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228382.2

(22)申请日 2016.04.1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73541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7.06

(73)专利权人 顾美红

地址 233400 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找郢乡

茆塘村二队131号

(72)发明人 顾美红　

(74)专利代理机构 合肥中博知信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34142

代理人 徐俊杰

(51)Int.Cl.

E03B 3/28(2006.01)

B01D 50/00(2006.01)

B01D 53/86(2006.01)

B01D 53/7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CN105174570 A,2015.12.23,

CN 104006451 A,2014.08.27,说明书第

[0028]-[0061]及附图1-2.

CN 201626887 U,2010.11.10,全文.

CN 204849897 U,2015.12.09,全文.

CN 203683271 U,2014.07.02,全文.

CN 105330043 A,2016.02.17,全文.

审查员 李小维

 

(54)发明名称

一种可远程操控的空气净化制水机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可远程操控的空气净化制

水机，设置无纺布做为第一层空气过滤滤网，隔

滤直径可小至0.3微米的微粒，第二层过滤网是

由针刺棉加HEPA组成的；第三层过滤网为活性炭

处理层，第四层过滤网为纳米Ag+涂层，第五层过

滤网光触媒滤网层，利用紫外线对制水装置进行

细菌的杀灭，利用一、二组过滤器对制水机制出

的水进行净化过滤，利用四通阀和辅助电加热进

行智能调节提高制水环境温度要求，利用无线设

备和视频探头(如wifi、以及4G网络)将制水机相

关数据、信息、周围情况(空气质量、相对湿度、温

度、PM2.5数值、制水量、耗电量、清洁时间、视频、

照片等)发送到用户的手机或其它设备等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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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远程操控的空气净化制水机，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过滤层、第二过滤层、第

三过滤层、第四过滤层、第五过滤层、蒸发器、冷凝器、压缩机、四通阀、集水盒、第一组过滤

器、下水箱、水泵、第二组过滤器、负离子过滤组件、杀菌消毒装置A、上水箱和冷热两个出水

口；

利用风扇作为风力流动的动力源，将空气净化制水机外部的空气经进风口吸入，空气

由外至内依次经过第一过滤层、第二过滤层、第三过滤层、第四过滤层、第五过滤层，到达蒸

发器和冷凝器，蒸发器和冷凝器分别与压缩机、四通阀连接构成控温系统，所述集水盒用于

收集蒸发器和冷凝器表面产生的冷凝水；

集水盒中的冷凝水经第一组过滤器流入到下水箱，再经由水泵、第二组过滤器、负离子

过滤组件，进入上水箱内，所述负离子过滤组件设置在上水箱内，所述下水箱、水泵、第二组

过滤器、负离子过滤组件之间通过管道连接；所述上水箱通过杀菌消毒装置A连接冷热两个

出水口，其中热出水口由连接在出水管路上的即时加热装置和热出水头组成，冷出水口即

为安装在出水管路上的冷出水头；

所述第一过滤层为无纺布，隔滤直径0.3微米，第一过滤层上端设置有出网腔，第一过

滤层下端设置有收网腔，出网腔内安装成卷的第一过滤层，收网腔内设置卷网电机，卷网电

机启动可将第一过滤层收卷入收网腔内；

上述空气净化制水机进行空气净化制水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一、利用风扇作为风力流动的动力源，接入电源后，空气净化制水机风扇开始运转，风

