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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带泡沫喷射功能的坐式风淋室及洁净室系

统

(57)摘要

一种带泡沫喷射功能的坐式风淋室及洁净

室系统，包括：送风装置、吸风装置、控制装置、腔

室、坐椅、扶手、架空地板；所述送风装置还包括

泡沫盒，泡沫盒底部设有静电发生装置，所述吸

风装置还包括过滤器和储存盒；所述座椅设于腔

室内壁一侧，座椅椅面与水平线呈20°‑30°夹角；

所述扶手水平固定于腔室内壁另一侧，扶手的位

置高于座椅的位置，座椅前边缘的位置与扶手前

边缘的距离为50‑70cm；本发明的带泡沫喷射功

能的坐式风淋室，可使工作人员可坐着完成风

淋，解决了在较低风力下部分顽固灰尘难以去除

的问题，为部分有风淋室需求，但因成本和空间

原因难以实现的车厢、小型厂房，提供了一种可

靠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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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泡沫喷射功能的坐式风淋室，其特征在于，包括：送风装置、吸风装置、控制装

置、腔室、座椅、扶手、架空地板；所述腔室内壁外侧设有4‑12条竖直排列的送风管，送风管

相对应的设于腔室两侧，每侧各有2‑6条送风管，所述送风管面向腔室内侧的管壁上成型有

多个送风孔，其中，位于送风管最上方的1‑2个送风孔设有滤网，防止泡沫颗粒通过，每个送

风孔上固定有一根向下倾斜的出风管，所述送风管与出风管呈20°‑40°夹角，在腔室内壁上

成型有与出风管位置相对应的出风口，出风口与出风管相连接，所述送风装置向送风管内

送风；所述送风装置和控制装置设于腔室顶部，所述送风装置还包括泡沫盒，所述泡沫盒为

倒锥形，泡沫盒底部设有静电发生器，泡沫盒下端连有S形管，S形管的另一端与送风装置的

进风管相通；所述泡沫盒内装有洁净的泡沫颗粒，所述泡沫颗粒为圆形或圆柱形，体积为

0.7‑1cm3，所述泡沫颗粒材料为高回弹聚氨酯泡沫颗粒；所述吸风装置设置于架空地板的

架空层内，吸风装置还包括过滤器和储存盒，所述过滤器的头部设有一个半圆形格栅滤网，

可以将空气中的泡沫颗粒分离；所述架空地板设置在所述腔室的底部；所述座椅设于腔室

内壁一侧，通过位于椅面下方的第一支架固定于腔室内壁上，所述座椅前倾，使椅面与水平

线呈20°‑30°夹角；所述扶手水平设于腔室内壁另一侧，与座椅相对应，通过第二支架固定

于腔室内壁上，扶手的位置高于座椅的位置30‑60cm，座椅前边缘的位置与扶手前边缘的距

离为50‑70cm，所述扶手上设有第一、第二压力传感器，第一、第二压力传感器分设于扶手两

端，所述座椅上设有第三压力传感器，第三压力传感器位于座椅椅面下方，第一、二、三压力

传感器在感应到压力时可发出无线信号，所述控制装置在收到所述第一、第二、第三压力传

感器的无线信号后，锁闭电子门，启动送风装置和吸风装置；

所述架空地板表面设置有带静电吸附功能的脚垫，设于座椅正前方，脚垫上有左右脚

标示，指示左右脚应放置的位置，使用时将双脚分置于左右脚标示处，确保两腿间有足够的

张开度；

所述出风管的出风速度在2‑3m/s时，舒适度和风淋效果达到最佳；

所述带泡沫喷射功能的坐式风淋室的单次风淋时间为10‑15s。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泡沫喷射功能的坐式风淋室，其特征在于，所述架空地板的两

侧设有吸尘格栅斜面，在所述吸尘格栅斜面的两侧固定有所述过滤器，过滤器与吸风装置

相连。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泡沫喷射功能的坐式风淋室，其特征在于，所述腔室设有供人

员出入的两道电子门。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泡沫喷射功能的坐式风淋室，其特征在于，所述腔室的数量为

一个或者多个；在所述腔室的数量为多个时，多个所述腔室依次并排设置。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泡沫喷射功能的坐式风淋室，其特征在于，所述座椅的椅面为

高强度纤维织物，织物孔径大于800微米。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带泡沫喷射功能的坐式风淋室，其特征在于，所述椅面为圆形或

