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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plasma air-purification bladeless
electric fan, comprising a fan base, a shell (1), a
blower motor, a collector electrode conductive fan
(6), a blowing ring (3), an oscillating means, and a
plasma high-voltage generator (13). A plasma genera
tion pole (7) i s provided within the air inlet of a fan
shroud; when the collector electrode conductive fan
(6) i s turned on and starts rotating, air passes through
the fan shroud and then through the plasma genera
tion pole (7) with high-voltage negative charges, so
that the air i s ionized and filled with anions; the air
passes through the collector electrode conductive fan
(6) with high-voltage positive charges, so as to be
preliminarily purified; then, the air flows upwards to
the inner cavity of the blowing ring (3), and the air
with anions induces the inner cavity wall of the blow
ing ring (3) to form a surface having a film with pos
itive charges, thereby implementing second air puri
fication. The plasma i s fully used by means of mul
tiple forced reactions, and thus there are few residual
free radicals of ozone that would cause damage to a
human body; therefore, the bladeless fan i s safe.
Moreover, high air circulation rate and dust removal

2 efficiency are implemented, and the air purification
effect i s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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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 电风扇 ，包括风扇底座 、机壳 （1) 、风机 电机 、收集 电极导 电风扇 （6 ) 、吹风
环 （3 ) 、摇头装置 、等离子体高压 电产生器 （13 ) ，等离子体发生极 （7 ) 设于风扇护罩进风 口内，当开启
收集 电极导 电风扇 （6 ) 并使其旋转 时 ，空气先经过风扇护罩 ，再经过带高压负 电的等离子体发生极 （7 ) 被
电离并充满负离子 ；空气经过带高压正 电的收集 电极导 电风扇 （6 ) 并被初步净化 ，之后气流 向上流动进入
吹风环 （3 ) 的内部空腔 ，带负离子 的空气将 吹风环 （3 ) 的内腔壁感应成带正 电荷膜层 的面 ，实现空气 的第
二次净化 。这种无叶风扇通过 多重强制反应 ，等离子体被充分使用 ，因此少有残余 的臭氧 自由基对人体造成
损害 ，安全性好 ，而且空气循环速度快 ，除尘效率高 ，改善空气净化效果 。



说明书

发明名称：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尤其涉及一种高效安全的等离

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还涉及空气净化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人类经常活动的室内环境经受着各种各样的污染，它们已经影响到了我

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些污染会造成人们头晕、恶心等症状，从而严重影响人

们的工作效率。尤其是有机污染、细菌污染和PM2.5 的污染，对人们生活质量的

提高产生了严重的阻碍。现有的电风扇只具有吹风功能。因此，只在天热吋使

用，利用率不高，但却占据空间。而空气净化器，一般具有除烟尘、脱异味、

除细菌及负离子发生等作用，但无吹风功能。在污染的空气中，负离子吸附或

凝聚尘埃、细菌而成为重负离子，对人体有害无益。而且空气循环效率低，使

得臭氧浓度梯度大，利用不充分。 且负离子发生器，或等离子体发生器用途单

一 ，占用空间。

技术问题

[0003] 现有的电风扇只具有吹风功能。因此，只在天热吋使用，利用率不高，但却占

据空间。而空气净化器，一般具有除烟尘、脱异味、除细菌及负离子发生等作

用，但无吹风功能。

问题 的解决方案

技术解决方案

[0004] 针对现有产品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

，其不仅能够高效去除空气中的固态污染物和气态污染物的空气净化功能，还

具有电风扇的吹风功能，可加快空气循环，是一种安全系数高、性价比高具有

空气净化功能的电风扇。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

扇，包括风扇底座、机壳、风机电机、收集电极导电风扇、吹风环、摇头装置



、等离子体高压 电产生器。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 的机壳与吹风环

同体连接 ，吹风环为闭环空心 圈，空心 圈内为风道 ，空心 圈的内侧设有节流环

形 出风 口。吹风环 的根部与机壳的连接处为固定连接 ，或为俯仰可调活动连接

。机壳下部设有风扇护罩进风 口，等离子体发生极设于风扇护罩进风 口内。收

集 电极导电风扇与风机 电机主轴连接安装在机壳内部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置于

风机壳内，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主轴与风机 电机 同轴布置 ，电绝缘连接 ，收集 电

极导电风扇置于等离子体发生极之后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产生的风 ，通过机壳

风道 向上吹，机壳风道与吹风环连接。

[0006] 摇头装置为风机 电机带动 ，或为独设 的摇头电机带动 ，通过常规 的变速装置和

离合装置带动吹风环 ，实现吹风环摇头。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为与电源连接 ，

能产生正负高压 电的产生器。风扇护罩 的内侧进风 口处 ，设有与风扇护罩 、电

机 、导电风扇 、机座电绝缘 的等离子体发生极。等离子体发生极为包括金属针

状阵列 电极 ，金属丝网状 电极 ，线状 、锯齿型 、芒刺型或鱼骨型结构 电极。等

离子体发生极 ，与高压负电极连接。等离子体发生极与风扇护罩一体设置 ，或

分体组合设置。

[0007] 导 电风扇为与风扇护罩 、等离子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大地 电绝缘 的等离子

体收集 电极 ，导电风扇为电导体导电风扇 ，导电风扇与电机 的转子转轴 电绝缘

连接。导电风扇与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正极 ，通过 电刷与导电风扇 电连接。等

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 的高压负电极 电压 的绝对值 ，高于高压正 电极 电压 的绝对值

。导电风扇为包括金属材料制成 ，或将塑胶材料作为基材 ，在基材上涂覆金属

或碳材料膜层制成 ，或导电风扇为复合导电材料制成 ，或导电风扇为塑胶 电绝

缘基材上 ，复合导电薄膜材料制成。

[0008] 当幵启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幵始旋转 ，风先经过风扇护罩 ，

再经过带高压负电的等离子体发生电极 ，等离子体发生电极对空气放 电，电离

空气 ，使空气充满负离子 ，并使空气 中的各种污染物也带负电荷。带有大量负

离子和臭氧 的空气 ，被带高压正 电的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吸入 ，空气和带正 电的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猛烈碰撞接触放 电，杀死细菌病毒 ，分解有机物 ，并将带

负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吸附截留在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的翅片上 ，空气得到初级净



化。

[0009] 空气在经过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旋转增压之后 ，气流 向上流动。经过初步净化后

的空气 ，进入吹风环 的内部空腔 ，带负离子 的空气将吹风环 的内腔壁感应成带

正 电荷膜层 的面 ，进一步吸附带负电的各种污染物 ，并被吸附在吹风环 的内腔

壁上 ，实现空气 的第二次净化。净化 的空气在导流面的作用下 ，沿着导流面变

向流动 ，通过节流环形 出风 口，节流高速排 出。包括风扇底座 、机壳 、风机 电

机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等 ，为插装 、套装卡合 ，方便拆装。当等离子

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达到一定积灰量吋 ，对等离子体发生电极 、收集 电极导

电风扇 、吹风环 内腔进行清洗还原。

[0010] 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 ，包括风扇底座 、机壳 、风机 电机 、收集 电

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 、摇头装置 、等离子体高压 电产生器。一种等离子体空气

净化无叶电风扇 的机壳与吹风环 同体连接 ，吹风环为闭环空心 圈，空心 圈内为

风道 ，空心 圈的内侧设有节流环形 出风 口。吹风环 的根部与机壳的连接处为固

定连接 ，或为俯仰可调活动连接。机壳下部设有风扇护罩进风 口，等离子体发

生极设于风扇护罩进风 口内。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与风机 电机主轴连接安装在机

壳内部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置于风机壳内，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主轴与风机 电机

同轴布置 ，电绝缘连接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置于等离子体发生极之后 ，收集 电

极导电风扇产生的风 ，通过机壳风道 向上吹，机壳风道与吹风环连接。

[0011] 摇头装置为风机 电机带动 ，或为独设 的摇头电机带动 ，通过常规 的变速装置和

离合装置带动吹风环 ，实现吹风环摇头。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为与电源连接 ，

能产生正负高压 电的产生器。进风侧风扇护罩 的内侧进风 口处 ，设有与风扇护

罩 、电机 、导电风扇 、机座电绝缘 的等离子体发生极。等离子体发生极为包括

金属针状阵列 电极 ，金属丝网状 电极 ，线状 、锯齿型 、芒刺型或鱼骨型结构 电

极。等离子体发生极 ，与高压负电极连接。等离子体发生极与进风侧风扇护罩

一体设置 ，或分体组合设置。

[0012] 导 电风扇为与风扇护罩 、等离子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大地 电绝缘 的等离子

体收集 电极 ，导电风扇为电导体导电风扇 ，导电风扇与电机 的转子转轴 电绝缘

连接。导电风扇与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正极 ，通过 电刷与导电风扇 电连接。等



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 的高压负电极 电压 的绝对值 ，高于高压正 电极 电压 的绝对值

。导电风扇为包括金属材料制成 ，或将塑胶材料作为基材 ，在基材上涂覆金属

或碳材料膜层制成 ，或导电风扇为复合导电材料制成 ，或导电风扇为塑胶 电绝

缘基材上 ，复合导电薄膜材料制成。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网栅与风扇护罩 、

等离子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大地 电绝缘 ，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网栅为包

括金属材料制成 ，或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网栅为金属材料表面上包裹 电绝缘

材料制成 ，或将塑胶材料作为基材 ，在基材上涂覆金属或碳材料膜层制成 ，或

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网栅为复合导电材料制成 ，或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网

栅为塑胶 电绝缘基材上 ，复合导电薄膜材料制成。

[0013] 当幵启导电风扇 ，导电风扇幵始旋转 ，风先经过风扇护罩 ，再经过带高压负电

的等离子体发生极 ，等离子体发生极对空气放 电，电离空气 ，使空气充满负离

子 ，并使空气 中的各种污染物也带负电荷。带有大量负离子和臭氧 的空气 ，被

带高压正 电的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吸入 ，空气和带正 电的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猛烈碰撞接触放 电，杀死细菌病毒 ，分解有机物 ，并将带负离

子 的各种污染物吸附截留在导电风扇 的翅片上 ，空气得到初级净化。空气在经

过带高压正 电的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增压之后 ，空气进入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网栅 ，在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网栅上感应 出带负电荷 的表面 ，进一

步吸附带正 电的各种污染物 ，实现空气 的第二次净化。

[0014] 空气进入吹风环 的内部空腔 ，带负离子 的空气将吹风环 的内腔壁感应成带正 电

荷膜层 的面 ，进一步吸附带负电的各种污染物 ，并被吸附在吹风环 的内腔壁上

，实现空气 的第三次净化。净化 的空气在导流面的作用下 ，沿着导流面变 向流

动 ，通过节流环形 出风 口，节流高速排 出。

[0015] 包括风扇底座 、机壳 、风机 电机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等 ，为插装 、套

装卡合 ，方便拆装。当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达到一定积灰量吋 ，对等

离子体发生电极 、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 内腔进行清

洗还原。

[0016] 或导 电网栅为与风扇护罩 、等离子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大地 电绝缘 的等离

子体收集 电极。导电网栅为包括金属材料制成 ，或将塑胶材料作为基材 ，在基



材上涂覆金属或碳材料膜层制成 ，或导电网栅为复合导电材料制成 ，或导电网

栅为塑胶 电绝缘基材上 ，复合导电薄膜材料制成。导电网栅与进风侧风扇护罩

电绝缘一体设置 ，或导电网栅与进风侧风扇护罩 电绝缘分体组合设置。导电网

栅与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正极 电连接。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 的高压负电极 电压

