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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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064663.9

(22)申请日 2019.11.04

(71)申请人 江苏时若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10000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文景

路61号创芯汇2栋913室

(72)发明人 吴伟　伞文杰　汤自国　

(51)Int.Cl.

F24F 1/0007(2019.01)

F24F 1/0018(2019.01)

F24F 1/005(2019.01)

F24F 1/0063(2019.01)

F24F 1/0073(2019.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柜机新风净化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柜机新风净化机，应用在

新风机领域，其技术方案要点是：包括新风机主

体，新风机主体上铰接有防护门，新风机主体的

背面和正面分别开设有进气口与出气口，新风机

主体的底壁上设有过滤芯，过滤芯的顶侧设有全

热交换芯，全热交换芯的一侧设有排风马达，排

风马达的顶侧设有新风马达，新风机主体内设有

对新风机主体内部起到散热效果的散热机构；散

热机构；具有的技术效果是：水冷管将新风机主

体内的热量通过热交换原理散热，从而更好的降

低新风机主体内的温度，使得新风机的工作效果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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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柜机新风净化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新风机主体(1)，所述新风机主体(1)上铰接

有防护门(2)，所述新风机主体(1)的背面和正面分别开设有进气口与出气口，所述新风机

主体(1)的底壁上设有过滤芯(3)，所述过滤芯(3)的顶侧设有全热交换芯(4)，所述全热交

换芯(4)的一侧设有排风马达(5)，所述排风马达(5)的顶侧设有新风马达(6)，所述新风机

主体(1)内设有对新风机主体(1)内部起到散热效果的散热机构(7)；

散热机构(7)：包括过滤网(71)、抽风机(72)、抽风管(73)、水冷管(74)、散热风扇(75)、

储水箱(76)与第一抽水机(77)，所述过滤网(71)安装在新风机主体(1)上，所述散热风扇

(75)安装在新风机主体(1)位于过滤网(71)的外侧，所述抽风机(72)安装在新风机主体(1)

上，所述抽风管(73)的一端套设在抽风机(72)的开口端，另一端延伸入新风机主体(1)内，

所述储水箱(76)安装在新风机主体(1)的顶端，所述第一抽水机(77)通过水管与储水箱

(76)相连通，所述水冷管(74)的进水端连接在第一抽水机(77)远离储水箱(76)的一侧，所

述水冷管(74)沿新风机主体(1)内壁的周缘铺设。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柜机新风净化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散热风扇(75)的外侧

罩设有防护罩(8)，所述防护罩(8)呈网状结构，所述防护罩(8)采用不锈钢材料。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柜机新风净化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冷管(74)的出水端

连通在新风机主体(1)的顶侧，所述水冷管(74)的出水端放置有温度计(9)，所述水冷管

(74)的出水端连通有第二抽水机(10)，所述第二抽水机(10)远离抽水管的一端连通有余热

回收箱(1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柜机新风净化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新风机主体(1)外侧

的底端设有若干组套管(12)，若干组所述套管(12)内沿宽度方向的内壁均设有减振弹簧

(13)，若干组所述减振弹簧(13)远离套管(12)的一端共同设有减振板(14)。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柜机新风净化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新风机主体(1)的侧

壁沿长度方向开设有竖槽(15)，所述竖槽(15)内侧转动连接有转轴(16)，所述转轴(16)上

转动连接有折叠网(17)，所述折叠网(17)通过连接机构(18)与防护门(2)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柜机新风净化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机构(18)包括挂

钩(181)、铰链(182)与套环(183)，若干组所述铰链(182)均连接在折叠网(17)上，若干组所

述挂钩(181)连接在铰链(182)远离折叠网(17)的一端，与所述挂钩(181)相配合的若干组

套环(183)均固设在防护门(2)的侧壁。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柜机新风净化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新风机主体(1)位于

挂钩(181)的同侧开设有若干组与挂钩(181)相配合的放置槽(19)，若干组所述放置槽(19)

内均连接有橡胶块(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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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柜机新风净化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新风机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柜机新风净化机。