椭圆形，椅面直径20‑30cm。

7.一种带泡沫喷射功能的坐式风淋室的洁净室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高洁净等级区

域、低洁净等级区域及如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所述的坐式风淋室，所述风淋室设置于所述

高洁净等级区域与所述低洁净等级区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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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泡沫喷射功能的坐式风淋室及洁净室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洁净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带泡沫喷射功能的坐式风淋室及洁净室

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风淋室是一种通用性较强的局部净化设备，其安装于洁净室与非洁净室或高洁净

度洁净室与低洁净度洁净室之间，是进入洁净室前必经的通道，风淋室可以减少进出洁净

室所带来的污染问题。现有的风淋室一般为一个过道，过道的两侧设有吹风口，而其过道的

长度越长，洁净效果越好，但相应的其过道的长度越长其占用的空间也就越大，成本增加。

[0003] 风淋室采用强劲洁净的空气，由喷嘴从各个方向喷射至人员身上，从而清除附着

在衣服上的灰尘、头发、发屑等杂物，减少人员进出洁净室所带来的污染问题。因为在动态

情况下，细菌及尘埃的最大发生源是工作人员，进入时风淋行为是否规范，严重影响风淋效

果。

[0004] 目前，传统的风淋室存在以下未解决项：一、传统风淋室风淋效果受风淋人当时行

为限制，如倚靠风淋口或手臂未抬起时，风淋不彻底，存在倚靠侧、手臂和手臂内侧等风淋

盲区，附着一定量粒径较大灰尘。二、多人风淋室，尤其是3人以上同时风淋时，站在两侧的

人只被风淋了单侧，另一侧未被风淋，而站在人群中间的人由于被两边的人挡住了吹风口，

因此几乎未被风淋，大量的灰尘就会附着在这些人的衣服上被带入洁净间。三、在上班高峰

时，人员比较浮躁，容易造成安全隐患，坐式风淋有利于平抑情绪，并使工作人员得以暂时

休息。四、大型风淋室占地面积大，能耗高，普通小型风淋室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达到好的风

淋效果。五、部分顽固的灰尘及其它杂物紧紧附着于衣物，在风力不够的情况下难以使其脱

离衣物表面，而风力过大的情况下人们会出现不适，难以忍受。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传统风淋室中由于风淋行为不规范造成的存在风淋

死角、风淋效果不佳、既定风力强度下部分顽固灰尘难以去除，以及风淋设备占用空间大，

使用成本高的问题。

[0006]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带泡沫喷射功能的坐式风淋室，其特

征在于，包括：送风装置、吸风装置、控制装置、腔室、坐椅、扶手、架空地板；所述腔室内壁外

侧设有4‑12条竖直排列的送风管，送风管相对应的设于腔室两侧，每侧各有2‑6条送风管，，

所述送风管面向腔室内侧的管壁上成型有多个送风孔，其中，位于送风管最上方的1‑2个送

风孔设有滤网，防止泡沫颗粒通过，每个送风孔上固定有一根向下倾斜的出风管，所述送风

管与出风管呈20°‑40°夹角，在腔室内壁上成型有与出风管位置相对应的出风口，出风口与

出风管相连接，所述送风装置向送风管内送风；所述送风装置和控制装置设于腔室顶部，所

述送风装置还包括泡沫盒，所述泡沫盒为倒锥形，泡沫盒底部设有静电发生器，泡沫盒下端

连有S形管，S形管的另一端与送风装置的进风管相通；所述泡沫盒内装有洁净的泡沫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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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泡沫颗粒为圆形或圆柱形，体积为0.7‑1cm3，所述泡沫颗粒材料为高回弹聚氨酯泡沫