的绝对值 ，高于高压正 电极 电压 的绝对值。

[0017] 导 电风扇为与风扇护罩 、等离子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大地 电绝缘 的静 电感

应收集 电极 ，导电风扇为电导体导电风扇 ，导电风扇为包括金属材料制成 ，或

导电风扇为金属材料表面上包裹 电绝缘材料制成 ，或将塑胶材料作为基材 ，在

基材上涂覆金属或碳材料膜层制成 ，或导电风扇为复合导电材料制成 ，或导电

风扇为塑胶 电绝缘基材上 ，复合导电薄膜材料制成。幵启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

电风扇 ，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幵始旋转 ，风先经过风扇护罩 ，再经过带

高压负电的等离子体发生电极 ，等离子体发生电极对空气放 电，电离空气 ，使

空气充满负离子 ，并使空气 中的各种污染物也带负电荷。带有大量负离子和臭

氧 的空气 ，通过带高压正 电的金属等离子体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吸引 ，空气和带

正 电的金属等离子体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 ，猛烈碰撞接触放 电，杀死细菌病毒 ，

分解有机物 ，并将带负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吸附截留在等离子体导电网栅收集 电

极 的翅片上 ，空气得到初级净化。由于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位于金属等

离子体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之后 ，因此 ，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与带正 电的

金属等离子体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相邻 的面静 电感应 出负电荷 ，排斥负离子 ，吸

附正离子和带正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 ，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的背面静 电感

应 出正 电荷 ，排斥正离子 ，吸附负离子和带负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 ，使空气得到

第二次净化。

[0018] 在经过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旋转增压之后 ，气流 向上流动。经过二次净

化后 的空气 ，进入吹风环 的内部空腔 ，带负离子 的空气将吹风环 的内腔壁感应

成带正 电荷膜层 的面 ，进一步吸附带负电的各种污染物 ，并被吸附在吹风环 的

内腔壁上 ，实现空气 的第三次净化。净化 的空气在导流面的作用下 ，沿着导流

面变 向流动 ，通过节流环形 出风 口，节流高速排 出。包括风扇底座 、机壳 、风

机 电机 、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等 ，为插装 、套装卡合 ，方便拆



装。当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达到一定积灰量吋 ，对等离子体发生电极

、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 、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 内腔进行清洗还原

[0019] 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 ，包括风扇底座 、机壳 、风机 电机 、静 电感

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 、摇头装置 、等离子体高压 电产生器。一种等离

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 的机壳与吹风环 同体连接 ，吹风环为闭环空心 圈，空

心 圈内为风道 ，空心 圈的内侧设有节流环形 出风 口。吹风环 的根部与机壳的连

接处为固定连接 ，或为俯仰可调活动连接。机壳下部设有风扇护罩进风 口，等

离子体发生极设于风扇护罩进风 口内。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与风机 电机

主轴连接安装在机壳内部 ，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置于风机壳内，静 电感

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主轴与风机 电机 同轴布置 ，电绝缘连接 ，静 电感应收集 电

极导电风扇置于等离子体发生极之后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产生的风 ，通

过机壳风道 向上吹，机壳风道与吹风环连接。

[0020] 摇头装置为风机 电机带动 ，或为独设 的摇头电机带动 ，通过常规 的变速装置和

离合装置带动吹风环 ，实现吹风环摇头。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为与电源连接 ，

能产生正负高压 电的产生器。进风侧风扇护罩 的内侧进风 口处 ，设有与风扇护

罩 、电机 、导电风扇 、机座电绝缘 的等离子体发生极。等离子体发生极为包括

金属针状阵列 电极 ，金属丝网状 电极 ，线状 、锯齿型 、芒刺型或鱼骨型结构 电

极。等离子体发生极 ，与高压负电极连接。等离子体发生极与进风侧风扇护罩

一体设置 ，或分体组合设置。导电风扇为与风扇护罩 、等离子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大地 电绝缘 的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 ，导电风扇为电导体导电风扇 ，导电

风扇为包括金属材料制成 ，或导电风扇为金属材料表面上包裹 电绝缘材料制成

，或将塑胶材料作为基材 ，在基材上涂覆金属或碳材料膜层制成 ，或导电风扇

为复合导电材料制成 ，或导电风扇为塑胶 电绝缘基材上 ，复合导电薄膜材料制

成。导电风扇设于等离子体发生极之后 ，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之前。

[0021] 导 电网栅为与风扇护罩 、等离子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大地 电绝缘 的等离子

体收集 电极。导电网栅为包括金属材料制成 ，或将塑胶材料作为基材 ，在基材

上涂覆金属或碳材料膜层制成 ，或导电网栅为复合导电材料制成 ，或导电网栅



为塑胶 电绝缘基材上 ，复合导电薄膜材料制成。导电网栅与 出风侧风扇护罩 电

绝缘一体设置 ，或导电网栅与 出风侧风扇护罩 电绝缘分体组合设置。导电网栅

与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正极 电连接。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 的高压负电极 电压 的

绝对值 ，高于高压正 电极 电压 的绝对值。幵启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幵始旋转 ，风先经过风扇护罩 ，再经过带高压负电的

等离子体发生电极 ，等离子体发生电极对空气放 电，电离空气 ，使空气充满负

离子 ，并使空气 中的各种污染物也带负电荷。带有大量负离子和臭氧 的空气 ，

与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碰触增压。由于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位于

等离子体发生电极之后 ，因此 ，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与带负电的等离子

体发生电极相邻 的面静 电感应 出正 电荷 ，排斥正离子 ，吸附负离子和带负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 ，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的背面静 电感应 出负电荷 ，排斥负

离子 ，吸附正离子和带正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 ，使空气得到初步净化。

[0022] 通过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净化增压 的风 ，通过带高压正 电的金属等离子

体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 ，使空气 中带负离子和带负电荷 的各种污染物 ，被带正 电

的金属等离子体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吸引 ，猛烈碰撞接触放 电，杀死细菌病毒 ，

分解有机物 ，并将带负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吸附截留在等离子体导电网栅收集 电

极 的翅片上 ，空气得到第二次净化。

[0023] 二次净化后 的空气 ，进入吹风环 的内部空腔 ，带负离子 的空气将吹风环 的内腔

壁感应成带正 电荷膜层 的面 ，进一步吸附带负电的各种污染物 ，并被吸附在吹

风环 的内腔壁上 ，实现空气 的第三次净化。净化 的空气在导流面的作用下 ，沿

着导流面变 向流动 ，通过节流环形 出风 口，节流高速排 出。

[0024] 包括风扇底座 、机壳 、风机 电机 、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等 ，为

插装 、套装卡合 ，方便拆装。当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达到一定积灰量

吋 ，对等离子体发生电极 、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 、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

吹风环 内腔进行清洗还原。

[0025] 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网栅与风扇护罩 、等离子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大地

电绝缘 ，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网栅为包括金属材料制成 ，或静 电感应收集 电

极导电网栅为金属材料表面上包裹 电绝缘材料制成 ，或将塑胶材料作为基材 ，



在基材上涂覆金属或碳材料膜层制成 ，或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网栅为复合导

电材料制成 ，或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网栅为塑胶 电绝缘基材上 ，复合导电薄

膜材料制成。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网栅与进风侧风扇护罩一体设置 ，或分体

组合设置。

[0026] 导 电风扇为与风扇护罩 、等离子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大地 电绝缘 的等离子

体收集 电极 ，导电风扇为电导体导电风扇 ，导电风扇与电机 的转子转轴 电绝缘

连接。导电风扇与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正极 ，通过 电刷与导电风扇 电连接。导

电风扇为包括金属材料制成 ，或将塑胶材料作为基材 ，在基材上涂覆金属或碳

材料膜层制成 ，或导电风扇为复合导电材料制成 ，或导电风扇为塑胶 电绝缘基

材上 ，复合导电薄膜材料制成。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 的高压负电极 电压 的绝对

值 ，高于高压正 电极 电压 的绝对值。

[0027] 幵启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幵始旋转 ，风先经过风扇护罩 ，再

经过带高压负电的等离子体发生电极 ，等离子体发生电极对空气放 电，电离空

气 ，使空气充满负离子 ，并使空气 中的各种污染物也带负电荷。充满负离子 的

空气 ，通过静 电感应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 ，由于静 电感应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位于

等离子体发生电极之后 ，因此 ，静 电感应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与带负电的等离子

体发生电极相邻 的面静 电感应 出正 电荷 ，排斥正离子 ，吸附负离子和带负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 ，静 电感应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 的背面静 电感应 出负电荷 ，排斥负

离子 ，吸附正离子和带正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 ，使空气得到初步净化。

[0028] 初步净化 的空气 ，与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碰触增压 ，使空气 中带负离子和带负电

荷 的各种污染物 ，被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吸引 ，碰撞接触放 电，杀死细菌病毒 ，

分解有机物 ，并将带负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吸附截留在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的翅片

上 ，空气得到二次净化。通过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净化增压二次净化后 的空气 ，

进入吹风环 的内部空腔 ，带负离子 的空气将吹风环 的内腔壁感应成带正 电荷膜

层 的面 ，进一步吸附带负电的各种污染物 ，并被吸附在吹风环 的内腔壁上 ，实

现空气 的第三次净化。

[0029] 净化 的空气在导流面的作用下 ，沿着导流面变 向流动 ，通过节流环形 出风 口，

节流高速排 出。包括风扇底座 、机壳 、风机 电机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



等 ，为插装 、套装卡合 ，方便拆装。当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达到一定

积灰量吋 ，对等离子体发生电极 、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吹

风环 内腔进行清洗还原。

[0030] 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 ，包括风扇底座 、机壳 、风机 电机 、收集 电

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 、摇头装置 、等离子体高压 电产生器。一种等离子体空气

净化无叶电风扇 的机壳与吹风环 同体连接 ，吹风环为闭环空心 圈，空心 圈内为

风道 ，空心 圈的内侧设有节流环形 出风 口。吹风环 的根部与机壳的连接处为固

定连接 ，或为俯仰可调活动连接。机壳下部设有风扇护罩进风 口，等离子体发

生极设于风扇护罩进风 口内。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与风机 电机主轴连接安装在机

壳内部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置于风机壳内，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主轴与风机 电机

同轴布置 ，电绝缘连接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置于等离子体发生极之后收集 电极

导电风扇产生的风 ，通过机壳风道 向上吹，机壳风道与吹风环连接。

[0031] 摇头装置为风机 电机带动 ，或为独设 的摇头电机带动 ，通过常规 的变速装置和

离合装置带动吹风环 ，实现吹风环摇头。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为与电源连接 ，

能产生正负高压 电的产生器。进风侧风扇护罩 的内侧进风 口处 ，设有与风扇护

罩 、电机 、导电风扇 、机座电绝缘 的等离子体发生极。等离子体发生极为包括

金属针状阵列 电极 ，金属丝网状 电极 ，线状 、锯齿型 、芒刺型或鱼骨型结构 电

极。等离子体发生极 ，与高压负电极连接。等离子体发生极与进风侧风扇护罩

一体设置 ，或分体组合设置。

[0032] 导 电网栅为与风扇护罩 、等离子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大地 电绝缘 的等离子