扇将空气净化制水机外部的空气经进风口吸入，吸入的空气先经过第一过滤层，进行初步

过滤空气中的灰尘粒子，当机器设定的时间到或检测到第一过滤层清洁度不符合要求时，

卷网电机自动启动，将不合格的第一过滤层卷入收网腔内，并同时将出网腔中的第一过滤

层带出并覆盖进风口，当出网腔里面的第一过滤层全部出完后，机器系统MCU将提示更换过

滤网的信息，并通过显示屏或wifi通信方式提示给用户进行更换提示；

二、当空气经过第一过滤层后直接进入第二过滤层，第二过滤层是由针刺棉加HEPA组

成的，其中针刺棉层除了可以吸附小灰尘颗粒外，还有效去除毛发，附着在滤网表面的灰尘

可以进行反复清洁；HEPA过滤网由一叠连续前后折叠的亚玻璃纤维膜构成，形成波浪状垫

片用来放置和支撑过滤介质；HEPA由非常细小的有机纤维交织而成，对微粒的捕捉能力较

强，孔径微小，吸附容量大，净化效率高，并具备吸水性，针对0 .3微米的粒子净化率为

99.97％；

三、当空气经过第二过滤层后，直接进入第三过滤层，第三过滤层为活性炭处理层，吸

附空气中甲醛、苯、二甲苯等挥发性气体，并且可以去除低浓度的异味；

四、当空气经过第三过滤层后，直接进入第四过滤层，第四过滤层为滤纸添加纳米Ag+

涂层有效除醛；

五、当空气经过第四过滤层后，直接进入第五层滤网，第五层滤网为光触媒滤网层，光

触媒即纳米级二氧化钛，在光照条件下产生降解作用，净化有害气体和杀菌消毒；

六、当空气经过第五层滤网处理后，空气到达蒸发器时，启动压缩机，并根据环境温度

利用四通阀的换向原理，当空气的温度高于设定温度时，蒸发器在压缩机和四通阀的换向

作用下，蒸发器中的冷剂吸收热量，蒸发器温度下降并低于空气的温度，这时空气中的水分

将冷凝至蒸发器表面，并流入到集水盒中；当空气的温度低于系统设定温度时，蒸发器在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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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机和四通阀的换向作用下，蒸发器中的冷剂释放热量，使蒸发器温度上升，并加热空气的

温度，再在压缩机和四通阀的作用下使冷凝器中的制冷剂吸热，使冷凝器温度下降并低于

空气的温度，这时空气中的水分将冷凝至冷凝器表面，并流入到集水盒中；

七、流入到集水盒中的冷凝水经第一组过滤器流入到下水箱，再经由水泵、第二组过滤

器送到上水箱，并经负离子过滤组件，进入上水箱内；

八、当用户需要使用饮水时，上水箱内的水经由另一个水泵、杀菌消毒装置A分别由冷、

热两个出水口根据用户需要出水，热出水口由即时加热装置和热出水头组成，可以将水温

加至所需要的温度，冷出水口由管路和冷出水头组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远程操控的空气净化制水机，其特征在于：吸入的空气、冷

凝器、蒸发器全部经紫外线杀菌灯进行杀菌处理。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远程操控的空气净化制水机，其特征在于：第一组过滤器是

由PVA高密度海绵加5微米PPF滤芯组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远程操控的空气净化制水机，其特征在于：第二组过滤器包

括五级滤芯、能量滤芯、杀菌消毒装置A组成，其中五级滤芯包括：第一级：5微米PPF、第二

级：颗粒活性炭；第三级：1微米PP；第四级：OR膜；第五级：后置抑菌活性炭。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远程操控的空气净化制水机，其特征在于：杀菌消毒装置A

是由高分子不锈钢管状杀菌器皿内置石英器皿和紫外线杀菌灯组成，对水中的细菌进行杀

灭和消毒作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远程操控的空气净化制水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过滤层

是由针刺棉加HEPA组成。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远程操控的空气净化制水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过滤层

为活性炭处理层。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远程操控的空气净化制水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四过滤层

为纳米Ag+涂层。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远程操控的空气净化制水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五过滤层

为光触媒滤网层。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远程操控的空气净化制水机，其特征在于：利用无线设备

和视频探头将制水机相关数据、信息、周围空气质量、相对湿度、温度、PM2.5数值、制水量、

耗电量、清洁时间、视频、照片发送到用户手机或电脑设备以及其它显示控制设备，以便用

户随时查看；所述制水机设置成固定式或移动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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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远程操控的空气净化制水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气、水净化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可远程操控的空气净化制水机。