颗粒；所述吸风装置设置于架空地板的架空层内，吸风装置还包括过滤器和储存盒，所述过

滤器的头部设有一个半圆形格栅滤网，可以将空气中的泡沫颗粒分离；所述架空地板设置

在所述腔室的底部；所述座椅设于腔室内壁一侧，通过位于椅面下方的第一支架固定于腔

室内壁上，所述座椅前倾，使椅面与水平线呈20°‑30°夹角；所述扶手水平设于腔室内壁另

一侧，与座椅相对应，通过第二支架固定于腔室内壁上，扶手的位置高于座椅的位置30‑

60cm，座椅前边缘的位置与扶手前边缘的距离为50‑70cm；

[0007] 所述架空地板表面设置有带静电吸附功能的脚垫，设于座椅正前方，脚垫上有左

右脚标示，指示左右脚应放置的位置，使用时将双脚分置于左右脚标示处，确保两腿间有足

够的张开度；

[0008] 所述出风管的出风速度在2‑3m/s时，舒适度和风淋效果达到最佳；

[0009] 所述带泡沫喷射功能的坐式风淋室的单次风淋时间为10‑15s。

[0010] 所述扶手上设有第一、第二压力传感器，第一、第二压力传感器分设于扶手两端，

所述座椅上设有第三压力传感器，第三压力传感器位于座椅椅面下方，第一、二、三压力传

感器在感应到压力时可发出无线信号。

[0011] 所述架空地板的两侧设有吸尘格栅斜面，在所述吸尘格栅斜面的两侧固定有所述

过滤器，过滤器与吸风装置相连。

[0012] 所述腔室设有供人员出入的两道电子门。

[0013] 所述腔室的数量为一个或者多个；在所述腔室的数量为多个时，多个所述腔室依

次并排设置。

[0014] 所述控制装置在收到所述第一、第二、第三压力传感器的无线信号后，锁闭电子

门，启动送风装置和吸风装置。

[0015] 优选的，所述的带泡沫喷射功能的坐式风淋室，其中，所述座椅的椅面为高强度纤

维织物，织物孔径大于800微米。

[0016] 优选的，所述的带泡沫喷射功能的坐式风淋室，其中，所述椅面为圆形或椭圆形，

椅面直径20‑30cm。

[0017] 一种应用所述带泡沫喷射功能的坐式风淋室的洁净室系统，包括高洁净等级区

域、低洁净等级区域和带泡沫喷射功能的坐式风淋室，所述坐式风淋室设置于所述高洁净

等级区域与所述低洁净等级区域之间。

[0018] 有益效果：

[0019] 本发明的带泡沫喷射功能的坐式风淋室，可使风淋室的高度降低到1.5米或更低，

远小于普通风淋室2米以上的高度；工作人员可坐着完成风淋，以较低的风速即可获得良好

额风淋效果，降低了风淋时高噪音、高风速环境下等待时的焦躁情绪，风淋的同时能得以片

刻休息；本发明还解决了在既定风力下部分顽固灰尘难以去除的问题；本发明的带泡沫喷

射功能的坐式风淋室可方便的设计为双层，多腔体结构，供多人同时使用，也为部分有风淋

室需求，但因成本和空间原因难以实现的车厢、小型厂房，提供了一种可靠的选择。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带泡沫喷射的坐式风淋室的横截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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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来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22] 实施例1