体收集 电极。导电网栅为包括金属材料制成 ，或将塑胶材料作为基材 ，在基材

上涂覆金属或碳材料膜层制成 ，或导电网栅为复合导电材料制成 ，或导电网栅

为塑胶 电绝缘基材上 ，复合导电薄膜材料制成。导电网栅与进风侧风扇护罩 电

绝缘一体设置 ，或导电网栅与进风侧风扇护罩 电绝缘分体组合设置。导电网栅

与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正极 电连接。

[0033] 导 电风扇为与风扇护罩 、等离子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大地 电绝缘 的等离子

体收集 电极 ，导电风扇为电导体导电风扇 ，导电风扇与电机 的转子转轴 电绝缘

连接。导电风扇与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负极 ，通过 电刷与导电风扇 电连接。导



电风扇为包括金属材料制成，或将塑胶材料作为基材，在基材上涂覆金属或碳

材料膜层制成，或导电风扇为复合导电材料制成，或导电风扇为塑胶电绝缘基

材上，复合导电薄膜材料制成。等离子高压电产生器的高压负电极电压的绝对

值，高于高压正电极电压的绝对值。

[0034] 幵启收集电极导电风扇，收集电极导电风扇幵始旋转，风先经过风扇护罩，再

经过带高压负电的等离子体发生电极，等离子体发生电极对空气放电，电离空

气，使空气充满负离子，并使空气中的各种污染物也带负电荷。充满负离子的

空气，通过与等离子体高压电产生器正极电连接的导电网栅收集电极，由于导

电网栅收集电极位于等离子体发生电极之后，带正电，因此，排斥正离子，吸

附负离子和带负离子的各种污染物，使空气得到初步净化。

[0035] 收集电极导电风扇与等离子体高压电产生器的负极电连接。初步净化的空气，

与带负电的收集电极导电风扇碰触增压，使空气中带正离子和带正电荷的各种

污染物，被收集电极导电风扇吸引，碰撞接触放电，杀死细菌病毒，分解有机

物，并将带正离子的各种污染物吸附截留在收集电极导电风扇的翅片上，空气

得到二次净化。

[0036] 通过收集电极导电风扇净化增压二次净化后的空气，进入吹风环的内部空腔，

带负离子的空气将吹风环的内腔壁感应成带正电荷膜层的面，进一步吸附带负

电的各种污染物，并被吸附在吹风环的内腔壁上，实现空气的第三次净化。

[0037] 净化的空气在导流面的作用下，沿着导流面变向流动，通过节流环形出风口，

节流高速排出。包括风扇底座、机壳、风机电机、收集电极导电风扇、吹风环

等，为插装、套装卡合，方便拆装。当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达到一定

积灰量吋，对等离子体发生电极、等离子体收集电极、收集电极导电风扇、吹

风环内腔进行清洗还原。

[0038] 导电风扇为与风扇护罩、等离子体发生极、机座、电机、大地电绝缘的等离子

体收集电极。导电风扇为电导体导电风扇，导电风扇与电机的转子转轴电绝缘

连接。导电风扇与等离子高压电产生器正极，通过电刷与导电风扇电连接。导

电风扇为包括金属材料制成，或将塑胶材料作为基材，在基材上涂覆金属或碳

材料膜层制成，或导电风扇为复合导电材料制成，或导电风扇为塑胶电绝缘基



材上 ，复合导电薄膜材料制成。导电风扇与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正极 ，通过 电

刷与导电风扇 电连接。

[0039] 导 电网栅收集 电极为与风扇护罩 、等离子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大地 电绝缘

的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为包括金属材料制成 ，或将塑胶材料

作为基材 ，在基材上涂覆金属或碳材料膜层制成 ，或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为复合

导电材料制成。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与进风侧风扇护罩 电绝缘一体设置 ，或导电

网栅收集 电极与进风侧风扇护罩 电绝缘分体组合设置。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与等

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负极 电连接。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 的高压负电极 电压 的绝对

值 ，高于高压正 电极 电压 的绝对值。

[0040] 幵启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幵始旋转 ，风先经过风扇护罩 ，再

经过带高压负电的等离子体发生电极 ，等离子体发生电极对空气放 电，电离空

气 ，使空气充满负离子 ，并使空气 中的各种污染物也带负电荷。充满负离子 的

空气 ，通过与等离子体高压 电产生器正极 电连接 的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排斥正

离子 ，吸附负离子和带负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 ，充满负离子 的空气 ，与收集 电极

导电风扇碰触增压 ，使空气 中带负离子和带负电荷 的各种污染物 ，被收集 电极

导电风扇吸引 ，碰撞接触放 电，杀死细菌病毒 ，分解有机物 ，并将带负离子 的

各种污染物吸附截留在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的翅片上 ，使空气得到初步净化。

[0041] 导 电网栅收集 电极与等离子体高压 电产生器 的负极 电连接 ，得到初步净化 的空

气 ，进入带负电的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 ，吸附正离子和带正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 ，

使空气得到二次净化。通过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二次净化后 的空气 ，进入吹风环

的内部空腔 ，带负离子 的空气将吹风环 的内腔壁感应成带正 电荷膜层 的面 ，进

一步吸附带负电的各种污染物 ，并被吸附在吹风环 的内腔壁上 ，实现空气 的第

三次净化。

[0042] 净化 的空气在导流面的作用下 ，沿着导流面变 向流动 ，通过节流环形 出风 口，

节流高速排 出。包括风扇底座 、机壳 、风机 电机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

等 ，为插装 、套装卡合 ，方便拆装。当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达到一定

积灰量吋 ，对等离子体发生电极 、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吹

风环 内腔进行清洗还原。



[0043] 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 ，包括风扇底座 、机壳 、风机 电机 、收集 电

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 、摇头装置 、等离子体高压 电产生器。一种等离子体空气

净化无叶电风扇 的机壳与吹风环 同体连接 ，吹风环为闭环空心 圈，空心 圈内为

风道 ，空心 圈的内侧设有节流环形 出风 口。吹风环 的根部与机壳的连接处为固

定连接 ，或为俯仰可调活动连接。机壳下部设有风扇护罩进风 口，等离子体发

生极设于风扇护罩进风 口内。

[0044]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与风机 电机主轴连接安装在机壳内部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置

于风机壳内，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主轴与风机 电机 同轴布置 ，电绝缘连接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置于等离子体发生极之后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产生的风 ，通过机壳

风道 向上吹，机壳风道与吹风环连接。摇头装置为风机 电机带动 ，或为独设 的

摇头电机带动 ，通过常规 的变速装置和离合装置带动吹风环 ，实现吹风环摇头

[0045] 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为与电源连接 ，能产生正负高压 电的产生器。进风侧风扇

护罩 的内侧进风 口处 ，设有与风扇护罩 、电机 、导电风扇 、机座电绝缘 的等离

子体发生极。等离子体发生极为包括金属针状阵列 电极 ，金属丝网状 电极 ，线

状 、锯齿型 、芒刺型或鱼骨型结构 电极。等离子体发生极 ，与高压负电极连接

。等离子体发生极与进风侧风扇护罩一体设置 ，或分体组合设置。

[0046] 一侧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为与风扇护罩 、等离子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大地 电

绝缘 的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一侧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为金属材料表面一侧上复合

电绝缘膜层制成 ，或将塑胶材料作为基材 ，在基材一侧上涂覆金属或碳材料膜

层制成 ，或一侧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为复合导电材料一侧上复合 电绝缘膜层制成

。一侧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与进风侧风扇护罩 电绝缘一体设置 ，或一侧导电网栅

收集 电极与进风侧风扇护罩 电绝缘分体组合设置。一侧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与等

离子体发生极相邻侧复合有 电绝缘膜层 ，一侧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与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负极 电连接 ，通过 电绝缘膜层 ，在等离子体发生极相邻侧静 电感应 出

正 电膜层。

[0047] 导 电风扇为与风扇护罩 、等离子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大地 电绝缘 的等离子

体收集 电极 ，导电风扇为电导体导电风扇 ，导电风扇与电机 的转子转轴 电绝缘



连接。导电风扇与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正极 ，通过 电刷与导电风扇 电连接。导

电风扇为包括金属材料制成 ，或将塑胶材料作为基材 ，在基材上涂覆金属或碳

材料膜层制成 ，或导电风扇为复合导电材料制成 ，或导电风扇为塑胶 电绝缘基

材上 ，复合导电薄膜材料制成。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 的高压负电极 电压 的绝对

值 ，高于高压正 电极 电压 的绝对值。

[0048] 幵启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幵始旋转 ，风先经过风扇护罩 ，再

经过带高压负电的等离子体发生电极 ，等离子体发生电极对空气放 电，电离空

气 ，使空气充满负离子 ，并使空气 中的各种污染物也带负电荷。充满负离子 的

空气 ，通过与等离子体高压 电产生器负极 电连接 的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 ，由于导

电网栅收集 电极位于等离子体发生电极之后 ，且与等离子体发生电极相邻面为

电绝缘膜层 ，因此在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带负电的情况下 ，通过 电绝缘膜层 ，在

等离子体发生电极相邻绝缘膜层面上感应 出正 电荷膜层 ，排斥正离子 ，吸附负

离子和带负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 ，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与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相对侧

的面 ，为电导体面 ，带负电荷 ，吸附正离子 ，排斥负离子 ，使空气得到初步净

化。

[0049]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与等离子体高压 电产生器 的正极 电连接。初步净化 的空气 ，

与带正 电的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碰触增压 ，使空气 中带负离子和带负电荷 的各种

污染物 ，被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吸引 ，碰撞接触放 电，杀死细菌病毒 ，分解有机

物 ，并将带负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吸附截留在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的翅片上 ，空气

得到二次净化。通过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净化增压二次净化后 的空气 ，进入吹风

环 的内部空腔 ，带负离子 的空气将吹风环 的内腔壁感应成带正 电荷膜层 的面 ，

进一步吸附带负电的各种污染物 ，并被吸附在吹风环 的内腔壁上 ，实现空气 的

第三次净化。净化 的空气在导流面的作用下 ，沿着导流面变 向流动 ，通过节流

环形 出风 口，节流高速排 出。

[0050] 包括风扇底座 、机壳 、风机 电机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等 ，为插装 、套

装卡合 ，方便拆装。当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达到一定积灰量吋 ，对等

离子体发生电极 、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 内腔进行清

洗还原。



[0051] 或导 电风扇为与风扇护罩 、等离子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大地 电绝缘 的等离

子体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为一侧导电风扇 ，一侧导电风扇与电机 的转子转轴 电

绝缘连接。一侧导电风扇为金属材料一侧表面复合 电绝缘膜层制成 ，或导电风

扇为复合导电材料一侧表面复合 电绝缘膜层制成。导电风扇与等离子体发生极

相邻侧 ，复合有 电绝缘膜层 ，导电风扇与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负极 电连接 ，通

过导电风扇 的电绝缘膜层 ，在等离子体发生极相邻侧 ，静 电感应 出正 电膜层。

导电风扇与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负极 ，通过 电刷与导电风扇 电连接。

[0052] 导 电网栅收集 电极为与风扇护罩 、等离子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大地 电绝缘

的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为包括金属材料制成 ，或将塑胶材料

作为基材 ，在基材上涂覆金属或碳材料膜层制成 ，或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为复合