背景技术

[0002] 新风机是一种有效的空气净化设备，能够使室内空气产生循环，一方面把室内污

浊的空气排出室外，另一方面把室外新鲜的空气经过杀菌，消毒、过滤等措施后，再输入到

室内，让房间里每时每刻都是新鲜干净的空气。

[0003] 中国专利公开号为CN207865635U的专利公开了一种双向吊顶式新风机，包括新风

机体，新风机体下表壁设置的磁性面板上固定安装有电磁铁，且新风机体与磁性面板之间

通过电磁铁磁性吸附连接，新风机体内部设置的新风进气管的一端固定在新风机体的内侧

壁上，新风进气管的另一端贯穿热交换器与新风排气管之间密封连接，新风排气管远离新

风进气管的一端固定安装在新风机体的内侧壁上，热交换器固定安装在新风机体的内部。

该新风机在使用过程中，通常会散发大量的热，然而风机上的热量通常通过过滤网和表面

的散热孔进行散热，从而导致散热效果低，影响新风机的使用效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柜机新风净化机，其优点是：通过在新风机主体内设置

散热机构，使得新风机主体内散热效果更好，从而新风机的使用效果更好。

[0005]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柜机新风净化机，

包括新风机主体，所述新风机主体上铰接有防护门，所述新风机主体的背面和正面分别开

设有进气口与出气口，所述新风机主体的底壁上设有过滤芯，所述过滤芯的顶侧设有全热

交换芯，所述全热交换芯的一侧设有排风马达，所述排风马达的顶侧设有新风马达，所述新

风机主体内设有对新风机主体内部起到散热效果的散热机构；散热机构：包括过滤网、抽风

机、抽风管、水冷管、散热风扇、储水箱与第一抽水机，所述过滤网安装在新风机主体上，所

述散热风扇安装在新风机主体位于过滤网的外侧，所述抽风机安装在新风机主体上，所述

抽风管的一端套设在抽风机的开口端，另一端延伸入新风机主体内，所述储水箱安装在新

风机主体的顶端，所述第一抽水机通过水管与储水箱相连通，所述水冷管的进水端连接在

第一抽水机远离储水箱的一侧，所述水冷管沿新风机主体内壁的周缘铺设。

[0006]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新风机在使用过程中时，新风马达和排风马达工作时会产生

大量的热量，操作人员驱动散热风扇转动，散热风扇朝向新风机主体内吹风，从而对新风机

主体内起到散热效果，过滤网减少外界的灰尘进入新风机主体内影响新风机工作的可能，

此时，操作人员驱动抽风机转动，抽风机通过抽风管将新风机主体内的热量抽到外界，进一

步降低新风机主体内的热量，然后，操作人员驱动第一抽水机将储水箱内的水抽到水冷管

里面，水冷管将新风机主体内的热量通过热交换原理散热，从而更好的降低新风机主体内

的温度，使得新风机的工作效果更好。

[0007]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散热风扇的外侧罩设有防护罩，所述防护罩呈网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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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所述防护罩采用不锈钢材料。

[0008]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防护罩对散热风扇起到保护作用，减少操作人员不小心接触

到散热风扇带来自身受到伤害的可能，保护罩网状结构使得散热效果更好，不锈钢材料提

高防护罩自身的强度，延长防护罩的使用寿命。

[000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水冷管的出水端连通在新风机主体的顶侧，所述水冷

管的出水端放置有温度计，所述水冷管的出水端连通有第二抽水机，所述第二抽水机远离

抽水管的一端连通有余热回收箱。

[0010]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操作人员通过观察温度计来观察水冷管内的温度，当温度过

高时，操作人员驱动第二抽水机转动，第二抽水机将水冷管的热水抽到余热回收箱内，然后

操作人员再驱动第一抽水机对水冷管进行换水，使得水冷管的散热效果更好，且余热回收

箱起到收集余热效果，起到节省能源作用。

[0011]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新风机主体外侧的底端设有若干组套管，若干组所述

套管内沿宽度方向的内壁均设有减振弹簧，若干组所述减振弹簧远离套管的一端共同设有

减振板。

[0012]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当新风机不小心掉落时，新风机主体底端的减振弹簧与减振

板共同配合，对新风机起到减振作用，减少新风机主体掉落时与地面碰撞带来损坏的可能，

套环使得减振弹簧沿竖直方向运动，减少减振弹簧错位带来减振效果不好的可能。

[0013]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新风机主体的侧壁沿长度方向开设有竖槽，所述竖槽

内侧转动连接有转轴，所述转轴上转动连接有折叠网，所述折叠网通过连接机构与防护门

连接。

[0014]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操作人员打开防护门时，折叠网在防护门的牵扯下，使得折叠

