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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包括进风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空气净化路灯，
网栅，
进风网栅的顶部设置有出风网栅，
出风网
栅的顶部设置有照明单元，
进风网栅内部设置有
若干空气净化单元，
出风网栅内部设置有轴流风
机，
空气净化单元包括壳体，
壳体顶部设置有导
流舱，
导流舱的顶部设置有出风口 ；
壳体内设置
有颗粒物过滤滤网以及气体净化滤网。本发明通
过设置多个独立空气净化单元，
使污染物与催化
材料接触更充分，
净化效率高，
滤网压降低，
使用
寿命长，
整体结构简单，
灵活组装，
适用范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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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空气净化路灯，
其特征在于，
包括进风网栅(6) ，
进风网栅(6)的顶部设置有出风
网栅(3) ，
出风网栅(3)的顶部设置有照明单元(1) ，
进风网栅(6)内部设置有若干空气净化
单元(7) ，
出风网栅(3)内部设置有轴流风机(4)，
空气净化单元(7)包括壳体(16)，
壳体(16)
顶部设置有导流舱(12) ，
导流舱(12)的顶部设置有出风口(11) ；
壳体(16)内设置有颗粒物
过滤滤网(19)以及用于去除NOx、
O3与VOCs的气体净化滤网(18)。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路灯，
其特征在于，
出风网栅(3)的顶部设置有
灯罩(2)，
照明单元(1)设置在灯罩(2)内。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路灯 ，其特征在于 ，该路灯还包括固定底座
(10) ，
固定底座(10)上设置有外壳支架(9)和固定支架(8) ，
进风网栅(6)设置在外壳支架
(9)上，
若干空气净化单元(7)设置在固定支架(8)上。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路灯，
其特征在于，
若干空气净化单元(7)的顶
部设置有风机支架(5)，
轴流风机(4)设置在风机支架(5)上。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路灯，
其特征在于，
气体净化滤网(18)以及颗粒
物过滤滤网(19)的中心开孔，
孔内设置有导流管(13)，
导流管(13)与导流舱(12)相连通。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路灯，
其特征在于，
导流管(13)与壳体(16)的高
度相同；
导流舱(12)为中空结构。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路灯，
其特征在于，
导流管(13)的周向均匀设置
有若干水平固定架(15) ，
水平固定架(15)的一端与导流管(13)相连，
另一端与壳体(16)相
连；
导流管(13)的顶部设置有若干垂直固定架(14) ，
出风口(11)设置在垂直固定架(14)顶
部。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路灯，
其特征在于，
颗粒物过滤滤网(19)的底部
设置有进风口(17)。
9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路灯，
其特征在于，
出风网栅(3)上安装有方向
可调的百叶窗，
进风网栅(6)为镂空多孔结构；
所述颗粒物滤网(19)为中效或高效过滤器；
所述气体净化滤网(18)上填充有碱液改性的MnOx负载的活性炭或氧化铝颗粒。
10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路灯，
其特征在于，
碱液改性的MnOx负载的活性
炭或氧化铝颗粒通过以下过程制得：
将MnO x负载的活性炭或氧化铝颗粒分散于碱液中，
浸
渍10～60分钟后室温干燥，
其中，
碱液为质量浓度为5％～30％的NH3·H2O水溶液或0 .1～
2mol/L的NaOH溶液；
MnOx的负载的质量含量为10％～35％，
MnOx负载的活性炭或氧化铝颗粒
在碱液中的质量分数为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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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空气净化路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气净化设备技术领域，
具体为一种空气净化路灯。
背景技术
[0002] 城市空气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
为解决空气污染难题，
将空气净化技术
搭载于城市基础设施，
开发新型空气净化路灯以改善区域空气质量对于城市空气污染的积
极主动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0003] 发明专利CN107687604A公开的空气净化路灯通过在路灯内设置高压正负电极板
的方式实现对城市内空气进行静电吸附除尘，
且通过雨水收集系统对吸附的尘土进行冲刷
以提高净化效率，
但该空气净化路灯的设计只针对空气中的颗粒物进行净化，
对于气态污
更不能满足不同
染物并无净化作用，
其高压静电吸附的技术限制了装置成本和适用范围，
污染环境的空气净化需求。
[0004] 实用新型专利CN206191482U公开了一种兼具空气净化与室外照明的小型净化装
置，
通过结合颗粒物过滤和光催化氧化技术实现对空气污染物深度净化的目的，
但是该装
置采用的光催化装置需要同时设置多层LED光源和光催化材料填充的石英管或过滤筒，
受
限于光催化需要额外光源的技术问题，
该装置结构较为复杂、不易更换、
成本较高，
同时由
于污染气流与催化剂接触有限导致光催化材料的利用率低、
整体空气净化效果有限。
[0005] 可见，
现有技术中多采用的高压静电和光催化氧化技术集成的空气净化路灯装置
存在空气净化效率低、
技术成本高、
装置复杂，
且不能根据不同公共场所的不同污染现状进
行灵活组装等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为克服现有空气净化路灯的技术难题，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空气净化路灯，
具有净化效率高，
使用寿命长，
整体结构简单，
灵活组装，
适用范围广。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8] 一种空气净化路灯，
包括进风网栅，
进风网栅的顶部设置有出风网栅，
出风网栅的
顶部设置有照明单元，
进风网栅内部设置有若干空气净化单元，
出风网栅内部设置有轴流
风机，
空气净化单元包括壳体，
壳体顶部设置有导流舱，
导流舱的顶部设置有出风口；
壳体
内设置有颗粒物过滤滤网以及用于去除NOx、
O3与VOCs的气体净化滤网。
[0009] 进一步的，
出风网栅的顶部设置有灯罩，
照明单元设置在灯罩内。
[0010] 进一步的，
该路灯还包括固定底座，
固定底座上设置有外壳支架和固定支架，
进风
网栅设置在外壳支架上，
若干空气净化单元设置在固定支架上。
[0011] 进一步的，
若干空气净化单元的顶部设置有风机支架，
轴流风机设置在风机支架
上。
[0012] 进一步的，
孔内设置有导流管，
导
气体净化滤网以及颗粒物过滤滤网的中心开孔，
流管与导流舱相连通。
3