导电材料制成 ，或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为塑胶 电绝缘基材上 ，复合导电薄膜材料

制成。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与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正极 电连接。等离子高压 电产

生器 的高压负电极 电压 的绝对值 ，高于高压正 电极 电压 的绝对值。

[0053] 幵启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幵始旋转 ，风先经过风扇护罩 ，再

经过带高压负电的等离子体发生电极 ，等离子体发生电极对空气放 电，电离空

气 ，使空气充满负离子 ，并使空气 中的各种污染物也带负电荷。充满负离子 的

空气 ，通过与等离子体高压 电产生器负极 电连接 的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由于收

集 电极导电风扇位于等离子体发生电极之后 ，且与等离子体发生电极相邻面为

电绝缘膜层 ，因此在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带负电的情况下 ，通过 电绝缘膜层 ，在

等离子体发生电极相邻绝缘膜层面上感应 出正 电荷膜层 ，排斥正离子 ，吸附负

离子和带负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与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相对侧

的面 ，为电导体面 ，带负电荷 ，吸附正离子 ，排斥负离子 ，充满负离子 的空气

，与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碰触增压 ，使空气 中带负离子和带负电荷 的各种污染物

，被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吸引 ，碰撞接触放 电，杀死细菌病毒 ，分解有机物 ，并

将带负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吸附截留在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的翅片上 ，使空气得到

初步净化。

[0054] 导 电网栅收集 电极与等离子体高压 电产生器 的正极 电连接 ，得到初步净化 的空

气 ，进入带正 电的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 ，吸附负离子和带负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 ，



使空气得到二次净化。通过导电网栅收集电极二次净化后的空气，进入吹风环

的内部空腔，带负离子的空气将吹风环的内腔壁感应成带正电荷膜层的面，进

一步吸附带负电的各种污染物，并被吸附在吹风环的内腔壁上，实现空气的第

三次净化。

[0055] 净化的空气在导流面的作用下，沿着导流面变向流动，通过节流环形出风口，

节流高速排出。包括风扇底座、机壳、风机电机、收集电极导电风扇、吹风环

等，为插装、套装卡合，方便拆装。当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达到一定

积灰量吋，对等离子体发生电极、等离子体收集电极、收集电极导电风扇、吹

风环内腔进行清洗还原。

[0056] 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其电机转子转轴与导电风扇主轴连接端头

，为设有的永久磁铁齿楞盘，或为铁磁材料制成的齿楞盘，导电风扇主轴连接

端头，为与电机转子转轴的永久磁铁齿楞盘对应的齿楞盘，导电风扇主轴连接

端头齿楞盘，为铁磁材料制成的齿楞盘，或为永久磁铁材料制成齿楞盘。电机

转子转轴的永久磁铁齿楞盘与导电风扇主轴连接端头永久磁铁齿楞盘的连接吸

合面上，设有电绝缘材料层。

[0057] 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其等离子体收集电极导电风扇，与等离子

高压电产生器正极连接的电刷为石墨材料制成，电刷通过弹簧，或电刷内设有

铁磁材料，通过吸合与导电风扇主轴贴合电连接。

[0058] 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其进风侧风扇护罩上设有铁磁材料，或永

久磁铁制成的卡扣，等离子体发生极上，设有与进风侧风扇护罩上卡扣对应的

铁磁材料，或永久磁铁制成的卡扣，等离子体发生极与进风侧风扇护罩，通过

子母卡扣吸合分体组合。

[0059] 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其正负离子发生器安装于机座内，正负离

子发生器设有金属屏蔽罩，并接地。摇头装置为风机电机带动，或为独设的摇

头电机带动，通过常规的变速装置和离合装置带动导电风扇，实现导电风扇摇

头。风扇护罩包括塑胶制成，金属制成，金属制成的风扇护罩接地。电机包裹

在风扇护罩内，电机定子铁芯接地。

[0060] 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其导电风扇包括轴流导电风扇，贯流导电



风扇 ，离心式导电风扇。导电风扇为塑胶 电绝缘基材 ，其上复合 的导电薄膜材

料为蒸镀 的金属薄膜 ，或为复合 的碳材料薄膜。电风扇设有包括总幵关 、风力

调节 ，风 向，定吋 ，负离子发生器幵关的按键或遥控器。遥控器包括通过无线

网络遥控 的手机。

发明的有益效果

有益效果

[0061] 本 发明的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通过多重强制反应 ,等离子体被充分使用

，因此少有残余 的臭氧 自由基对人体造成损害 ，具有极高的安全性。而且空气

循环速度快 ，除尘效率高 ，具有导电风扇 的功能 ，性价 比高。利用 电风扇加大

空气 的循环 ，提高净化空气效率 ，提高空气负离子 的平均分布 ，增加 电风扇 的

功能 ，提高其利用率 ，改善空气净化效果。是一种安全系数高 、性价 比高的等

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

对附图的简要说 明

附图说明

[0062] 图 1是本发明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第 1种实施例 的结构示意 图；

[0063] 图2是本发明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第2种实施例 的结构示意 图；

[0064] 图3是本发明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第3种实施例 的结构示意 图；

[0065] 图4是本发明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第4种实施例 的结构示意 图；

[0066] 图5是本发明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第5种实施例 的结构示意 图；

[0067] 图6是本发明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第6种实施例 的结构示意 图；

[0068] 图7是本发明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第7种实施例 的结构示意 图；

[0069] 图8是本发明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第 8种实施例 的结构示意 图；

[0070] 图9是本发明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第9种实施例 的结构示意 图。

[0071] 图中：1风扇机壳 、2风扇进风罩 、3吹风环 、4风扇进风罩护 网、5节流环形 出

风 口、6导 电风扇 、7等离子体发生极放 电丝 、8电绝缘永久磁铁齿楞盘连接器 、

9风扇 电机 、 10电刷 、 11等离子体发生极 电绝缘支架 、 12风扇轴 、 13等离子体高

压产生器 、 14风扇底座 、 15导电网栅。

[0072] 具体实施方式：本发明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第 1种实施例 的运行



过程如下：

[0073] 当幵启风扇，导电风扇6幵始旋转，风通过风扇进风罩护网4，进入等离子体发

生极电绝缘支架 11，等离子体发生极放电丝7对空气放电，电离空气，使空气充

满负离子，并使空气中的各种污染物也带负电荷。带有大量负离子和臭氧的空

气，被带高压正电的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吸入，空气和带正电的收集电极导电风

扇6，猛烈碰撞接触放电，杀死细菌病毒，分解有机物，并将带负离子的各种污

染物吸附截留在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的翅片上，空气得到初级净化。空气在经过

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旋转增压之后，气流向上流动。经过初步净化后的空气，进

入吹风环3的内部空腔，带负离子的空气将吹风环3的内腔壁感应成带正电荷膜

层的面，进一步吸附带负电的各种污染物，并被吸附在吹风环3的内腔壁上，实

现空气的第二次净化。净化的空气在导流面的作用下，沿着导流面变向流动，

通过吹风环3的节流环形出风口5，节流高速排出。包括风扇底座、机壳、风机

电机、收集电极导电风扇、吹风环等，为插装、套装卡合，方便拆装。当等离

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达到一定积灰量吋，对等离子体发生电极、收集电极

导电风扇、吹风环内腔进行清洗还原。

[0074] 本发明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第2种实施例的运行过程如下：

[0075] 当幵启导电风扇，导电风扇6幵始旋转，风通过风扇进风罩护网4，进入等离子

体发生极电绝缘支架 11，等离子体发生极放电丝7对空气放电，电离空气，使空

气充满负离子，并使空气中的各种污染物也带负电荷。带有大量负离子和臭氧

的空气，被带高压正电的等离子体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吸入，空气和带正电的等

离子体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猛烈碰撞接触放电，杀死细菌病毒，分解有机物，

并将带负离子的各种污染物吸附截留在导电风扇6的翅片上，空气得到初级净化

。空气在经过带高压正电的等离子体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增压之后，空气进入静

电感应收集电极导电网栅 15，在静电感应收集电极导电网栅 15上感应出带负电

荷的表面，进一步吸附带正电的各种污染物，实现空气的第二次净化。空气进

入吹风环3的内部空腔，带负离子的空气将吹风环3的内腔壁感应成带正电荷膜

层的面，进一步吸附带负电的各种污染物，并被吸附在吹风环的内腔壁上，实

现空气的第三次净化。净化的空气在导流面的作用下，沿着导流面变向流动，



通过节流环形出风口，节流高速排出。包括风扇底座、机壳、风机电机、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吹风环等，为插装、套装卡合，方便拆装。当等离子体空气净

化无叶电风扇达到一定积灰量吋，对等离子体发生电极、等离子体收集电极、

收集电极导电风扇、吹风环内腔进行清洗还原。

[0076] 本发明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第3种实施例的运行过程如下：

[0077] 当幵启导电风扇，导电风扇6幵始旋转，风通过风扇进风罩护网4，进入等离子

体发生极电绝缘支架 11，等离子体发生极放电丝7对空气放电，电离空气，使空

气充满负离子，并使空气中的各种污染物也带负电荷。带有大量负离子和臭氧

的空气，通过带高压正电的金属等离子体导电网栅 15收集电极吸引，空气和带

正电的金属等离子体导电网栅 15收集电极，猛烈碰撞接触放电，杀死细菌病毒

，分解有机物，并将带负离子的各种污染物吸附截留在等离子体导电网栅 15收

集电极的翅片上，空气得到初级净化。由于静电感应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位于金

属等离子体导电网栅 15收集电极之后，因此，静电感应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与带

