物质(如甲醛等)

和细小的粉尘颗粒(如PM2.5颗粒)会溶于破裂后的水网膜中，从而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经

第一网膜过滤净化后的空气继续向上流动并与水喷头喷射的水柱相对接触，水柱冲刷空气

中残留的粉尘，进一步对空气进行净化，大大减小空气中粉尘的含量。最后，净化后的空气

经风扇从出风口排出。本发明提供的空气净化器，利用第一水网膜和水柱的过滤净化可有

效的安全的去除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以及颗粒，具有很好的净化效果。且相比传统吸附性过

滤层，水过滤净化具有很低的使用成本，同时用户可以通过水箱内的水来定性的判断空气

净化的效果。

[0020] 此外，通过在风道内设置过滤组件并在出风处设置杀菌组件，在水过滤的基础上

结合被动式的净化吸附和主动式净化，进一步提高空气净化的效果，减小空气内所含的细

菌。通过在水箱进风口上覆盖第二网膜，水喷头喷射的水柱一部分留在第一网膜上形成水

网膜，另外一部分则流入水箱底部并在第二网膜上形成水网膜，该水网膜可对进入水箱内

的空气进行过滤净化，具有更好的净化效果。

[0021] 为让本发明的上述和其它目的、特征和优点能更明显易懂，下文特举较佳实施例，

并配合附图，作详细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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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2] 图1所示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的水过滤空气净化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所示为图1所示的水过滤空气净化器的后视图。

[0024] 图3所示为图1中第一网膜和第二网膜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定义图1中显示面板所对应的面为主视图。

[0026] 本实施例提供的水过滤空气净化器包括本体1、风扇座2、风扇3、水喷头4以及至少

一层第一网膜5。本体1包括风道11和水箱12，水箱12具有与风道11相连通的水箱进风口

121。风扇座2设置于本体1的顶部，风扇座2的侧壁具有进风口21和出风口22，进风口21与风

道11相连通。风扇3设置于风扇座2。水喷头4设置于风扇座2的下方。至少一层第一网膜5可

拆卸设置于水箱12内部且位于水箱进风口121和水喷头4之间。

[0027] 于本实施例中，水过滤空气净化器包括三层沿本体1的高度方向排列的第一网膜

5，且三层第一网膜5的结构完全相同。然而，本发明对第一网膜5的数量不作任何限定。于其

它实施例中，用户可根据使用成本和净化效果选择第一网膜5的层数，第一网膜5的层数越

多，净化效果将越好。为进一步提高净化效果，当第一网膜5的层数大于二时，用户可设置自

下而上第一网膜5上的网孔逐渐减小。

[0028] 于本实施例中，为方便第一网膜5的安装和拆卸，设置本体1上风道11所对应的侧

壁(可称为后盖)为可拆卸式结构，并设置与后盖相邻的两个侧壁上设置有用于固定第一网

膜5的滑槽，用户可通过抽拉的方式来实现第一网膜5的安装和拆卸。然而，本发明对第一网

膜5的具体固定形式不作任何限定。

[0029] 由于水具有一定的张力，故水喷头4喷出的水柱填满第一网膜5上的网孔形成水网

膜，外部空气经风道11和水箱进风口121进入水箱12下部，受风扇3的作用空气向上流动，经

第一网膜5时，空气与第一网膜5上的水网膜充分接触并穿破水网膜继续向上流动。在空气

与水网膜充分接触的过程中，空气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如甲醛等)以及细小的粉尘颗粒将溶

于破裂后水网膜中，空气得到净化。经第一网膜5上的水网膜净化后的空气继续向上运动，

水喷头4喷出的水柱不断的冲刷空气，进一步去除经净化后的空气中残留的有毒有害物质

和粉尘颗粒。本发明提供的空气净化器，由于经水过滤后，从出风口22吹出的风很湿润，还

可起到自然加湿的效果。

[0030] 于本实施例中，为进一步提高净化效果，设置水箱进风口121上覆盖有第二网膜6。

水喷头4喷出的水柱在除在第一网膜5上形成水网膜后，其余部分流入水箱内。在这流入水

箱的过程中，流经第二网膜6，在第二网膜6上形成水网膜，该水网膜可对进入水箱12内的空

气进行水过滤净化。

[0031] 于本实施例中，为减小空气从风道11进入水箱12的阻力，将风道11的底部设置为

便于空气流通的弧形结构。弧形结构具有更好的流畅性，阻力非常小，空气可快速的进入水

箱12内，不仅大大提高了空气的流动速度，同时也减小空气流动的噪声。为进一步加快空气

进入水箱12的速度，将进风口21设置在水箱进风口121的正上方，该设置使得风道11具有最

短的距离。

[0032] 为更好的提高净化效果，本发明提供的水过滤空气净化器在水过滤的基础上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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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现有的被动式净化和主动式净化。

[0033] 对于被动式净化部分，于本实施例中，通过在风道11内设置过滤组件7，空气中大

颗粒的粉尘以及杂质(如头发等物质)可在过滤组件7上得到第一次的过滤净化。于本实施

例中，过滤组件7包括一层粗过滤网、一层活性炭过滤网、一层HEPA过滤网和一层光触媒过

滤层。然而，本发明对此不作任何限定。于其它实施例中，用户可结合净化效果和净化成本

合理地选择活性炭过滤网、HEPA过滤网和光触媒过滤层的层数。也可以选择上述四种过滤

层中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0034] 为便于过滤组件7的安装和拆卸，于本实施例中，在风道11相对的两个侧壁上设置