背景技术

[0002] 在地球上，哪里有水，哪里就有生命。一切生命活动都起源于水。人体内的水分，大

约占到体重的65％。其中，脑髓含水75％，血液含水83％，肌肉含水76％，连坚硬的骨骼里也

含水22％呢！没有水，食物中的养料不能被吸收，废物不能排出体外，药物不能到达起作用

的部位。人体一旦缺水，后果是很严重的。缺水1％-2％，感到渴；缺水5％，口干舌燥，皮肤起

皱，意识不清，甚至幻视；缺水15％心跳急促、失忆，意识就快消失。缺水20％晕倒，像死一

样。往往甚于饥饿，没有食物，人只可以活3周，如果连水也没有，顶多能活3天。

[0003] 这么重要的水现在全世界面临水源短缺和水源的严重污染，一类是自然污染；另

一类是人为污染。当前对水体危害较大的是人为污染。水污染可根据污染杂质的不同而主

要分为化学性污染、物理性污染和生物性污染三大类。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远程操控的空气净化制水机，以解决上述技术问

题。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6] 一种可远程操控的空气净化制水机，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过滤层、第二过滤层、

第三过滤层、第四过滤层、第五过滤层、蒸发器、冷凝器、压缩机、四通阀、集水盒、第一组过

滤器、下水箱、水泵、第二组过滤器、上水箱、负离子过滤组件、杀菌消毒装置A、上水箱和冷

热两个出水口；

[0007] 利用风扇作为风力流动的动力源，将空气净化制水机外部的空气经进风口吸入，

空气由外至内依次经过第一过滤层、第二过滤层、第三过滤层、第四过滤层、第五过滤层，到

达蒸发器和冷凝器，蒸发器和冷凝器分别与压缩机、四通阀连接构成控温系统，所述集水盒

用于收集蒸发器和冷凝器表面产生的冷凝水；

[0008] 集水盒中的冷凝水经第一组过滤器流入到下水箱，再经由水泵、第二组过滤器、负

离子过滤组件，进入上水箱内，所述负离子过滤组件设置在上水箱内，所述下水箱、水泵、第

二组过滤器、负离子过滤组件之间通过管道连接；所述上水箱通过杀菌消毒装置A连接冷热

两个出水口，其中热出水口由连接在出水管路上的即时加热装置和热出水头组成，冷出水

口即为安装在出水管路上的冷出水头。

[0009] 作为优选，吸入的空气、冷凝器、蒸发器全部经紫外线杀菌灯进行杀菌处理。

[0010] 作为优选，所述第一过滤层为无纺布，隔滤直径0.3微米，第一过滤层上端设置有

出网腔，第一过滤层下端设置有收网腔，出网腔内安装成卷的第一过滤层，收网腔内设置卷

网电机，卷网电机启动可将第一过滤层收卷入收网腔内。

[0011] 作为优选，第一组过滤器是由PVA高密度海绵加5微米PPF滤芯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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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作为优选，第二组过滤器包括五级滤芯、能量滤芯(能释放出对人体有益的钾、钠、

钙、镁、磷等常量元素和锌、铁、硒、铜、锶、碘、氟、偏硅酸等微量元素)、杀菌消毒装置A组成，

其中五级滤芯包括：第一级：5微米PPF、第二级：颗粒活性炭；第三级：1微米PP；第四级：OR

膜；第五级：后置抑菌活性炭。

[0013] 作为优选，杀菌消毒装置A是由高分子不锈钢管状杀菌器皿内置石英器皿和紫外

线杀菌灯组成，对水中的细菌进行杀灭和消毒作用。

[0014] 作为优选，所述第二过滤层是由针刺棉加HEPA组成；HEPA是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高效率空气微粒滤芯)的缩写，HEPA过滤网由一叠连续前后折叠