正电的金属等离子体导电网栅 15收集电极相邻的面静电感应出负电荷，排斥负

离子，吸附正离子和带正离子的各种污染物，静电感应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的背

面静电感应出正电荷，排斥正离子，吸附负离子和带负离子的各种污染物，使

空气得到第二次净化。在经过静电感应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旋转增压之后，气流

向上流动。经过二次净化后的空气，进入吹风环3的内部空腔，带负离子的空气

将吹风环3的内腔壁感应成带正电荷膜层的面，进一步吸附带负电的各种污染物

，并被吸附在吹风环3的内腔壁上，实现空气的第三次净化。净化的空气在导流

面的作用下，沿着导流面变向流动，通过节流环形出风口5，节流高速排出。包

括风扇底座、机壳、风机电机、静电感应收集电极导电风扇、吹风环等，为插

装、套装卡合，方便拆装。当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达到一定积灰量吋

，对等离子体发生电极、等离子体收集电极、静电感应收集电极导电风扇、吹

风环内腔进行清洗还原。

[0078] 本发明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第4种实施例的运行过程如下：

[0079] 当幵启导电风扇，导电风扇6幵始旋转，风通过风扇进风罩护网4，进入等离子

体发生极电绝缘支架 11，等离子体发生极放电丝7对空气放电，电离空气，使空



气充满负离子，并使空气中的各种污染物也带负电荷。带有大量负离子和臭氧

的空气，与静电感应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碰触增压。由于静电感应收集电极导电

风扇6位于等离子体发生电极7之后，因此，静电感应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与带负

电的等离子体发生电极7相邻的面静电感应出正电荷，排斥正离子，吸附负离子

和带负离子的各种污染物，静电感应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的背面静电感应出负电

荷，排斥负离子，吸附正离子和带正离子的各种污染物，使空气得到初步净化

。通过静电感应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净化增压的风，通过带高压正电的金属等离

子体导电网栅 15收集电极，使空气中带负离子和带负电荷的各种污染物，被带

正电的金属等离子体导电网栅 15收集电极吸引，猛烈碰撞接触放电，杀死细菌

病毒，分解有机物，并将带负离子的各种污染物吸附截留在等离子体导电网栅 1

5收集电极的翅片上，空气得到第二次净化。二次净化后的空气，进入吹风环3

的内部空腔，带负离子的空气将吹风环3的内腔壁感应成带正电荷膜层的面，进

一步吸附带负电的各种污染物，并被吸附在吹风环3的内腔壁上，实现空气的第

三次净化。净化的空气在导流面的作用下，沿着导流面变向流动，通过节流环

形出风口5，节流高速排出。包括风扇底座、机壳、风机电机、静电感应收集电

极导电风扇、吹风环等，为插装、套装卡合，方便拆装。当等离子体空气净化

无叶电风扇达到一定积灰量吋，对等离子体发生电极、等离子体收集电极、静

电感应收集电极导电风扇、吹风环内腔进行清洗还原。

[0080] 本发明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第5种实施例的运行过程如下：

[0081] 当幵启导电风扇，导电风扇6幵始旋转，风通过风扇进风罩护网4，进入等离子

体发生极电绝缘支架 11，等离子体发生极放电丝7对空气放电，电离空气，使空

气充满负离子，并使空气中的各种污染物也带负电荷。带有大量负离子和臭氧

的空气，通过静电感应导电网栅 15收集电极，由于静电感应导电网栅 15收集电

极位于等离子体发生电极之后，因此，静电感应导电网栅 15收集电极与带负电

的等离子体发生电极相邻的面静电感应出正电荷，排斥正离子，吸附负离子和

带负离子的各种污染物，静电感应导电网栅 15收集电极的背面静电感应出负电

荷，排斥负离子，吸附正离子和带正离子的各种污染物，使空气得到初步净化

。初步净化的空气，与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碰触增压，使空气中带负离子和带负



电荷的各种污染物，被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吸引，碰撞接触放电，杀死细菌病毒

，分解有机物，并将带负离子的各种污染物吸附截留在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的翅

片上，空气得到二次净化。通过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净化增压二次净化后的空气

，进入吹风环的内部空腔，带负离子的空气将吹风环3的内腔壁感应成带正电荷

膜层的面，进一步吸附带负电的各种污染物，并被吸附在吹风环3的内腔壁上，

实现空气的第三次净化。净化的空气在导流面的作用下，沿着导流面变向流动

，通过节流环形出风口5，节流高速排出。包括风扇底座、机壳、风机电机、收

集电极导电风扇、吹风环等，为插装、套装卡合，方便拆装。当等离子体空气

净化无叶电风扇达到一定积灰量吋，对等离子体发生电极、等离子体收集电极

、收集电极导电风扇、吹风环内腔进行清洗还原。

[0082] 本发明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第6种实施例的运行过程如下：

[0083] 幵启收集电极导电风扇，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幵始旋转，风先经过风扇护罩，

再经过带高压负电的等离子体发生电极7，等离子体发生电极7对空气放电，电

离空气，使空气充满负离子，并使空气中的各种污染物也带负电荷。充满负离

子的空气，通过与等离子体高压电产生器正极电连接的导电网栅 15收集电极，

由于导电网栅 15收集电极位于等离子体发生电极7之后，带正电，因此，排斥正

离子，吸附负离子和带负离子的各种污染物，使空气得到初步净化。收集电极

导电风扇6与等离子体高压电产生器 13的负极电连接。初步净化的空气，与带负

电的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碰触增压，使空气中带正离子和带正电荷的各种污染物

，被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吸引，碰撞接触放电，杀死细菌病毒，分解有机物，并

将带正离子的各种污染物吸附截留在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的翅片上，空气得到二

次净化。通过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净化增压二次净化后的空气，进入吹风环3的

内部空腔，带负离子的空气将吹风环3的内腔壁感应成带正电荷膜层的面，进一

步吸附带负电的各种污染物，并被吸附在吹风环3的内腔壁上，实现空气的第三

次净化。净化的空气在导流面的作用下，沿着导流面变向流动，通过节流环形

出风口5，节流高速排出。包括风扇底座、机壳、风机电机、收集电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等，为插装、套装卡合，方便拆装。当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

达到一定积灰量吋，对等离子体发生电极、等离子体收集电极、收集电极导电



风扇、吹风环内腔进行清洗还原。

[0084] 本发明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第7种实施例的运行过程如下：

[0085] 幵启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幵始旋转，风先经过风扇护罩4

，再经过带高压负电的等离子体发生电极7，等离子体发生电极7对空气放电，

电离空气，使空气充满负离子，并使空气中的各种污染物也带负电荷。充满负

离子的空气，通过与等离子体高压电产生器 13正极电连接的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

，排斥正离子，吸附负离子和带负离子的各种污染物，充满负离子的空气，与

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碰触增压，使空气中带负离子和带负电荷的各种污染物，被

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吸引，碰撞接触放电，杀死细菌病毒，分解有机物，并将带

负离子的各种污染物吸附截留在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的翅片上，使空气得到初步

净化。导电网栅 15收集电极与等离子体高压电产生器 13的负极电连接，得到初

步净化的空气，进入带负电的导电网栅 15收集电极，吸附正离子和带正离子的

各种污染物，使空气得到二次净化。通过导电网栅 15收集电极二次净化后的空

气，进入吹风环3的内部空腔，带负离子的空气将吹风环3的内腔壁感应成带正

电荷膜层的面，进一步吸附带负电的各种污染物，并被吸附在吹风环3的内腔壁

上，实现空气的第三次净化。净化的空气在导流面的作用下，沿着导流面变向

流动，通过节流环形出风口5，节流高速排出。包括风扇底座、机壳、风机电机

、收集电极导电风扇、吹风环等，为插装、套装卡合，方便拆装。当等离子体

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达到一定积灰量吋，对等离子体发生电极、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收集电极导电风扇、吹风环内腔进行清洗还原。

[0086] 本发明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第8种实施例的运行过程如下：

[0087] 幵启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幵始旋转，风先经过风扇护罩4

，再经过带高压负电的等离子体发生电极7，等离子体发生电极7对空气放电，

电离空气，使空气充满负离子，并使空气中的各种污染物也带负电荷。充满负

离子的空气，通过与等离子体高压电产生器 13负极电连接的导电网栅 15收集电

极，由于导电网栅 15收集电极位于等离子体发生电极7之后，且与等离子体发生

电极7相邻面为电绝缘膜层，因此在导电网栅 15收集电极带负电的情况下，通过

电绝缘膜层，在等离子体发生电极相邻绝缘膜层面上感应出正电荷膜层，排斥



正离子，吸附负离子和带负离子的各种污染物，导电网栅 15收集电极与收集电

极导电风扇6相对侧的面，为电导体面，带负电荷，吸附正离子，排斥负离子，

使空气得到初步净化。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与等离子体高压电产生器 13的正极电

连接。初步净化的空气，与带正电的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碰触增压，使空气中带

负离子和带负电荷的各种污染物，被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吸引，碰撞接触放电，

杀死细菌病毒，分解有机物，并将带负离子的各种污染物吸附截留在收集电极

导电风扇6的翅片上，空气得到二次净化。通过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净化增压二

次净化后的空气，进入吹风环3的内部空腔，带负离子的空气将吹风环3的内腔

壁感应成带正电荷膜层的面，进一步吸附带负电的各种污染物，并被吸附在吹

风环3的内腔壁上，实现空气的第三次净化。净化的空气在导流面的作用下，沿

着导流面变向流动，通过节流环形出风口5，节流高速排出。包括风扇底座、机

壳、风机电机、收集电极导电风扇、吹风环等，为插装、套装卡合，方便拆装

。当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达到一定积灰量吋，对等离子体发生电极、

等离子体收集电极、收集电极导电风扇、吹风环内腔进行清洗还原。

[0088] 本发明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第9种实施例的运行过程如下：

[0089] 幵启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幵始旋转，风先经过风扇护罩4

，再经过带高压负电的等离子体发生电极7，等离子体发生电极7对空气放电，

电离空气，使空气充满负离子，并使空气中的各种污染物也带负电荷。充满负

离子的空气，通过与等离子体高压电产生器 13负极电连接的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

，由于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位于等离子体发生电极7之后，且与等离子体发生电

极7相邻面为电绝缘膜层，因此在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带负电的情况下，通过电

绝缘膜层，在等离子体发生电极7相邻绝缘膜层面上感应出正电荷膜层，排斥正

离子，吸附负离子和带负离子的各种污染物，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与收集电极导

电风扇6相对侧的面，为电导体面，带负电荷，吸附正离子，排斥负离子，充满

负离子的空气，与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碰触增压，使空气中带负离子和带负电荷

的各种污染物，被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吸引，碰撞接触放电，杀死细菌病毒，分

解有机物，并将带负离子的各种污染物吸附截留在收集电极导电风扇6的翅片上

，使空气得到初步净化。导电网栅 15收集电极与等离子体高压电产生器 13的正



极 电连接 ，得到初步净化 的空气 ，进入带正 电的导电网栅 15收集 电极 ，吸附负

离子和带负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 ，使空气得到二次净化。通过导电网栅 15收集 电

极二次净化后 的空气 ，进入吹风环 3的内部空腔 ，带负离子 的空气将吹风环 3的

内腔壁感应成带正 电荷膜层 的面 ，进一步吸附带负电的各种污染物 ，并被吸附

在吹风环 3的内腔壁上 ，实现空气 的第三次净化。净化 的空气在导流面的作用下

，沿着导流面变 向流动 ，通过节流环形 出风 口5，节流高速排 出。包括风扇底座

、机壳 、风机 电机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等 ，为插装 、套装卡合 ，方便

拆装。当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达到一定积灰量吋 ，对等离子体发生电

极 、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 内腔进行清洗还原。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 ，包括风扇底座 、机壳 、风机 电机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 、摇头装置 、等离子体高压 电产生器 ；

其特征是 ：机壳与吹风环 同体连接 ，吹风环为闭环空心 圈，空心 圈内

为风道 ，空心 圈的内侧设有节流环形 出风 口；吹风环 的根部与机壳的

连接处为固定连接 ，或为俯仰可调活动连接 ；机壳下部设有风扇护罩

进风 口，等离子体发生极设于风扇护罩进风 口内；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与风机 电机主轴连接安装在机壳内部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置于风机壳

内，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主轴与风机 电机 同轴布置 ，电绝缘连接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置于等离子体发生极之后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产生的风

，通过机壳风道 向上吹，机壳风道与吹风环连接 ；摇头装置为风机 电

机带动 ，或为独设 的摇头电机带动 ，通过常规 的变速装置和离合装置

带动吹风环 ，实现吹风环摇头 ；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为与电源连接 ，

能产生正负高压 电的产生器 ；风扇护罩 的内侧进风 口处 ，设有与风扇

护罩 、电机 、导电风扇 、机座电绝缘 的等离子体发生极 ；等离子体发

生极为包括金属针状阵列 电极 ，金属丝网状 电极 ，线状 、锯齿型 、芒

刺型或鱼骨型结构 电极 ；等离子体发生极 ，与高压负电极连接 ；等离

子体发生极与风扇护罩一体设置 ，或分体组合设置 ；导电风扇为与风

扇护罩 、等离子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大地 电绝缘 的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 ，导电风扇为电导体导电风扇 ，导电风扇与电机 的转子转轴 电绝