有多个安装过滤组件7的固定槽，用户通过抽拉的方式完成对过滤组件7的安装。为方便空

气的进入和过滤，固定槽为倾斜设置，且固定槽靠近水箱12的一端位于另一端的上方。

[0035] 主动净化部分，通过在风扇的下方设置杀菌组件8，杀菌组件8可有效杀除净化后

的空气中所含的细菌，减小细菌对人体的危害。于本实施例中，杀菌组件8为紫外灯。然而，

本发明对此不作任何限定。

[0036] 负离子发生器是目前主动式净化器所具有的，但这类净化器通常将负离子发生器

设置在出风口。负离子发生器产生正电子和负电子，负电子被空气中的氧捕获后形成空气

负离子，空气负离子与粉尘等正离子结合，起到主动净化的目的。而正电子进入空气，使得

空气内的一些杂质或颗粒带上正电，而这类带正电的颗粒将会消耗一部分的负离子，减小

负离子的净化效果。进一步的，正电子进入空气内，使得空气中的杂质产生静电，从而严重

影响人体健康。

[0037] 为解决该问题，本发明提供的水过滤空气净化器，通过将负离子发生器设置在风

道11内(由于视角问题，在图1中未能看到负离子发生器)，正电子在水过滤的过程中，被水

中的负电子所中和，使得净化后的空气仅含有负电子，大大提高负离子发生器的净化效果。

[0038] 于本实施例中，为方便水喷头4喷水并提高水箱12内水的循环利用，水过滤空气净

化器还包括设置在本体1内部的水泵9，水泵9将回流至水箱内的水输送至水喷头4进行循环

利用。然而，本发明对此不作任何限定。于其它实施例中，使用者可通过外部水管为水喷头4

供水。

[0039] 为方便对水箱12内水的更换，于本实施例中，水过滤空气净化器还包括设置在风

扇座2侧壁的进水口22和设置在水箱12侧壁下部的排水口122。为进一步方便水箱加水，设

置进水口22位于水泵9的上方。然而，本发明对此不作任何限定。于其它实施例中，进水口22

可设置在与水箱12内部相连通的任一个本体1的侧壁上。且若采用外部水管为水喷头4供

水，则可不设置进水口22。于本实施例中，为方便水箱12内部的清洗，设置风扇座2与本体1

卡接。

[0040] 于本实施例中，设置本体1的至少有一个侧壁是透明的，该设置使得用户在使用时

可通过透明的侧壁观察到整个空气净化过程并可清楚的观察到水箱内的水质量。该设置不

仅可让客户从定型的角度了解到空气净化的效果，同时也方便用户及时更换水箱12内的

水，保证水箱12内过滤水的质量。

[0041] 随着电器智能化技术的不断发展，目前几乎所有的电器都是自动控制。于本实施

例中，水过滤空气净化器还包括电性连接风扇3的控制器(由于视角的问题，图1未示出)，风

扇座3的侧壁上设置有与控制器相连接的显示面板100。使用者可通过显示面板100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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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扇3的转速，从而达到调节本空气净化器的出风速度。

[0042] 为进一步提高智能化程度，水过滤空气净化器还包括电性连接控制器的液位传感

器200、粉尘传感器300和气味传感器400，液位传感器300设置于水箱12内，检测水箱12内的

水位。粉尘传感器300和气味传感器400分别设置于电扇座2或本体1的外表面。

[0043] 由于水泵9为潜水泵，若水箱12内水位过低，水泵将会损坏。于本实施例中，通过液

位传感器200来实时检测水箱12内的水位。一旦水位过低，液位传感器200输出信号至控制

器，控制器在显示面板100上显示加水信号，提醒用户为水箱12加水。

[0044] 而粉尘传感器300和气味传感器400可实时检测环境中的粉尘含量和有毒有害气

体，一旦发现粉尘或有毒有效气体，控制器自动开启风扇2，实现空气净化。

[0045] 综上所述，通过设置水喷头4并在水喷头4的下方设置至少一层第一网膜5，水喷头

4喷射出的水柱喷洒在第一网膜5上，由于水的张力，第一网膜5上形成了水网膜，水网膜覆

盖第一网膜上的所有网孔。外部的空气经风道11和水箱进风口121进入到水箱12内，受风扇

3的作用，空气向上流动并穿过第一网膜5上的水网膜，与水网膜充分接触。此时，空气中所

含的有毒有害物质(如甲醛等)和细小的粉尘颗粒(如PM2.5颗粒)会溶于破裂后的水网膜

中，从而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经第一网膜5过滤净化后的空气继续向上流动并与水喷头4

喷射的水柱相对接触，水柱冲刷空气中残留的粉尘，进一步对空气进行净化，大大减小空气

中粉尘的含量。最后，净化后的空气经风扇从出风口排出。本发明提供的空气净化器，利用

第一水网膜5和水柱的过滤净化可有效的安全的去除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以及颗粒，具有很

好的净化效果。且相比传统吸附性过滤层，水过滤净化具有很低的使用成本，同时用户可以

通过水箱内的水来定性的判断空气净化的效果。

[0046] 此外，通过在风道11内设置过滤组件7并在出风处设置杀菌组件8，在水过滤的基

础上结合被动式的净化吸附和主动式净化，进一步提高空气净化的效果，减小空气内所含

的细菌。通过在水箱进风口121上覆盖第二网膜6，水喷头4喷射的水柱一部分留在第一网膜

5上形成水网膜，另外一部分则流入水箱底部并在第二网膜6上形成水网膜，该水网膜可对

进入水箱12内的空气进行过滤净化，具有更好的净化效果。

[0047] 虽然本发明已由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熟知此技

艺者，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可作些许的更动与润饰，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当

视权利要求书所要求保护的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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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9

CN 109323341 A

9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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