[0023] 如图1所示，一种坐式风淋室，包括：送风装置2、吸风装置3、控制装置6、腔室1、坐

椅4、扶手5、架空地板7；所述腔室内壁101外侧设有4条竖直排列的送风管201，送风管201相

对应的设于腔室两侧，每侧各有2条送风管201，所述送风管201面向腔室内侧的管壁上成型

有多个送风孔202，其中，位于送风管最上方的1个送风孔处设有滤网207，防止泡沫颗粒通

过，每个送风孔202上固定有一根向下倾斜的出风管203，所述送风管201与出风管203呈30°

夹角，在腔室内壁101上成型有与出风管位置相对应的出风口，出风口与出风管203相连接，

所述送风装置2向送风管内201送风；所述送风装置2和控制装置6设于腔室1顶部，所述送风

装置2还包括泡沫盒204，泡沫盒204为倒锥形，泡沫盒底部设有静电发生器208，泡沫盒204

下端连有S形管205，S形管205的另一端与送风装置2的进风管相通；所述泡沫盒204内装有

洁净的泡沫颗粒206，所述泡沫颗粒206为圆形或圆柱形，体积为0.7‑1cm3，所述泡沫颗粒材

料为高回弹聚氨酯泡沫颗粒；所述吸风装置3设置于架空地板7的架空层内，吸风装置3还包

括过滤器302和储存盒303，所述过滤器302的头部设有一个半圆形格栅滤网304，可以将空

气中的泡沫颗粒分离；所述架空地板7设置在所述腔室1的底部；所述座椅4设于腔室内壁

101一侧，通过位于椅面下方的第一支架401固定于腔室内壁101上，所述座椅4前倾，使椅面

与水平线呈30°夹角；所述扶手5水平设于腔室内壁101另一侧，与座椅4相对应，通过第二支

架501固定于腔室内壁101上，扶手5的位置高于座椅4的位置40cm，座椅4前边缘的位置与扶

手5前边缘的距离为50cm；

[0024] 所述架空地板7表面设置有带静电吸附功能的脚垫8，设于座椅4正前方，脚垫8上

有左右脚标示，指示左右脚应放置的位置，使用时将双脚分置于左右脚标示处，确保两腿间

有足够的张开度；

[0025] 所述出风管203的出风速度在2‑3m/s时，舒适度和风淋效果达到最佳；

[0026] 所述带泡沫喷射功能的坐式风淋室的单次风淋时间为10s。

[0027] 所述扶手5上设有第一、第二压力传感器502，第一、第二压力传感器分设于扶手两

端，所述座椅上设有第三压力传感器402，第三压力传感器位于座椅4椅面下方，第一、二、三

压力传感器在感应到压力时可发出无线信号。

[0028] 所述架空地板7的两侧设有吸尘格栅301，在所述吸尘格栅301的两侧固定有所述

过滤器302，过滤器302与吸风装置3相连。

[0029] 所述腔室设有供人员出入的两道电子门。

[0030] 所述腔室1的数量为一个或者多个；在所述腔室的数量为多个时，多个所述腔室依

次并排设置。

[0031] 所述控制装置6在收到所述第一、第二、第三压力传感器的无线信号后，锁闭电子

门，启动送风装置2和吸风装置3。

[0032] 所述座椅4的椅面为高强度纤维织物，织物孔径大于800微米，以保证人体与椅面

接触的部位也能接收足够的风淋。

[0033] 所述椅面为圆形或椭圆形，椅面直径20‑30cm。

[0034]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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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一种应用所述带泡沫喷射功能的坐式风淋室的洁净室系统，包括高洁净等级区

域、低洁净等级区域和带泡沫喷射功能的坐式风淋室，所述坐式风淋室设置于所述高洁净

等级区域与所述低洁净等级区域之间。

[0036] 使用时，工作人员由低洁净度一侧电子门进入，工作人员坐在座椅4上，上身前倾，

两脚分踏于脚垫8上，两手抓住扶手5两端的压力传感器502，这样将工作人员的风淋姿势限

定在一个无风淋死角的坐姿，控制装置6收到扶手5和座椅4上的压力传感器发出的无线信

号后，启动送风装置2和吸风装置3，洁净度高的空气由出风口斜向下送出，同时喷出泡沫颗

粒206，直吹在工作人员身上，全方位无死角的拂去工作人员身上的灰尘、毛发等杂物，吹拂

下的杂物在风的裹挟下向下运动，进入吸风格栅301，经由过滤器302过滤，吸风装置3将过

滤后的洁净空气再送至送风装置2，形成一个循环的吹风系统。

[0037] 值得说明的是，在风淋过程中，送风装置和吸风装置启动后，位于泡沫盒底部的静

电发生器208工作使泡沫颗粒206带静电，泡沫颗粒206在进气管所形成负压的推动下从S形

管205有序流出，随洁净度高的空气沿送风管201运动，后由出风管203喷出，喷在工作人员

身上，对衣物起到物理拍打和静电吸附的作用，在既定风速下，迫使大部分顽固的灰尘和杂

物在物理拍打和静电吸附的作用下脱离衣物和人体表面，快速高效的完成风淋作业；由于

泡沫颗粒较206大，不会因为静电而吸附在人体上；泡沫颗粒206在由出风管喷出后，向下运

动被吸风装置3回收：泡沫颗粒在过滤器的半圆形格栅滤网304处被分离，掉落至下方的储

存盒303内。

[0038] 本发明所采用的高回弹聚氨酯泡沫颗粒，在风速低于5m/s时，直接吹打于人体面

部皮肤和衣物上时，无明显痛感，还能起到类似按摩的作用，增加了风淋过程中的趣味性，

有平复工作人员的情绪，消除焦躁情绪的作用；考虑到泡沫颗粒直接吹打于人体面部可能

引起的反感和不适，在送风管上端1个送风孔上设置滤网207，使泡沫颗粒206不由靠上的出

风管喷出，避免了泡沫颗粒直接吹打在人的面部，工作人员也可在风淋时可主动降低头部

位置，使头部也能接受吹打。

[0039] 储存盒303中回收的泡沫颗粒206经除静电、消毒清洗和烘干后可循环使用。

[0040] 尽管本发明的实施方案已公开如上，但其并不仅仅限于说明书和实施方式中所列

运用，它完全可以被适用于各种适合本发明的领域，对于熟悉本领域的人员而言，可容易地

实现另外的修改，因此在不背离权利要求及等同范围所限定的一般概念下，本发明并不限

于特定的细节和这里示出与描述的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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