缘连接 ；导电风扇与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正极 ，通过 电刷与导电风扇

电连接 ；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 的高压负电极 电压 的绝对值 ，高于高压

正 电极 电压 的绝对值 ；导电风扇为包括金属材料制成 ，或将塑胶材料

作为基材 ，在基材上涂覆金属或碳材料膜层制成 ，或导电风扇为复合

导电材料制成 ，或导电风扇为塑胶 电绝缘基材上 ，复合导电薄膜材料

制成 ；当幵启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幵始旋转 ，风先

经过风扇护罩 ，再经过带高压负电的等离子体发生电极 ，等离子体发

生电极对空气放 电，电离空气 ，使空气充满负离子 ，并使空气 中的各



种污染物也带负电荷 ；带有大量负离子和臭氧 的空气 ，被带高压正 电

的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吸入 ，空气和带正 电的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猛烈

碰撞接触放 电，杀死细菌病毒 ，分解有机物 ，并将带负离子 的各种污

染物吸附截留在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的翅片上 ，空气得到初级净化 ；空

气在经过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旋转增压之后 ，气流 向上流动 ；经过初步

净化后 的空气 ，进入吹风环 的内部空腔 ，带负离子 的空气将吹风环 的

内腔壁感应成带正 电荷膜层 的面 ，进一步吸附带负电的各种污染物 ，

并被吸附在吹风环 的内腔壁上 ，实现空气 的第二次净化 ；净化 的空气

在导流面的作用下 ，沿着导流面变 向流动 ，通过节流环形 出风 口，节

流高速排 出；包括风扇底座 、机壳 、风机 电机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

吹风环等 ，为插装 、套装卡合 ，方便拆装 ；当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

电风扇达到一定积灰量吋 ，对等离子体发生电极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 内腔进行清洗还原。

[权利要求 2] —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 ，包括风扇底座 、机壳 、风机 电机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 、摇头装置 、等离子体高压 电产生器 ；

其特征是 ：机壳与吹风环 同体连接 ，吹风环为闭环空心 圈，空心 圈内

为风道 ，空心 圈的内侧设有节流环形 出风 口；吹风环 的根部与机壳的

连接处为固定连接 ，或为俯仰可调活动连接 ；机壳下部设有风扇护罩

进风 口，等离子体发生极设于风扇护罩进风 口内；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与风机 电机主轴连接安装在机壳内部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置于风机壳

内，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主轴与风机 电机 同轴布置 ，电绝缘连接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置于等离子体发生极之后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产生的风

，通过机壳风道 向上吹，机壳风道与吹风环连接 ；摇头装置为风机 电

机带动 ，或为独设 的摇头电机带动 ，通过常规 的变速装置和离合装置

带动吹风环 ，实现吹风环摇头 ；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为与电源连接 ，

能产生正负高压 电的产生器 ；进风侧风扇护罩 的内侧进风 口处 ，设有

与风扇护罩 、电机 、导电风扇 、机座电绝缘 的等离子体发生极 ；等离

子体发生极为包括金属针状阵列 电极 ，金属丝网状 电极 ，线状 、锯齿



型 、芒刺型或鱼骨型结构 电极 ；等离子体发生极 ，与高压负电极连接

；等离子体发生极与进风侧风扇护罩一体设置 ，或分体组合设置 ；导

电风扇为与风扇护罩 、等离子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大地 电绝缘 的

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 ，导电风扇为电导体导电风扇 ，导电风扇与电机 的

转子转轴 电绝缘连接 ；导电风扇与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正极 ，通过 电

刷与导电风扇 电连接 ；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 的高压负电极 电压 的绝对

值 ，高于高压正 电极 电压 的绝对值 ；导电风扇为包括金属材料制成 ，

或将塑胶材料作为基材 ，在基材上涂覆金属或碳材料膜层制成 ，或导

电风扇为复合导电材料制成 ，或导电风扇为塑胶 电绝缘基材上 ，复合

导电薄膜材料制成 ；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网栅与风扇护罩 、等离子

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大地 电绝缘 ，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网栅为

包括金属材料制成 ，或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网栅为金属材料表面上

包裹 电绝缘材料制成 ，或将塑胶材料作为基材 ，在基材上涂覆金属或

碳材料膜层制成 ，或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网栅为复合导电材料制成

，或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网栅为塑胶 电绝缘基材上 ，复合导电薄膜

材料制成 ；当幵启导电风扇 ，导电风扇幵始旋转 ，风先经过风扇护罩

，再经过带高压负电的等离子体发生极 ，等离子体发生极对空气放 电

，电离空气 ，使空气充满负离子 ，并使空气 中的各种污染物也带负电

荷 ；带有大量负离子和臭氧 的空气 ，被带高压正 电的等离子体收集 电

极导电风扇吸入 ，空气和带正 电的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猛烈

碰撞接触放 电，杀死细菌病毒 ，分解有机物 ，并将带负离子 的各种污

染物吸附截留在导电风扇 的翅片上 ，空气得到初级净化 ；空气在经过

带高压正 电的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增压之后 ，空气进入静 电感

应收集 电极导电网栅 ，在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网栅上感应 出带负电

荷 的表面 ，进一步吸附带正 电的各种污染物 ，实现空气 的第二次净化

；空气进入吹风环 的内部空腔 ，带负离子 的空气将吹风环 的内腔壁感

应成带正 电荷膜层 的面 ，进一步吸附带负电的各种污染物 ，并被吸附

在吹风环 的内腔壁上 ，实现空气 的第三次净化 ；净化 的空气在导流面



的作用下 ，沿着导流面变 向流动 ，通过节流环形 出风 口，节流高速排

出；包括风扇底座 、机壳 、风机 电机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等

，为插装 、套装卡合 ，方便拆装 ；当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达

到一定积灰量吋 ，对等离子体发生电极 、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 、收集 电

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 内腔进行清洗还原 ；或导电网栅为与风扇护罩 、

等离子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大地 电绝缘 的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 ；导

电网栅为包括金属材料制成 ，或将塑胶材料作为基材 ，在基材上涂覆

金属或碳材料膜层制成 ，或导电网栅为复合导电材料制成 ，或导电网

栅为塑胶 电绝缘基材上 ，复合导电薄膜材料制成 ；导电网栅与进风侧

风扇护罩 电绝缘一体设置 ，或导电网栅与进风侧风扇护罩 电绝缘分体

组合设置 ；导电网栅与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正极 电连接 ；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 的高压负电极 电压 的绝对值 ，高于高压正 电极 电压 的绝对值

；导电风扇为与风扇护罩 、等离子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大地 电绝

缘 的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 ，导电风扇为电导体导电风扇 ，导电风扇为包

括金属材料制成 ，或导电风扇为金属材料表面上包裹 电绝缘材料制成

，或将塑胶材料作为基材 ，在基材上涂覆金属或碳材料膜层制成 ，或

导电风扇为复合导电材料制成 ，或导电风扇为塑胶 电绝缘基材上 ，复

合导电薄膜材料制成 ；幵启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静 电感应收

集 电极导电风扇幵始旋转 ，风先经过风扇护罩 ，再经过带高压负电的

等离子体发生电极 ，等离子体发生电极对空气放 电，电离空气 ，使空

气充满负离子 ，并使空气 中的各种污染物也带负电荷 ；带有大量负离

子和臭氧 的空气 ，通过带高压正 电的金属等离子体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

吸引 ，空气和带正 电的金属等离子体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 ，猛烈碰撞接

触放 电，杀死细菌病毒 ，分解有机物 ，并将带负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吸

附截留在等离子体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 的翅片上 ，空气得到初级净化 ；

由于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位于金属等离子体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

之后 ，因此 ，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与带正 电的金属等离子体导

电网栅收集 电极相邻 的面静 电感应 出负电荷 ，排斥负离子 ，吸附正离



子和带正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 ，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的背面静 电

感应 出正 电荷 ，排斥正离子 ，吸附负离子和带负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 ，

使空气得到第二次净化 ；在经过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旋转增压

之后 ，气流 向上流动 ；经过二次净化后 的空气 ，进入吹风环 的内部空

腔 ，带负离子 的空气将吹风环 的内腔壁感应成带正 电荷膜层 的面 ，进

一步吸附带负电的各种污染物 ，并被吸附在吹风环 的内腔壁上 ，实现

空气 的第三次净化 ；净化 的空气在导流面的作用下 ，沿着导流面变 向

流动 ，通过节流环形 出风 口，节流高速排 出；包括风扇底座 、机壳 、

风机 电机 、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等 ，为插装 、套装卡

合 ，方便拆装 ；当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达到一定积灰量吋 ，

对等离子体发生电极 、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 、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

扇 、吹风环 内腔进行清洗还原。

[权利要求 3] —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 ，包括风扇底座 、机壳 、风机 电机

、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 、摇头装置 、等离子体高压 电

产生器 ；其特征是 ：机壳与吹风环 同体连接 ，吹风环为闭环空心 圈，

空心 圈内为风道 ，空心 圈的内侧设有节流环形 出风 口；吹风环 的根部

与机壳的连接处为固定连接 ，或为俯仰可调活动连接 ；机壳下部设有

风扇护罩进风 口，等离子体发生极设于风扇护罩进风 口内；静 电感应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与风机 电机主轴连接安装在机壳内部 ，静 电感应收

集 电极导电风扇置于风机壳内 ，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主轴与风

机 电机 同轴布置 ，电绝缘连接 ，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置于等离

子体发生极之后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产生的风 ，通过机壳风道

向上吹，机壳风道与吹风环连接 ；摇头装置为风机 电机带动 ，或为独

设 的摇头电机带动 ，通过常规 的变速装置和离合装置带动吹风环 ，实

现吹风环摇头 ；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为与电源连接 ，能产生正负高压

电的产生器 ；进风侧风扇护罩 的内侧进风 口处 ，设有与风扇护罩 、电

机 、导电风扇 、机座电绝缘 的等离子体发生极 ；等离子体发生极为包

括金属针状阵列 电极 ，金属丝网状 电极 ，线状 、锯齿型 、芒刺型或鱼



骨型结构 电极 ；等离子体发生极 ，与高压负电极连接 ；等离子体发生

极与进风侧风扇护罩一体设置 ，或分体组合设置 ；导电风扇为与风扇

护罩 、等离子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大地 电绝缘 的静 电感应收集 电

极 ，导电风扇为电导体导电风扇 ，导电风扇为包括金属材料制成 ，或

导电风扇为金属材料表面上包裹 电绝缘材料制成 ，或将塑胶材料作为

基材 ，在基材上涂覆金属或碳材料膜层制成 ，或导电风扇为复合导电

材料制成 ，或导电风扇为塑胶 电绝缘基材上 ，复合导电薄膜材料制成

；导电风扇设于等离子体发生极之后 ，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之前 ；导电

网栅为与风扇护罩 、等离子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大地 电绝缘 的等

离子体收集 电极 ；导电网栅为包括金属材料制成 ，或将塑胶材料作为

基材 ，在基材上涂覆金属或碳材料膜层制成 ，或导电网栅为复合导电

材料制成 ，或导电网栅为塑胶 电绝缘基材上 ，复合导电薄膜材料制成

；导电网栅与 出风侧风扇护罩 电绝缘一体设置 ，或导电网栅与 出风侧

风扇护罩 电绝缘分体组合设置 ；导电网栅与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正极

电连接 ；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 的高压负电极 电压 的绝对值 ，高于高压

正 电极 电压 的绝对值 ；幵启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静 电感应收

集 电极导电风扇幵始旋转 ，风先经过风扇护罩 ，再经过带高压负电的

等离子体发生电极 ，等离子体发生电极对空气放 电，电离空气 ，使空

气充满负离子 ，并使空气 中的各种污染物也带负电荷 ；带有大量负离

子和臭氧 的空气 ，与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碰触增压 ；由于静 电

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位于等离子体发生电极之后 ，因此 ，静 电感应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与带负电的等离子体发生电极相邻 的面静 电感应 出