的亚玻璃纤维膜构成，形成波浪状垫片用来放置和支撑过滤界质。HEPA它是一种国际公认

最好的高效滤材，HEPA由非常细小的有机纤维交织而成，对微粒的捕捉能力较强，孔径微

小，吸附容量大，净化效率高，并具备吸水性，针对0.3微米的粒子净化率为99.97％。

[0015] 作为优选，所述第三过滤层为活性炭处理层。

[0016] 作为优选，所述第四过滤层为纳米Ag+涂层。

[0017] 作为优选，所述第五过滤层为光触媒滤网层。

[0018] 所述能量滤芯以及第一组过滤器中的5微米PPF滤芯，可根据CPU提供的提示，由用

户定时更换。

[0019] 所述利用无线设备和视频探头将制水机相关数据、信息、周围空气质量、相对湿

度、温度、PM2.5数值、制水量、耗电量、清洁时间、视频、照片发送到用户手机或电脑设备以

及其它显示控制设备，以便用户随时查看。

[0020] 作为优选，设置成固定式、移动式、车载式、便携式或嵌入式。

[0021] 一种上述空气净化制水机进行空气净化制水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0022] 一、利用风扇作为风力流动的动力源，接入电源后，空气净化制水机风扇开始运

转，风扇将空气净化制水机外部的空气经进风口吸入，吸入的空气先经过第一过滤层，进行

初步过滤空气中的灰尘粒子，当机器设定的时间到或检测到第一过滤层清洁度不符合要求

时，卷网电机自动启动，将不合格的第一过滤层卷入收网腔内，并同时将出网腔中的第一过

滤层带出并覆盖进风口，当出网腔里面的第一过滤层全部出完后，机器系统MCU将提示更换

过滤网的信息，并通过显示屏或wifi通信方式提示给用户进行更换提示；

[0023] 二、当空气经过第一过滤层后直接进入第二过滤层，第二过滤层是由针刺棉加

HEPA组成的，其中针刺棉层除了可以吸附小灰尘颗粒外，还有效去除毛发，附着在滤网表面

的灰尘可以进行反复清洁；HEPA过滤网由一叠连续前后折叠的亚玻璃纤维膜构成，形成波

浪状垫片用来放置和支撑过滤界质；HEPA由非常细小的有机纤维交织而成，对微粒的捕捉

能力较强，孔径微小，吸附容量大，净化效率高，并具备吸水性，针对0.3微米的粒子净化率

为99.97％；

[0024] 三、当空气经过第二过滤层后，直接进入第三过滤层，第三过滤层为活性炭处理

层，吸附空气中甲醛、苯、二甲苯等挥发性气体，并且可以去除低浓度的异味；

[0025] 四、当空气经过第三过滤层后，直接进入第四过滤层，第四过滤层为滤纸添加纳米

Ag+涂层有效除醛；

[0026] 五、当空气经过第四过滤层后，直接进入第五过滤层，第五过滤层为光触媒滤网

层，光触媒即纳米级二氧化钛，在光照条件下产生降解作用，净化有害气体和杀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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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六、当空气经过第五过滤层处理后，空气到达蒸发器时，启动压缩机，并根据环境

