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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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677771.X

(22)申请日 2020.07.15

(71)申请人 广州德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 510000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村大

道2号1栋503房

(72)发明人 吴海霞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东省畅欣知识产权代理事

务所(普通合伙) 44631

代理人 耿佳

(51)Int.Cl.

F24F 3/16(2006.01)

F24F 13/28(2006.01)

B01D 46/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灭菌空气净化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灭菌空气净化器，其结构

包括主体、显示屏、出风口、控制面板，主体的前

端正中间设有显示屏，出风口设置在显示屏的上

端，控制面板安装在主体的顶部，主体包括蓄水

槽、进风口、活性炭滤板、小型水泵、微型颗粒滤

网、紫外线杀菌灯，活性炭滤板包括滤板、凸块、

循环水管，滤板包括上顶块、洒水孔、下顶块、储

水槽、清洗装置，储水槽包括槽体、安装槽、限流

块、通孔，本发明利用小型水泵将水抽到上顶块

中，在通过洒水孔落下，对清洗装置进行冲击，使

得清洗装置旋转，对滤板进行刷洗，在通过倾斜

15度的凸块将掉落的粉尘与水流导向滤板的中

间可以放置溅水的情况，从而能够将附在滤板上

的细菌进行清理，避免滤板出现发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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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灭菌空气净化器，其结构包括主体（1）、显示屏（2）、出风口（3）、控制面板（4），所

述主体（1）的前端正中间设有显示屏（2），所述出风口（3）设置在显示屏（2）的上端，所述控

制面板（4）安装在主体（1）的顶部，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体（1）包括蓄水槽（11）、进风口（12）、活性炭滤板（13）、小型水泵（14）、微型颗粒

滤网（15）、紫外线杀菌灯（16），所述蓄水槽（11）设置在主体（1）的底部，所述进风口（12）安

装在主体（1）的后端底部，所述活性炭滤板（13）嵌固在进风口（12）的内端，所述小型水泵

（14）安装在蓄水槽（11）的上端，且与蓄水槽（11）还有活性炭滤板（13）相连通，所述微型颗

粒滤网（15）嵌固在活性炭滤板（13）的上端，所述紫外线杀菌灯（16）设置在微型颗粒滤网

（15）的上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灭菌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活性炭滤板（13）包括

滤板（131）、凸块（132）、循环水管（133），所述滤板（131）中设有十个以上的凸块（132），所述

凸块（132）为条形状，且分为两排垂直排列在滤板（131）的两侧，所述循环水管（133）垂直安

装在滤板（131）的侧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灭菌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滤板（131）包括上顶

块（a1）、洒水孔（a2）、下顶块（a3）、储水槽（a4）、清洗装置（a5），所述上顶块（a1）嵌固在滤板

（131）的顶部，且上顶块（a1）的内部为剖空状，所述洒水孔（a2）设有五个以上，且横向排列

在上顶块（a1）的底部，所述下顶块（a3）安装在滤板（131）的底部，所述储水槽（a4）设置在下

顶块（a3）的顶部正中间，所述清洗装置（a5）安装在滤板（131）的侧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灭菌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水槽（a4）包括槽体

（a41）、安装槽（a42）、限流块（a43）、通孔（a44），所述槽体（a41）的顶端两侧设有安装槽

（a42），所述限流块（a43）设有十个以上，且环绕于安装槽（a42）的底部进行排列，所述通孔

（a44）贯穿于安装槽（a42）的底部。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灭菌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装置（a5）包括转

轴（a51）、支撑杆（a52）、卡合槽（a53）、第一弹簧（a54）、清洗块（a55），所述转轴（a51）的侧端

设有四个支撑杆（a52），所述支撑杆（a52）环绕于转轴（a51）均匀排列，所述卡合槽（a53）设

置在支撑杆（a52）的末端，所述第一弹簧（a54）嵌固在卡合槽（a53）的底端，所述清洗块

（a55）卡合在卡合槽（a53）中，且与第一弹簧（a54）相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灭菌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块（a55）包括连