正 电荷 ，排斥正离子 ，吸附负离子和带负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 ，静 电感

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的背面静 电感应 出负电荷 ，排斥负离子 ，吸附正

离子和带正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 ，使空气得到初步净化 ；通过静 电感应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净化增压 的风 ，通过带高压正 电的金属等离子体导

电网栅收集 电极 ，使空气 中带负离子和带负电荷 的各种污染物 ，被带

正 电的金属等离子体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吸引 ，猛烈碰撞接触放 电，杀



死细菌病毒 ，分解有机物 ，并将带负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吸附截留在等

离子体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 的翅片上 ，空气得到第二次净化 ；二次净化

后 的空气 ，进入吹风环 的内部空腔 ，带负离子 的空气将吹风环 的内腔

壁感应成带正 电荷膜层 的面 ，进一步吸附带负电的各种污染物 ，并被

吸附在吹风环 的内腔壁上 ，实现空气 的第三次净化 ；净化 的空气在导

流面的作用下 ，沿着导流面变 向流动 ，通过节流环形 出风 口，节流高

速排 出；包括风扇底座 、机壳 、风机 电机 、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

扇 、吹风环等 ，为插装 、套装卡合 ，方便拆装 ；当等离子体空气净化

无叶电风扇达到一定积灰量吋 ，对等离子体发生电极 、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 、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 内腔进行清洗还原 ；静 电

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网栅与风扇护罩 、等离子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

大地 电绝缘 ，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网栅为包括金属材料制成 ，或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网栅为金属材料表面上包裹 电绝缘材料制成 ，或

将塑胶材料作为基材 ，在基材上涂覆金属或碳材料膜层制成 ，或静 电

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网栅为复合导电材料制成 ，或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

电网栅为塑胶 电绝缘基材上 ，复合导电薄膜材料制成 ；静 电感应收集

电极导电网栅与进风侧风扇护罩一体设置 ，或分体组合设置 ；导电风

扇为与风扇护罩 、等离子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大地 电绝缘 的等离

子体收集 电极 ，导电风扇为电导体导电风扇 ，导电风扇与电机 的转子

转轴 电绝缘连接 ；导电风扇与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正极 ，通过 电刷与

导电风扇 电连接 ；导电风扇为包括金属材料制成 ，或将塑胶材料作为

基材 ，在基材上涂覆金属或碳材料膜层制成 ，或导电风扇为复合导电

材料制成 ，或导电风扇为塑胶 电绝缘基材上 ，复合导电薄膜材料制成

；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 的高压负电极 电压 的绝对值 ，高于高压正 电极

电压 的绝对值 ；幵启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幵始旋转

，风先经过风扇护罩 ，再经过带高压负电的等离子体发生电极 ，等离

子体发生电极对空气放 电，电离空气 ，使空气充满负离子 ，并使空气

中的各种污染物也带负电荷 ；充满负离子 的空气 ，通过静 电感应导电



网栅收集 电极 ，由于静 电感应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位于等离子体发生电

极之后 ，因此 ，静 电感应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与带负电的等离子体发生

电极相邻 的面静 电感应 出正 电荷 ，排斥正离子 ，吸附负离子和带负离

子 的各种污染物 ，静 电感应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 的背面静 电感应 出负电

荷 ，排斥负离子 ，吸附正离子和带正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 ，使空气得到

初步净化 ；初步净化 的空气 ，与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碰触增压 ，使空气

中带负离子和带负电荷 的各种污染物 ，被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吸引 ，碰

撞接触放 电，杀死细菌病毒 ，分解有机物 ，并将带负离子 的各种污染

物吸附截留在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的翅片上 ，空气得到二次净化 ；通过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净化增压二次净化后 的空气 ，进入吹风环 的内部空

腔 ，带负离子 的空气将吹风环 的内腔壁感应成带正 电荷膜层 的面 ，进

一步吸附带负电的各种污染物 ，并被吸附在吹风环 的内腔壁上 ，实现

空气 的第三次净化 ；净化 的空气在导流面的作用下 ，沿着导流面变 向

流动 ，通过节流环形 出风 口，节流高速排 出；包括风扇底座 、机壳 、

风机 电机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等 ，为插装 、套装卡合 ，方便

拆装 ；当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达到一定积灰量吋 ，对等离子

体发生电极 、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 内腔进

行清洗还原。

[权利要求 4 ] 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 ，包括风扇底座 、机壳 、风机 电机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 、摇头装置 、等离子体高压 电产生器 ；

其特征是 ：机壳与吹风环 同体连接 ，吹风环为闭环空心 圈，空心 圈内

为风道 ，空心 圈的内侧设有节流环形 出风 口；吹风环 的根部与机壳的

连接处为固定连接 ，或为俯仰可调活动连接 ；机壳下部设有风扇护罩

进风 口，等离子体发生极设于风扇护罩进风 口内；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与风机 电机主轴连接安装在机壳内部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置于风机壳

内，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主轴与风机 电机 同轴布置 ，电绝缘连接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置于等离子体发生极之后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产生的风 ，

通过机壳风道 向上吹，机壳风道与吹风环连接 ；摇头装置为风机 电机



带动 ，或为独设 的摇头电机带动 ，通过常规 的变速装置和离合装置带

动吹风环 ，实现吹风环摇头 ；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为与电源连接 ，能

产生正负高压 电的产生器 ；进风侧风扇护罩 的内侧进风 口处 ，设有与

风扇护罩 、电机 、导电风扇 、机座电绝缘 的等离子体发生极 ；等离子

体发生极为包括金属针状阵列 电极 ，金属丝网状 电极 ，线状 、锯齿型

、芒刺型或鱼骨型结构 电极 ；等离子体发生极 ，与高压负电极连接 ；

等离子体发生极与进风侧风扇护罩一体设置 ，或分体组合设置 ；导电

网栅为与风扇护罩 、等离子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大地 电绝缘 的等

离子体收集 电极 ；导电网栅为包括金属材料制成 ，或将塑胶材料作为

基材 ，在基材上涂覆金属或碳材料膜层制成 ，或导电网栅为复合导电

材料制成 ，或导电网栅为塑胶 电绝缘基材上 ，复合导电薄膜材料制成

；导电网栅与进风侧风扇护罩 电绝缘一体设置 ，或导电网栅与进风侧

风扇护罩 电绝缘分体组合设置 ；导电网栅与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正极

电连接 ；导电风扇为与风扇护罩 、等离子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大

地 电绝缘 的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 ，导电风扇为电导体导电风扇 ，导电风

扇与电机 的转子转轴 电绝缘连接 ；导电风扇与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负

极 ，通过 电刷与导电风扇 电连接 ；导电风扇为包括金属材料制成 ，或

将塑胶材料作为基材 ，在基材上涂覆金属或碳材料膜层制成 ，或导电

风扇为复合导电材料制成 ，或导电风扇为塑胶 电绝缘基材上 ，复合导

电薄膜材料制成 ；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 的高压负电极 电压 的绝对值 ，

高于高压正 电极 电压 的绝对值 ；幵启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收集 电极导

电风扇幵始旋转 ，风先经过风扇护罩 ，再经过带高压负电的等离子体

发生电极 ，等离子体发生电极对空气放 电，电离空气 ，使空气充满负

离子 ，并使空气 中的各种污染物也带负电荷 ；充满负离子 的空气 ，通

过与等离子体高压 电产生器正极 电连接 的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 ，由于导

电网栅收集 电极位于等离子体发生电极之后 ，带正 电，因此 ，排斥正

离子 ，吸附负离子和带负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 ，使空气得到初步净化 ；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与等离子体高压 电产生器 的负极 电连接 ；初步净化



的空气 ，与带负电的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碰触增压 ，使空气 中带正离子

和带正 电荷 的各种污染物 ，被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吸引 ，碰撞接触放 电

，杀死细菌病毒 ，分解有机物 ，并将带正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吸附截留

在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的翅片上 ，空气得到二次净化 ；通过收集 电极导

电风扇净化增压二次净化后 的空气 ，进入吹风环 的内部空腔 ，带负离

子 的空气将吹风环 的内腔壁感应成带正 电荷膜层 的面 ，进一步吸附带

负电的各种污染物 ，并被吸附在吹风环 的内腔壁上 ，实现空气 的第三

次净化 ；净化 的空气在导流面的作用下 ，沿着导流面变 向流动 ，通过

节流环形 出风 口，节流高速排 出；包括风扇底座 、机壳 、风机 电机 、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等 ，为插装 、套装卡合 ，方便拆装 ；当等

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达到一定积灰量吋 ，对等离子体发生电极

、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 内腔进行清洗还原

；导电风扇为与风扇护罩 、等离子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大地 电绝

缘 的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 ；导电风扇为电导体导电风扇 ，导电风扇与电

机 的转子转轴 电绝缘连接 ；导电风扇与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正极 ，通

过 电刷与导电风扇 电连接 ；导电风扇为包括金属材料制成 ，或将塑胶

材料作为基材 ，在基材上涂覆金属或碳材料膜层制成 ，或导电风扇为

复合导电材料制成 ，或导电风扇为塑胶 电绝缘基材上 ，复合导电薄膜

材料制成 ；导电风扇与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正极 ，通过 电刷与导电风

扇 电连接 ；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为与风扇护罩 、等离子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大地 电绝缘 的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 ；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为包括

金属材料制成 ，或将塑胶材料作为基材 ，在基材上涂覆金属或碳材料

膜层制成 ，或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为复合导电材料制成 ；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与进风侧风扇护罩 电绝缘一体设置 ，或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与进风

侧风扇护罩 电绝缘分体组合设置 ；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与等离子高压 电

产生器负极 电连接 ；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 的高压负电极 电压 的绝对值

，高于高压正 电极 电压 的绝对值 ；幵启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收集 电极

导电风扇幵始旋转 ，风先经过风扇护罩 ，再经过带高压负电的等离子



体发生电极 ，等离子体发生电极对空气放 电，电离空气 ，使空气充满

负离子 ，并使空气 中的各种污染物也带负电荷 ；充满负离子 的空气 ，

通过与等离子体高压 电产生器正极 电连接 的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排斥

正离子 ，吸附负离子和带负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 ，充满负离子 的空气 ，

与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碰触增压 ，使空气 中带负离子和带负电荷 的各种

污染物 ，被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吸引 ，碰撞接触放 电，杀死细菌病毒 ，

分解有机物 ，并将带负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吸附截留在收集 电极导电风

扇 的翅片上 ，使空气得到初步净化 ；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与等离子体高

压 电产生器 的负极 电连接 ，得到初步净化 的空气 ，进入带负电的导电

网栅收集 电极 ，吸附正离子和带正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 ，使空气得到二

次净化 ；通过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二次净化后 的空气 ，进入吹风环 的内

部空腔 ，带负离子 的空气将吹风环 的内腔壁感应成带正 电荷膜层 的面

，进一步吸附带负电的各种污染物 ，并被吸附在吹风环 的内腔壁上 ，

实现空气 的第三次净化 ；净化 的空气在导流面的作用下 ，沿着导流面

变 向流动 ，通过节流环形 出风 口，节流高速排 出；包括风扇底座 、机

壳 、风机 电机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等 ，为插装 、套装卡合 ，

方便拆装 ；当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达到一定积灰量吋 ，对等

离子体发生电极 、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 内

腔进行清洗还原。

[权利要求 5] —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扇 ，包括风扇底座 、机壳 、风机 电机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 、摇头装置 、等离子体高压 电产生器 ；