温度利用四通阀的换向原理，当空气的温度高于设定温度时，蒸发器在压缩机和四通阀的

换向作用下，蒸发器中的冷剂吸收热量，蒸发器温度下降并低于空气的温度，这时空气中的

水分将冷凝至蒸发器表面，并流入到集水盒中；当空气的温度低于系统设定温度时时，蒸发

器在压缩机和四通阀的换向作用下，蒸发器中的冷剂释放热量，使蒸发器温度上升，并加热

空气的温度，再在压缩机和四通阀的作用下使冷凝器中的制冷剂吸热，使冷凝器温度下降

并低于空气的温度，这时空气中的水分将冷凝至冷凝器表面，并流入到集水盒中；

[0028] 七、流入到集水盒中的冷凝水经第一组过滤器流入到下水箱，再经由水泵、第二组

过滤器送到上水箱，并经负离子过滤组件，进入上水箱内；

[0029] 八、当用户需要使用饮水时，上水箱内的水经由另一个水泵、杀菌消毒装置A分别

由冷、热两个出水口根据用户需要出水，热出水口由即时加热装置和热出水头组成，可以将

水温加至所需要的温度，冷出水口由管路和冷出水头组成。

[0030] 与已有的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体现在：

[0031] 1、本发明空气净化制水机结构形式采用滚筒式收集空气灰尘颗粒的方式，从而减

少了灰尘堆积较厚导致空气净化的效果不良问题。

[0032] 2、本发明空气净化制水机的原理是利用四通阀在广范围的环境温度下(负10℃到

55℃)进行空气冷凝的原理。

[0033] 3、本发明空气净化制水机利用负离子技术使水中含有高负氧分子，自然界的液态

水以分子团簇的形式存在，水分子间由于氢键的作用，不是以单个H2O存在的，而是彼此可

以结合为水分子团。水分子的O-H键间的角约为104.5°。水分子团变化时则氢键发生角度和

长度的变化导致水的物理化学性质发生了系列变化。小分子团水是氢键角小于104.5°，标

准水分子氢键角小于104.5°，大分子团水则氢键角度大于104.5。而自然界最小的水分子团

由6个水分子缔合而成，俗称六角水或六环水。小分子团水，呈六角形晶体结构故俗称六角

水。自然界中的最典型的是冰川水等。自来水一般是由13个水分子缔合而成的水分子团；纯

净水是由30-40个水分子缔合而成的水分子团；乡间的死潭水，是由200-300个甚至更多水

分子缔合而成的水分子团。习惯上我们把小于10个水分子缔合而成的水分子团称为小分子

团，把大于10个水分子缔合而成的水分子团称为大分子团，负离子水就属于小分子团水。这

样的水因为含有H原子多，水质呈现弱碱性，具有抗氧化(还原)作用，H原子会促进细胞的活

性，保持还原力，有利于人体健康。

[0034] 4、本发明空气净化制水机，生产工艺采用无尘车间生产，且相应的配件(压缩机、

蒸发器、冷凝器、管路、螺丝等)，采用高温蒸汽、紫外线灭尘、杀菌处理经超声波清洗残渣后

再经高温干燥处理，确保与水接触的各个配件无毒、无尘、无菌从而保证水质优良。

[0035] 5、本发明空气净化制水机，利用无线设备和视频探头(如wifi、以及4G网络)将制

水机相关数据、信息、周围情况(空气质量、相对湿度、温度、PM2.5数值、制水量、耗电量、清

洁时间、视频、照片等)发送到用户手机、电脑等设备上，以便用户随时方便查看各种信息。

[0036] 6、本发明型空气净化制水机，对于使用者无操作技能上的要求，尤其方便残疾人

使用。

[0037] 7、本发明安装后的维修和更换简单方便，作为家庭主妇可以自行拆卸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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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8]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39] 图中附图标记：1.第一过滤层；2.第二过滤层；3.第三过滤层；4.第四过滤层；5.第

五过滤层；6.蒸发器；7.冷凝器；8.紫外线杀菌灯；9.卷网电机；10.四通阀；11.压缩机；12.