网直接拉扯开挡住新风机主体内的装置，减少防护门打开的瞬间，新风机主体内的灰尘直

接扑进操作人员眼内的可能，从而起到保护操作人员的作用。

[0015]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连接机构包括挂钩、铰链与套环，若干组所述铰链均连

接在折叠网上，若干组所述挂钩连接在铰链远离折叠网的一端，与所述挂钩相配合的若干

组套环均固设在防护门的侧壁。

[0016]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需要将折叠网安装在防护门上时，将折叠网上的挂钩挂接在

防护门的套环上，使得防护门与折叠网之间快速安装，铰链使得防护门打开的角度不影响

挂钩与套环之间的连接，当操作人员打开防护门需要观察新风机主体内部的情况时，将挂

钩从套环上取下，折叠网在转轴自身的转动下将折叠网收回去，整个安装拆卸过程方便快

捷。

[0017]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新风机主体位于挂钩的同侧开设有若干组与挂钩相配

合的放置槽，若干组所述放置槽内均连接有橡胶块。

[0018]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当操作人员将挂钩从套环内取下时，挂钩在折叠网收缩下收

回放置槽内，放置槽内的橡胶块减少挂钩与新风机本体碰撞带来新风机主体损坏的可能。

[0019]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0] 1、新风机在使用过程中时，新风马达和排风马达工作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操作

人员驱动散热风扇转动，散热风扇朝向新风机主体内吹风，从而对新风机主体内起到散热

效果，过滤网减少外界的灰尘进入新风机主体内影响新风机工作的可能，此时，操作人员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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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抽风机转动，抽风机通过抽风管将新风机主体内的热量抽到外界，进一步降低新风机主

体内的热量，然后，操作人员驱动第一抽水机将储水箱内的水抽到水冷管里面，水冷管将新

风机主体内的热量通过热交换原理散热，从而更好的降低新风机主体内的温度，使得新风

机的工作效果更好；

[0021] 2、操作人员通过观察温度计来观察水冷管内的温度，当温度过高时，操作人员驱

动第二抽水机转动，第二抽水机将水冷管的热水抽到余热回收箱内，然后操作人员再驱动

第一抽水机对水冷管进行换水，使得水冷管的散热效果更好，且余热回收箱起到收集余热

效果，起到节省能源作用。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是本实施例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是图2中A部放大图。

[0025] 附图标记：1、新风机主体；2、防护门；3、过滤芯；4、全热交换芯；5、排风马达；6、新

风马达；7、散热机构；71、过滤网；72、抽风机；73、抽风管；74、水冷管；75、散热风扇；76、储水

箱；77、第一抽水机；8、防护罩；9、温度计；10、第二抽水机；11、余热回收箱；12、套管；13、减

振弹簧；14、减振板；15、竖槽；16、转轴；17、折叠网；18、连接机构；181、挂钩；182、铰链；183、

套环；19、放置槽；20、橡胶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7] 实施例：一种柜机新风净化机，如图2和图3，包括新风机主体1(如图1)，新风机主

体1上铰接有防护门2，新风机主体1的背面和正面分别开设有进气口与出气口，新风机主体

1的底壁上设有过滤芯3，过滤芯3的顶侧设有全热交换芯4，全热交换芯4的一侧设有排风马

达5，排风马达5的顶侧设有新风马达6，新风机主体1内设有对新风机主体1内部起到散热效

果的散热机构7；散热机构7：包括过滤网71、抽风机72、抽风管73、水冷管74、散热风扇75、储

水箱76与第一抽水机77，过滤网71安装在新风机主体1上，散热风扇75安装在新风机主体1

位于过滤网71的外侧，散热风扇75的外侧罩设有防护罩8，防护罩8呈网状结构，防护罩8采

用不锈钢材料，防护罩8对散热风扇75起到保护作用，减少操作人员不小心接触到散热风扇

75带来自身受到伤害的可能，保护罩网状结构使得散热效果更好，不锈钢材料提高防护罩8

自身的强度，延长防护罩8的使用寿命，抽风机72安装在新风机主体1上，抽风管73的一端套

设在抽风机72的开口端，另一端延伸入新风机主体1内，储水箱76安装在新风机主体1的顶

端，第一抽水机77通过水管与储水箱76相连通，水冷管74的进水端连接在第一抽水机77远

离储水箱76的一侧，水冷管74沿新风机主体1内壁的周缘铺设，新风机在使用过程中时，新

风马达6和排风马达5工作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操作人员驱动散热风扇75转动，散热风扇