其特征是 ：机壳与吹风环 同体连接 ，吹风环为闭环空心 圈，空心 圈内

为风道 ，空心 圈的内侧设有节流环形 出风 口；吹风环 的根部与机壳的

连接处为固定连接 ，或为俯仰可调活动连接 ；机壳下部设有风扇护罩

进风 口，等离子体发生极设于风扇护罩进风 口内；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与风机 电机主轴连接安装在机壳内部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置于风机壳

内，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主轴与风机 电机 同轴布置 ，电绝缘连接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置于等离子体发生极之后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产生的风 ，



通过机壳风道 向上吹，机壳风道与吹风环连接 ；摇头装置为风机 电机

带动 ，或为独设 的摇头电机带动 ，通过常规 的变速装置和离合装置带

动吹风环 ，实现吹风环摇头 ；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为与电源连接 ，能

产生正负高压 电的产生器 ；进风侧风扇护罩 的内侧进风 口处 ，设有与

风扇护罩 、电机 、导电风扇 、机座电绝缘 的等离子体发生极 ；等离子

体发生极为包括金属针状阵列 电极 ，金属丝网状 电极 ，线状 、锯齿型

、芒刺型或鱼骨型结构 电极 ；等离子体发生极 ，与高压负电极连接 ；

等离子体发生极与进风侧风扇护罩一体设置 ，或分体组合设置 ；一侧

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为与风扇护罩 、等离子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大

地 电绝缘 的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 ；一侧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为金属材料表

面一侧上复合 电绝缘膜层制成 ，或将塑胶材料作为基材 ，在基材一侧

上涂覆金属或碳材料膜层制成 ，或一侧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为复合导电

材料一侧上复合 电绝缘膜层制成 ；一侧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与进风侧风

扇护罩 电绝缘一体设置 ，或一侧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与进风侧风扇护罩

电绝缘分体组合设置 ；一侧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与等离子体发生极相邻

侧复合有 电绝缘膜层 ，一侧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与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

负极 电连接 ，通过 电绝缘膜层 ，在等离子体发生极相邻侧静 电感应 出

正 电膜层 ；导电风扇为与风扇护罩 、等离子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

大地 电绝缘 的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 ，导电风扇为电导体导电风扇 ，导电

风扇与电机 的转子转轴 电绝缘连接 ；导电风扇与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

正极 ，通过 电刷与导电风扇 电连接 ；导电风扇为包括金属材料制成 ，

或将塑胶材料作为基材 ，在基材上涂覆金属或碳材料膜层制成 ，或导

电风扇为复合导电材料制成 ，或导电风扇为塑胶 电绝缘基材上 ，复合

导电薄膜材料制成 ；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 的高压负电极 电压 的绝对值

，高于高压正 电极 电压 的绝对值 ；幵启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收集 电极

导电风扇幵始旋转 ，风先经过风扇护罩 ，再经过带高压负电的等离子

体发生电极 ，等离子体发生电极对空气放 电，电离空气 ，使空气充满

负离子 ，并使空气 中的各种污染物也带负电荷 ；充满负离子 的空气 ，



通过与等离子体高压 电产生器负极 电连接 的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 ，由于

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位于等离子体发生电极之后 ，且与等离子体发生电

极相邻面为电绝缘膜层 ，因此在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带负电的情况下 ，

通过 电绝缘膜层 ，在等离子体发生电极相邻绝缘膜层面上感应 出正 电

荷膜层 ，排斥正离子 ，吸附负离子和带负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 ，导电网

栅收集 电极与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相对侧 的面 ，为电导体面 ，带负电荷

，吸附正离子 ，排斥负离子 ，使空气得到初步净化 ；收集 电极导电风

扇与等离子体高压 电产生器 的正极 电连接 ；初步净化 的空气 ，与带正

电的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碰触增压 ，使空气 中带负离子和带负电荷 的各

种污染物 ，被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吸引 ，碰撞接触放 电，杀死细菌病毒

，分解有机物 ，并将带负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吸附截留在收集 电极导电

风扇 的翅片上 ，空气得到二次净化 ；通过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净化增压

二次净化后 的空气 ，进入吹风环 的内部空腔 ，带负离子 的空气将吹风

环 的内腔壁感应成带正 电荷膜层 的面 ，进一步吸附带负电的各种污染

物 ，并被吸附在吹风环 的内腔壁上 ，实现空气 的第三次净化 ；净化 的

空气在导流面的作用下 ，沿着导流面变 向流动 ，通过节流环形 出风 口

，节流高速排 出；包括风扇底座 、机壳 、风机 电机 、收集 电极导电风

扇 、吹风环等 ，为插装 、套装卡合 ，方便拆装 ；当等离子体空气净化

无叶电风扇达到一定积灰量吋 ，对等离子体发生电极 、等离子体收集

电极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吹风环 内腔进行清洗还原 ；或导电风扇为

与风扇护罩 、等离子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大地 电绝缘 的等离子体

收集 电极 ；导电风扇为一侧导电风扇 ，一侧导电风扇与电机 的转子转

轴 电绝缘连接 ；一侧导电风扇为金属材料一侧表面复合 电绝缘膜层制

成 ，或导电风扇为复合导电材料一侧表面复合 电绝缘膜层制成 ；导电

风扇与等离子体发生极相邻侧 ，复合有 电绝缘膜层 ，导电风扇与等离

子高压 电产生器负极 电连接 ，通过导电风扇 的电绝缘膜层 ，在等离子

体发生极相邻侧 ，静 电感应 出正 电膜层 ；导电风扇与等离子高压 电产

生器负极 ，通过 电刷与导电风扇 电连接 ；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为与风扇



护罩 、等离子体发生极 、机座 、电机 、大地 电绝缘 的等离子体收集 电

极 ；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为包括金属材料制成 ，或将塑胶材料作为基材

，在基材上涂覆金属或碳材料膜层制成 ，或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为复合

导电材料制成 ，或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为塑胶 电绝缘基材上 ，复合导电

薄膜材料制成 ；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与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正极 电连接

；等离子高压 电产生器 的高压负电极 电压 的绝对值 ，高于高压正 电极

电压 的绝对值 ；幵启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幵始旋转

，风先经过风扇护罩 ，再经过带高压负电的等离子体发生电极 ，等离

子体发生电极对空气放 电，电离空气 ，使空气充满负离子 ，并使空气

中的各种污染物也带负电荷 ；充满负离子 的空气 ，通过与等离子体高

压 电产生器负极 电连接 的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由于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位于等离子体发生电极之后 ，且与等离子体发生电极相邻面为电绝缘

膜层 ，因此在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带负电的情况下 ，通过 电绝缘膜层 ，

在等离子体发生电极相邻绝缘膜层面上感应 出正 电荷膜层 ，排斥正离

子 ，吸附负离子和带负离子 的各种污染物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与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相对侧 的面 ，为电导体面 ，带负电荷 ，吸附正离子 ，排

斥负离子 ，充满负离子 的空气 ，与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碰触增压 ，使空

气 中带负离子和带负电荷 的各种污染物 ，被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吸引 ，

碰撞接触放 电，杀死细菌病毒 ，分解有机物 ，并将带负离子 的各种污

染物吸附截留在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的翅片上 ，使空气得到初步净化 ；

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与等离子体高压 电产生器 的正极 电连接 ，得到初步

净化 的空气 ，进入带正 电的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 ，吸附负离子和带负离

子 的各种污染物 ，使空气得到二次净化 ；通过导电网栅收集 电极二次

净化后 的空气 ，进入吹风环 的内部空腔 ，带负离子 的空气将吹风环 的

内腔壁感应成带正 电荷膜层 的面 ，进一步吸附带负电的各种污染物 ，

并被吸附在吹风环 的内腔壁上 ，实现空气 的第三次净化 ；净化 的空气

在导流面的作用下 ，沿着导流面变 向流动 ，通过节流环形 出风 口，节

流高速排 出；包括风扇底座 、机壳 、风机 电机 、收集 电极导电风扇 、



吹风环等，为插装、套装卡合，方便拆装；当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

电风扇达到一定积灰量吋，对等离子体发生电极、等离子体收集电极

、收集电极导电风扇、吹风环内腔进行清洗还原。

根据权利要求 1、 2 、 3、 4或5所述的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

扇，其特征是：电机转子转轴与导电风扇主轴连接端头，为设有的永

久磁铁齿楞盘，或为铁磁材料制成的齿楞盘，导电风扇主轴连接端头

，为与电机转子转轴的永久磁铁齿楞盘对应的齿楞盘，导电风扇主轴

连接端头齿楞盘，为铁磁材料制成的齿楞盘，或为永久磁铁材料制成

齿楞盘；电机转子转轴的永久磁铁齿楞盘与导电风扇主轴连接端头永

久磁铁齿楞盘的连接吸合面上，设有电绝缘材料层。

根据权利要求 1、 2 、 3、 4或5所述的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

扇，其特征是：等离子体收集电极导电风扇，与等离子高压电产生器

正极连接的电刷为石墨材料制成，电刷通过弹簧，或电刷内设有铁磁

材料，通过吸合与导电风扇主轴贴合电连接。

根据权利要求 1、 2 、 3、 4或5所述的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

扇，其特征是：进风侧风扇护罩上设有铁磁材料，或永久磁铁制成的

卡扣，等离子体发生极上，设有与进风侧风扇护罩上卡扣对应的铁磁

材料，或永久磁铁制成的卡扣，等离子体发生极与进风侧风扇护罩，

通过子母卡扣吸合分体组合。

根据权利要求 1、 2 、 3、 4或5所述的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

扇，其特征是：正负离子发生器安装于机座内，正负离子发生器设有

金属屏蔽罩，并接地；摇头装置为风机电机带动，或为独设的摇头电

机带动，通过常规的变速装置和离合装置带动导电风扇，实现导电风

扇摇头；风扇护罩包括塑胶制成，金属制成，金属制成的风扇护罩接

地；电机包裹在风扇护罩内，电机定子铁芯接地。

根据权利要求 1、 2 、 3、 4或5所述的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无叶电风

扇，其特征是：导电风扇包括轴流导电风扇，贯流导电风扇，离心式

导电风扇；导电风扇为塑胶电绝缘基材，其上复合的导电薄膜材料为



蒸镀 的金属薄膜 ，或为复合 的碳材料薄膜 ；电风扇设有包括总幵关 、

风力调节 ，风 向，定吋 ，负离子发生器幵关的按键或遥控器 ；遥控器

包括通过无线 网络遥控 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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