第一组过滤器；13.下水箱；14.第一水泵；15.第二组过滤器；16.风扇电机；17.负离子过滤

组件；18.上水箱；19.第二水泵；20.杀菌消毒装置A；21.即热板；22.热出水头；23.冷出水

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实施例和附图，进一步阐述本发明，但下述实施例仅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并非

全部。基于实施方式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

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41] 下面结合附图描述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

[0042] 参见图1，

[0043] 一、本实施例空气净化制水机，是利用风扇电机16作为风力流动的能源，当接入电

源后；空气净化制水机风扇开始运转，将机器外部空气(以下简称空气KQ)经进风口吸入时

先经过第一过滤层1，进行初步过滤空气中的灰尘粒子，当设备设定的时间到或检测到第一

过滤层1清洁度不符合要求时，卷网电机9自动启动，将不合格的第一过滤层1卷入收网腔

内，并同时将出网腔中的第一过滤层1带出并覆盖进风口，当第一过滤层1中出网腔里面的

过滤网全部出完后系统MCU将提示更换过滤网的信息，并通过显示屏或wifi等通信方式提

示给用户进行更换提示；

[0044] 二、当空气KQ经过第一过滤层1后直接进入第二过滤层2，第二过滤层是由针刺棉

加HEPA组成的，其中针刺棉层除了可以吸附小灰尘颗粒外，还有效去除毛发，附着在滤网表

面的灰尘可以进行反复清洁；HEPA是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高效率

空气微粒滤芯)的缩写，HEPA过滤网由一叠连续前后折叠的亚玻璃纤维膜构成，形成波浪状

垫片用来放置和支撑过滤界质。HEPA它是一种国际公认最好的高效滤材，HEPA由非常细小

的有机纤维交织而成，对微粒的捕捉能力较强，孔径微小，吸附容量大，净化效率高，并具备

吸水性，针对0.3微米的粒子净化率为99.97％；

[0045] 三、当空气KQ经过第二过滤层2后直接进入第三过滤层3，第三过滤层3为活性炭处

理层，吸附空气中甲醛、苯、二甲苯等挥发性气体，并且可以去除低浓度的异味；

[0046] 四、当空气KQ经过第三过滤层3后，直接进入第四过滤层4，第四过滤层4为滤纸添

加纳米Ag+涂层有效除醛；

[0047] 五、当空气KQ经过第四过滤层4后，直接进入第五过滤层5，第五过滤层5为光触媒

滤网层，光触媒即纳米级二氧化钛等据光催化效应的半导体材料，在光照条件下产生降解

作用，净化有害气体和杀菌消毒；

[0048] 六、当空气KQ经过第五过滤层5光触媒、紫外线杀菌灯8处理后，空气KQ进入到蒸发

器6时，系统MCU启动压缩机11并会根据环境温度利用四通阀10的换向原理，当空气KQ的温

度高于系统设定温度时(例如大于20℃)时，蒸发器6在压缩机11和四通阀10的换向作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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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器6中的冷剂吸收热量，蒸发器6温度下降并低于空气KQ的温度，这时空气KQ中的水分

将冷凝至蒸发器6表面，并流入到集水盒中；当空气KQ的温度低于系统设定温度时(例如小

于14℃)时，蒸发器6在压缩机11和四通阀10的作用下，蒸发器6中的冷剂释放热量，使蒸发

器6温度上升，并加热空气KQ的温度，再在压缩机11和四通阀10的作用下使冷凝器7中的制

冷剂吸热，使冷凝器7温度下降并低于空气KQ的温度，这时空气KQ中的水分将冷凝至冷凝器

7表面，并流入到集水盒中；在此期间空气KQ、冷凝器7、蒸发器6全部经紫外线杀菌灯8进行

杀菌处理。

[0049] 七、流入到集水盒中的冷凝水经第一组过滤器12流入到下水箱13，经由第一水泵

14，第二组过滤器15送到上水箱18，并经负离子过滤组件17，进入上水箱18内；

[0050] 八、当用户需要使用饮水时，上水箱18内的水经由第二水泵19、杀菌消毒装置A  20

分别有冷热两个出水口，热出水口由即热板21和热出水头22组成，可以将水温加至所需要

的温度，冷出水口由管路和冷出水头23组成。

[0051]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仅为本发明

的优选例，并不用来限制本发明，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

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

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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