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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空气新风净化器，包括

机箱，机箱内部设置有外进风腔、内出风腔、内进

风腔和外出风腔，上述四个风腔呈“田”字型布

置；所述外进风腔与内出风腔连通；所述内出风

腔上固定有过滤层；所述外进风腔上设置有外进

风口，内出风腔上设置有内出风口；所述内出风

口上固定有内抽风机；所述内进风腔与外出风腔

连通；所述内进风腔上设置有内进风口，外出风

腔上设置有外出风口；所述外出风口上固定有外

抽风机；所述四个风腔下端设置有净化腔，净化

腔上设置有入风口；所述净化腔通过通风口与外

进风腔连通；该实用新型将新风机和空气净化器

结合在一起，净化效率高，能耗低，可提高室内的

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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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空气新风净化器，其特征在于：包括机箱（1），机箱（1）内部设置有外进风腔

（11）、内出风腔（12）、内进风腔（13）和外出风腔（14），上述四个风腔呈“田”字型布置；所述

外进风腔（11）与内出风腔（12）连通；所述内出风腔（12）上固定有用于净化空气的过滤层

（4）；所述外进风腔（11）上设置有可开合的外进风口（110），位于过滤层（4）下风向的内出风

腔（12）上设置有内出风口（120）；所述内出风口（120）上固定有用于将室外空气引进室内的

内抽风机（121）；所述内进风腔（13）与外出风腔（14）连通；所述内进风腔（13）上设置有内进

风口（130），外出风腔（14）上设置有外出风口（140）；所述外出风口（140）上固定有用于将室

内空气排到室外的外抽风机（141）；所述四个风腔下端设置有净化腔（15），净化腔（15）上设

置有通入室内污浊空气的入风口（150）；所述净化腔（15）通过可开合的通风口（151）与外进

风腔（11）连通。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空气新风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净化腔（15）内设置有用

于净化室内空气的净化装置（3）；所述净化装置（3）包括喷淋头（30）、水管（31）和水泵（32）；

所述喷淋头（30）固定于净化腔（15）内部上端；所述水管（31）一端与喷淋头（30）连通，水管

（31）另一端深入净化腔（15）下端盛装水中，通过水泵（32）将水抽到喷淋头（30）上；所述净

化腔（15）下端分别设置有注水口（152）和排水口（153）。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空气新风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净化腔（15）内盛装的水

中放置有用于降解水中污染物的光触媒（33），净化腔（15）内固定有为光触媒（33）提供能量

的紫外灯（34）。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空气新风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净化腔（15）下端固定有

用于搅拌水和光触媒（33）的搅拌机（35）。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空气新风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机箱（1）内还设置有可

交叉式送风的全热交换器（2）；所述全热交换器（2）位于外进风腔（11）、内出风腔（12）、内进

风腔（13）和外出风腔（14）的交汇点；所述外进风腔（11）通过全热交换器（2）与内出风腔

（12）连通；所述内进风腔（13）通过全热交换器（2）与外出风腔（14）连通。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空气新风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层（4）包括沿出风

方向依次设置的HEPA高效滤网（40）、改性分子筛滤网（41）和暗触媒滤网（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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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空气新风净化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空气净化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空气新风净化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室内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室内装饰材料以及人

们活动产生的污染物容易导致室内空气污染，而空气污染将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严重的

甚至威胁到生命安全。

[0003] 为了改善室内空气质量，人们逐渐开始使用空气净化器或新风机产品。空气净化

器可以净化室内空气但不能将室外新鲜、宜人的空气引入室内；而新风机在室外气温极低

或极热时也不宜将室外空气引入室内，否则不仅消耗空调的能量，还会引起室内温度巨变

使人无法适应。全热交换器指一种含有全热交换芯体的新风、排风换气设备。全热交换器工

作时，室内排风和新风分别呈正交叉方式流经换热器芯体时，由于气流分隔板两侧气流存

在着温差和蒸汽分压差，两股气流通过分隔板时呈现传热传质现象，引起全热交换过程。在

实际使用中，人们很少在同一室内同时使用空气净化器和新风机，若同时使用空气净化器

和新风机将占据较大的室内空间。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所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空气新风净化器，

该空气新风净化器有效将新风机和空气净化器结合在一起，空气净化效率高，能源消耗低，

可有效提高室内的空气质量。

[0005]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空气新风净化器，包括机箱，机箱内部设置有外进风腔、内出风腔、内进风腔

和外出风腔，上述四个风腔呈“田”字型布置；所述外进风腔与内出风腔连通；所述内出风腔

上固定有用于净化空气的过滤层；所述外进风腔上设置有可开合的外进风口，位于过滤层

下风向的内出风腔上设置有内出风口；所述内出风口上固定有用于将室外空气引进室内的

内抽风机；所述内进风腔与外出风腔连通；所述内进风腔上设置有内进风口，外出风腔上设

置有外出风口；所述外出风口上固定有用于将室内空气排到室外的外抽风机；所述四个风

腔下端设置有净化腔，净化腔上设置有通入室内污浊空气的入风口；所述净化腔通过可开

合的通风口与外进风腔连通。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净化腔内设置有用于净化室内空气的净化装置；所述净化装置包

括喷淋头、水管和水泵；所述喷淋头固定于净化腔内部上端；所述水管一端与喷淋头连通，

水管另一端深入净化腔下端盛装水中，通过水泵将水抽到喷淋头上；所述净化腔下端分别

设置有注水口和排水口。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净化腔内盛装的水中放置有用于降解水中污染物的光触媒，净化

腔内固定有为光触媒提供能量的紫外灯。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净化腔下端固定有用于搅拌水和光触媒的搅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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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的，所述机箱内还设置有可交叉式送风的全热交换器；所述全热交换器位