接杆（b1）、凹槽（b2）、挡水块（b3）、第二弹簧（b4）、清洗头（b5）、转动装置（b6），所述连接杆

（b1）侧端设有四个以上的凹槽（b2），所述挡水块（b3）卡合在凹槽（b2）中，所述第二弹簧

（b4）安装在挡水块（b3）的侧端，且与挡水块（b3）活动配合，所述清洗头（b5）卡合在连接杆

（b1）的顶部，所述转动装置（b6）将清洗头（b5）与连接杆（b1）相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灭菌空气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动装置（b6）包括旋

转杆（b61）、卡块（b62）、活动槽（b63）、充气垫（b64），所述旋转杆（b61）将连接杆（b1）与清洗

头（b5）相连接，所述卡块（b62）嵌固在连接杆（b1）的顶部，所述活动槽（b63）设置在清洗头

（b5）的底部，所述充气垫（b64）设有两个，位于活动槽（b63）的两端，并且和卡块（b62）活动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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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灭菌空气净化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气净化除菌领域，具体的是一种灭菌空气净化器。

背景技术

[0002] 杀菌空气净化器是利用光触媒、冷触媒、活性炭、纳米光催化、强波紫外光以及特

殊离子，通过抽风系统将空气吸入机器内，经上述处理后，可有效去除空气中的甲醛、细菌、

霉菌等有害身体健康的成分，使空气得到消毒和净化，从而使室内空气洁净，利于人们身心

健康。

[0003] 基于上述本发明人发现，现有的一种灭菌空气净化器主要存在以下几点不足，比

如：在潮湿的天气中，将置于空气中的霉菌和粉尘一同抽到净化器中进行净化，活性炭滤板

将带有水分的粉尘拦截，使得粉尘会附在活性炭滤板上，导致霉菌与活性炭滤板上的粉尘

接触，可以将潮湿的粉尘作为载体进行繁殖，造成净化器中出现发霉的情况。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灭菌空气净化器。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灭菌空气净化器，

其结构包括主体、显示屏、出风口、控制面板，所述主体的前端正中间设有显示屏，所述出风

口设置在显示屏的上端，所述控制面板安装在主体的顶部，所述主体包括蓄水槽、进风口、

活性炭滤板、小型水泵、微型颗粒滤网、紫外线杀菌灯，所述蓄水槽设置在主体的底部，所述

进风口安装在主体的后端底部，所述活性炭滤板嵌固在进风口的内端，所述小型水泵安装

在蓄水槽的上端，且与蓄水槽还有活性炭滤板相连通，所述微型颗粒滤网嵌固在活性炭滤

板的上端，所述紫外线杀菌灯设置在微型颗粒滤网的上端。

[0006] 进一步的，所述活性炭滤板包括滤板、凸块、循环水管，所述滤板中设有十个以上

的凸块，所述凸块为条形状，且分为两排垂直排列在滤板的两侧，所述循环水管垂直安装在

滤板的侧端，所述凸块由侧端向中间倾斜，且倾斜的角度为15度。

[0007] 进一步的，所述滤板包括上顶块、洒水孔、下顶块、储水槽、清洗装置，所述上顶块

嵌固在滤板的顶部，且上顶块的内部为剖空状，所述洒水孔设有五个以上，且横向排列在上

顶块的底部，所述下顶块安装在滤板的底部，所述储水槽设置在下顶块的顶部正中间，所述

清洗装置安装在滤板的侧端，所述清洗装置设有四个以上，且垂直安装在滤板之间。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储水槽包括槽体、安装槽、限流块、通孔，所述槽体的顶端两侧设有

安装槽，所述限流块设有十个以上，且环绕于安装槽的底部进行排列，所述通孔贯穿于安装

槽的底部，所述限流块为三角形状。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清洗装置包括转轴、支撑杆、卡合槽、第一弹簧、清洗块，所述转轴

的侧端设有四个支撑杆，所述支撑杆环绕于转轴均匀排列，所述卡合槽设置在支撑杆的末

端，所述第一弹簧嵌固在卡合槽的底端，所述清洗块卡合在卡合槽中，且与第一弹簧相连

接，所述卡合槽端口的宽度小于清洗块底端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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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的，所述清洗块包括连接杆、凹槽、挡水块、第二弹簧、清洗头、转动装置，所