75朝向新风机主体1内吹风，从而对新风机主体1内起到散热效果，过滤网71减少外界的灰

尘进入新风机主体1内影响新风机工作的可能，此时，操作人员驱动抽风机72转动，抽风机

72通过抽风管73将新风机主体1内的热量抽到外界，进一步降低新风机主体1内的热量，然

后，操作人员驱动第一抽水机77将储水箱76内的水抽到水冷管74里面，水冷管74将新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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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1内的热量通过热交换原理散热，从而更好的降低新风机主体1内的温度，使得新风机

的工作效果更好。

[0028] 如图2和图3，水冷管74的出水端连通在新风机主体1的顶侧，水冷管74的出水端放

置有温度计9，水冷管74的出水端连通有第二抽水机10，第二抽水机10远离抽水管的一端连

通有余热回收箱11，操作人员通过观察温度计9来观察水冷管74内的温度，当温度过高时，

操作人员驱动第二抽水机10转动，第二抽水机10将水冷管74的热水抽到余热回收箱11内，

然后操作人员再驱动第一抽水机77对水冷管74进行换水，使得水冷管74的散热效果更好，

且余热回收箱11起到收集余热效果，起到节省能源作用。

[0029] 如图2和图3，新风机主体1外侧的底端设有若干组套管12，若干组套管12内沿宽度

方向的内壁均设有减振弹簧13，若干组减振弹簧13远离套管12的一端共同设有减振板14，

当新风机不小心掉落时，新风机主体1底端的减振弹簧13与减振板14共同配合，对新风机起

到减振作用，减少新风机主体1掉落时与地面碰撞带来损坏的可能，套环183使得减振弹簧

13沿竖直方向运动，减少减振弹簧13错位带来减振效果不好的可能。

[0030] 如图2和图3，新风机主体1的侧壁沿长度方向开设有竖槽15，竖槽15内侧转动连接

有转轴16，转轴16上转动连接有折叠网17，折叠网17通过连接机构18与防护门2连接，操作

人员打开防护门2时，折叠网17在防护门2的牵扯下，使得折叠网17直接拉扯开挡住新风机

主体1内的装置，减少防护门2打开的瞬间，新风机主体1内的灰尘直接扑进操作人员眼内的

可能，从而起到保护操作人员的作用，连接机构18包括挂钩181、铰链182与套环183，若干组

铰链182均连接在折叠网17上，若干组挂钩181连接在铰链182远离折叠网17的一端，与挂钩

181相配合的若干组套环183均固设在防护门2的侧壁，需要将折叠网17安装在防护门2上

时，将折叠网17上的挂钩181挂接在防护门2的套环183上，使得防护门2与折叠网17之间快

速安装，铰链182使得防护门2打开的角度不影响挂钩181与套环183之间的连接，当操作人

员打开防护门2需要观察新风机主体1内部的情况时，将挂钩181从套环183上取下，折叠网

17在转轴16自身的转动下将折叠网17收回去，整个安装拆卸过程方便快捷。

[0031] 如图2和图3，新风机主体1位于挂钩181的同侧开设有若干组与挂钩181相配合的

放置槽19，若干组放置槽19内均连接有橡胶块20，当操作人员将挂钩181从套环183内取下

时，挂钩181在折叠网17收缩下收回放置槽19内，放置槽19内的橡胶块20减少挂钩181与新

风机本体碰撞带来新风机主体1损坏的可能。

[0032] 操作步骤：新风机在使用过程中时，新风马达6和排风马达5工作时会产生大量的

热量，操作人员驱动散热风扇75转动，散热风扇75朝向新风机主体1内吹风，从而对新风机

主体1内起到散热效果，过滤网71减少外界的灰尘进入新风机主体1内影响新风机工作的可

能，此时，操作人员驱动抽风机72转动，抽风机72通过抽风管73将新风机主体1内的热量抽

到外界，进一步降低新风机主体1内的热量，然后，操作人员驱动第一抽水机77将储水箱76

内的水抽到水冷管74里面，水冷管74将新风机主体1内的热量通过热交换原理散热，从而更

好的降低新风机主体1内的温度，使得新风机的工作效果更好。

[0033]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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