于外进风腔、内出风腔、内进风腔和外出风腔的交汇点；所述外进风腔通过全热交换器与内

出风腔连通；所述内进风腔通过全热交换器与外出风腔连通。

[0011] 进一步的，所述过滤层包括沿出风方向依次设置的HEPA高效滤网、改性分子筛滤

网和暗触媒滤网。

[0012] 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3] 1、本实用新型一种空气新风净化器，当室内、外温差较小时，可将室外新鲜空气经

过滤后引进到室内，且可将室内污浊的空气排放到室外，能耗低，可有效改善室内的空气质

量。

[0014] 2、本实用新型一种空气新风净化器，当室内、外温差较大时，可将室内污浊的空气

净化后重新释放到室内，空气净化效果好。

[0015] 3、本实用新型一种空气新风净化器，过滤层既可以净化室外引入的空气，又可以

净化室内通入的空气，净化效果好，减少过滤层的经济投入。

[0016] 4、本实用新型一种空气新风净化器，室内污浊的空气进入净化腔后与喷淋头喷出

的水形成对流，可将室内的气体污染物溶于水，并通过水中的光触媒进行分解。

[0017] 5、本实用新型一种空气新风净化器，搅拌机可有效将光触媒与水充分混合，增大

光触媒与污染物的接触面积，提高净化装置的净化效果。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全热交换器交叉式送风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新风功能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空气净化功能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附图标记表示为：

[0023] 1、机箱；11、外进风腔；110、外进风口；12、内出风腔；120、内出风口；121、内抽风

机；13、内进风腔；130、内进风口；14、外出风腔；140、外出风口；141、外抽风机；15、净化腔；

150、入风口；151、通风口；152、注水口；153、排水口；2、全热交换器；3、净化装置；30、喷淋

头；31、水管；32、水泵；33、光触媒；34、紫外灯；35、搅拌机；4、过滤层；40、HEPA高效滤网；41、

改性分子筛滤网；42、暗触媒滤网。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来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的说明。

[0025] 参见图1至图4，一种空气新风净化器，包括机箱1，机箱1内部设置有外进风腔11、

内出风腔12、内进风腔13和外出风腔14，上述四个风腔呈“田”字型布置；所述外进风腔11与

内出风腔12连通；所述内出风腔12上固定有用于净化空气的过滤层4；所述外进风腔11上设

置有可开合的外进风口110，位于过滤层4下风向的内出风腔12上设置有内出风口120；所述

内出风口120上固定有用于将室外空气引进室内的内抽风机121；所述内进风腔13与外出风

腔14连通；所述内进风腔13上设置有内进风口130，外出风腔14上设置有外出风口140；所述

外出风口140上固定有用于将室内空气排到室外的外抽风机141；所述四个风腔下端设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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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腔15，净化腔15上设置有通入室内污浊空气的入风口150；所述净化腔15通过可开合的

通风口151与外进风腔11连通。

[0026] 如图1、图2和图4所示，所述净化腔15内设置有用于净化室内空气的净化装置3；所

述净化装置3包括喷淋头30、水管31和水泵32；所述喷淋头30固定于净化腔15内部上端；所

述水管31一端与喷淋头30连通，水管31另一端深入净化腔15下端盛装水中，通过水泵32将

水抽到喷淋头30上，以使室内的气体污染物溶于喷淋头30喷出的水中；所述净化腔15下端

分别设置有注水口152和排水口153。

[0027] 如图1、图2和图4所示，所述净化腔15内盛装的水中放置有用于降解水中污染物的

光触媒33，净化腔15内固定有为光触媒33提供能量的紫外灯34。

[0028] 如图1、图2和图4所示，所述净化腔15下端固定有用于搅拌水和光触媒33的搅拌机

35，以增大光触媒33与污染物的接触面积。

[0029] 如图1至图4所示，所述机箱1内还设置有可交叉式送风的全热交换器2；所述全热

交换器2位于外进风腔11、内出风腔12、内进风腔13和外出风腔14的交汇点；所述外进风腔

11通过全热交换器2与内出风腔12连通；所述内进风腔13通过全热交换器2与外出风腔14连

通；所述外进风腔11和内出风腔12不与内进风腔13和外出风腔14连通。

[0030] 如图1、图2和图4所示，所述过滤层4包括沿出风方向依次设置的HEPA高效滤网40、

改性分子筛滤网41和暗触媒滤网42。

[0031]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

[0032] 该实用新型一种空气新风净化器使用新风功能时，图3所示的曲线箭头为空气的

流通过程，关闭通风口151，打开外进风口110，在内抽风机121作用下，室外新鲜空气依次经

过外进风口110、外进风腔11、全热交换器2、内出风腔12、过滤层4和内出风口120进入室内；

在外抽风机141作用下，室内污浊空气依次经过内进风口130、内进风腔13、全热交换器2、外

出风腔14和外出风口140排到室外。

[0033] 一种空气新风净化器使用空气净化功能时，图4所示的曲线箭头为空气的流通过

程，关闭外进风口110，打开通风口151，在内抽风机121作用下，室内污浊空气依次经过入风

口150、净化腔15、通风口151、外进风腔11、全热交换器2、内出风腔12、过滤层4和内出风口

120进入室内；室内污浊空气进入净化腔15遇到喷淋头30喷出的水，空气中的污染物溶于水

中并落到净化腔15下方的水层，搅拌机35可使光触媒33与污染物充分接触，在紫外灯34的

作用下光触媒33分解污染物；室内空气经水初步净化后在内抽风机121作用下依次经过

HEPA高效滤网40、改性分子筛滤网41和暗触媒滤网42被进一步的净化，最终重新回到到室

内。

[0034]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

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

其他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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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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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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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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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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