述连接杆侧端设有四个以上的凹槽，所述挡水块卡合在凹槽中，所述第二弹簧安装在挡水

块的侧端，且与挡水块活动配合，所述清洗头卡合在连接杆的顶部，所述转动装置将清洗头

与连接杆相连接，所述挡水块与连接杆之间的夹角为15度。

[0011] 进一步的，所述转动装置包括旋转杆、卡块、活动槽、充气垫，所述旋转杆将连接杆

与清洗头相连接，所述卡块嵌固在连接杆的顶部，所述活动槽设置在清洗头的底部，所述充

气垫设有两个，位于活动槽的两端，并且和卡块活动配合，所述活动槽为圆弧状。

[0012] 有益效果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1.本发明利用小型水泵将水抽到上顶块中，在通过洒水孔落下，对清洗装置进行冲击，

使得清洗装置旋转，对滤板进行刷洗，在通过倾斜15度的凸块将掉落的粉尘与水流导向滤

板的中间可以放置溅水的情况，从而能够将附在滤板上的细菌进行清理，避免滤板出现发

霉的情况。

[0013] 2.本发明利用第一弹簧与清洗块活动配合，能够让清洗块受到水流冲击的时候进

行伸长，加大清洗头与滤板之间的摩擦力，更加快速的清洗滤板上的粉尘，再利用第二弹簧

与挡水块活动配合，受到水流冲击的时候会进行翻转，加大水流对挡水块的冲击，让转轴带

动清洗头更快速的对滤板上的粉尘进行刷洗，避免细菌附在滤板上的粉尘中进行繁殖。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一种灭菌空气净化器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的活性炭滤板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本发明的滤板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为本发明的下顶块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6为本发明的清洗装置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7为本发明的清洗块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8为本发明的转动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主体1、显示屏2、出风口3、控制面板4、蓄水槽11、进风口12、活性炭滤板13、

小型水泵14、微型颗粒滤网15、紫外线杀菌灯16、滤板131、凸块132、循环水管133、上顶块

a1、洒水孔a2、下顶块a3、储水槽a4、清洗装置a5、槽体a41、安装槽a42、限流块a43、通孔a44、

转轴a51、支撑杆a52、卡合槽a53、第一弹簧a54、清洗块a55、连接杆b1、凹槽b2、挡水块b3、第

二弹簧b4、清洗头b5、转动装置b6、旋转杆b61、卡块b62、活动槽b63、充气垫b64。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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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4] 实施例一：请参阅图1-图5，本发明具体实施例如下：

其结构包括主体1、显示屏2、出风口3、控制面板4，所述主体1的前端正中间设有显示屏

2，所述出风口3设置在显示屏2的上端，所述控制面板4安装在主体1的顶部，所述主体1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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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槽11、进风口12、活性炭滤板13、小型水泵14、微型颗粒滤网15、紫外线杀菌灯16，所述

蓄水槽11设置在主体1的底部，所述进风口12安装在主体1的后端底部，所述活性炭滤板13

嵌固在进风口12的内端，所述小型水泵14安装在蓄水槽11的上端，且与蓄水槽11还有活性

炭滤板13相连通，所述微型颗粒滤网15嵌固在活性炭滤板13的上端，所述紫外线杀菌灯16

设置在微型颗粒滤网15的上端。

[0025] 所述活性炭滤板13包括滤板131、凸块132、循环水管133，所述滤板131中设有十个

以上的凸块132，所述凸块132为条形状，且分为两排垂直排列在滤板131的两侧，所述循环

水管133垂直安装在滤板131的侧端，所述凸块132由侧端向中间倾斜，且倾斜的角度为15

度，防止粉尘跟随水流随意溅射。

[0026] 所述滤板131包括上顶块a1、洒水孔a2、下顶块a3、储水槽a4、清洗装置a5，所述上

顶块a1嵌固在滤板131的顶部，且上顶块a1的内部为剖空状，所述洒水孔a2设有五个以上，

且横向排列在上顶块a1的底部，所述下顶块a3安装在滤板131的底部，所述储水槽a4设置在

下顶块a3的顶部正中间，所述清洗装置a5安装在滤板131的侧端，所述清洗装置a5设有四个

以上，且垂直安装在滤板131之间，有利于通过水流带动清洗装置a5旋转对滤板131进行清

洗。

[0027] 所述储水槽a4包括槽体a41、安装槽a42、限流块a43、通孔a44，所述槽体a41的顶端

两侧设有安装槽a42，所述限流块a43设有十个以上，且环绕于安装槽a42的底部进行排列，

所述通孔a44贯穿于安装槽a42的底部，所述限流块a43为三角形状，有利于让水流带动粉尘

向通孔a44进行流动，还能够防止水流回流的情况。

[0028] 基于上述实施例，具体工作原理如下：启动抽风机，将空气中的气流从进风口12带

入到主体1中，先通过活性炭滤板13将较大颗粒的粉尘与蚊虫进行过滤，在通过微型颗粒滤

网15对细小颗粒的粉尘进行过滤，在利用紫外线杀菌灯16对气流中带动的细菌进行灭杀，

最后让净化过的空气从出风口3中排出，往蓄水槽11加入适量的水，然后利用小型水泵14将

水通过循环水管133抽到滤板131顶部的上顶块a1中，在通过洒水孔a2落下，带动附在滤板

131上的粉尘与细菌往下掉落，在将凸块132设置为由侧端向中间倾斜，且倾斜的角度为15

度，能够粉尘跟随水流向滤板131的中心移动，防止出现溅水的情况，在将清洗装置a5设置

在滤板131中通过水流带动清洗装置a5旋转对滤板131进行清洗，最后把限流块a43设置为

三角形状，使得水流带动会粉尘向通孔a44进行流动，还能够防止水流回流的情况。

[0029] 实施例二：请参阅图6-图8，本发明具体实施例如下：。

[0030] 所述清洗装置a5包括转轴a51、支撑杆a52、卡合槽a53、第一弹簧a54、清洗块a55，

所述转轴a51的侧端设有四个支撑杆a52，所述支撑杆a52环绕于转轴a51均匀排列，所述卡

合槽a53设置在支撑杆a52的末端，所述第一弹簧a54嵌固在卡合槽a53的底端，所述清洗块

a55卡合在卡合槽a53中，且与第一弹簧a54相连接，所述卡合槽a53端口的宽度小于清洗块

a55底端的宽度，有利于清洗块a55在卡合槽a53中进行伸缩。

[0031] 所述清洗块a55包括连接杆b1、凹槽b2、挡水块b3、第二弹簧b4、清洗头b5、转动装

置b6，所述连接杆b1侧端设有四个以上的凹槽b2，所述挡水块b3卡合在凹槽b2中，所述第二

弹簧b4安装在挡水块b3的侧端，且与挡水块b3活动配合，所述清洗头b5卡合在连接杆b1的

顶部，所述转动装置b6将清洗头b5与连接杆b1相连接，所述挡水块b3与连接杆b1之间的夹

角为15度，有利于挡水块b3挡住水流，加大水流对连接杆b1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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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所述转动装置b6包括旋转杆b61、卡块b62、活动槽b63、充气垫b64，所述旋转杆b61

将连接杆b1与清洗头b5相连接，所述卡块b62嵌固在连接杆b1的顶部，所述活动槽b63设置

在清洗头b5的底部，所述充气垫b64设有两个，位于活动槽b63的两端，并且和卡块b62活动

配合，所述活动槽b63为圆弧状，有利于清洗头b5在连接杆b1中进行旋转。

[0033] 基于上述实施例，具体工作原理如下：通过在转轴a51的的侧端设置支撑杆a52，让

水流可以对安装在支撑杆a52的清洗块a55进行冲击，再利用第一弹簧a54与清洗块a55活动

配合，使得清洗块a55受到冲击的时候，清洗块a55受到惯性的影响会拉伸第一弹簧a54，让

清洗块a55伸长加大对滤板131的清洗力度，再利用第二弹簧b4与挡水块b3活动配合，使得

挡水块b3受到水流的冲击可以向外翻转，加大挡水块b3受到的阻力，使得转轴a51加速旋

转，让清洗块a55更快速的对滤板131进行清理，最后让充气垫b64与连接杆b1中的卡块b62

说动配合，能够在清洗头b5在刷洗滤板131的时候进行自由转动，加大对滤板131的清洗速

度。

[0034] 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各技术特征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为使描述简洁，未对上述实

施例中的各个技术特征所有可能的组合都进行描述，然而，只要这些技术特征的组合不存

在矛盾，都应当认为是本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0035] 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

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

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

涉及的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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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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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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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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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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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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