CN 114130195 A

说

明

书

2/4 页

[0013]

进一步的，
导流管与壳体的高度相同；
导流舱为中空结构。
[0014] 进一步的，
导流管的周向均匀设置有若干水平固定架，
水平固定架的一端与导流
出风口设置在垂直固定
管相连，
另一端与壳体相连；
导流管的顶部设置有若干垂直固定架，
架顶部。
[0015] 进一步的，
颗粒物过滤滤网的底部设置有进风口。
[0016] 进一步的，
出风网栅上安装有方向可调的百叶窗，
进风网栅为镂空多孔结构；
所述
颗粒物滤网为中效或高效过滤器；
所述气体净化滤网上填充有碱液改性的MnOx负载的活性
炭或氧化铝颗粒。
[0017] 进一步的，
碱液改性的MnOx负载的活性炭或氧化铝颗粒通过以下过程制得：
将MnOx
负载的活性炭或氧化铝颗粒分散于碱液中，
浸渍10～60分钟后室温干燥，
其中，
碱液为质量
浓度为5％～30％的NH3·H2O水溶液或0 .1～2mol/L的NaOH溶液；
MnOx的负载的质量含量为
10％～35％，
MnOx负载的活性炭或氧化铝颗粒在碱液中的质量分数为10％～50％。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9]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空气净化路灯，
采用若干独立空气净化单元自由组装的方式堆
叠连通，
空气净化效率高，
整体结构简单，
气体净化滤网和颗粒物过滤滤网使用寿命长，
能
够满足不同污染环境的空气净化需求。空气净化单元结合了物理过滤、
常温催化和化学吸
并可清洗重复利用，
上
收技术，
下层颗粒物过滤滤网用于环境空气中的颗粒物的高效去除，
层设置的气体净化滤网深度净化滤除颗粒物之后的NOx、
O3 、
VOCs等气态污染物，
两层滤网的
设计使得催化剂使用寿命更长，
净化效率更高。
[0020] 进一步的，
多层级组装方式使得每个空气净化单元的滤网压损更小，
污染气体与
催化材料接触更充分，
整体空气净化效率更高。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的单个空气净化单元结构图；
[0023] 图3是本发明的单个空气净化单元中出风口、
壳体和导流管的连接方式示意图；
[0024] 图4是本发明的单个空气净化单元截面结构图；
[0025] 图5是本发明的空气净化单元净化原理示意图。
[0026] 其中：
1‑照明单元，
2‑灯罩，
3‑出风网栅，
4‑轴流风机，
5‑风机支架，
6‑进风网栅，
7‑
空气净化单元，
8‑固定支架，
9‑外壳支架，
10‑固定底座，
11‑出风口，
12‑导流舱，
13‑导流管，
14‑垂直固定架，
15‑水平固定架，
16‑壳体，
17‑进风口，
18‑气体净化滤网，
19‑颗粒物过滤滤
网。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8] 如图1‑图5，
本发明的一种空气净化路灯，
包括：
固定底座10、轴流风机4、
固定支架
8，
固定底座10上设置有外壳支架9和固定支架8，
外壳支架9上设置有进风网栅6，
进风网栅6
的顶部设置有出风网栅3，
出风网栅3的顶部设置有灯罩2。灯罩2内设置有照明单元1，
固定
支架8上设置有若干空气净化单元7，
若干空气净化单元7位于进风网栅6内部，
若干空气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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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单元7的顶部设置有风机支架5，
风机支架5上设置有轴流风机4。轴流风机4位于出风网栅
3内部。
[0029] 本发明中的空气净化单元7优选为1～10个，
若干空气净化单元7堆叠组装后设置
于固定支架8上。
[0030] 参见图2和图3，
单个空气净化单元7包括壳体16，
壳体16顶部设置有导流舱12，
导
流舱12的顶部设置有出风口11。壳体16内设置有气体净化滤网18以及颗粒物过滤滤网19，
气体净化滤网18位于颗粒物过滤滤网19上。气体净化滤网18以及颗粒物过滤滤网19的中心
开孔，
孔内设置有导流管13，
导流管13与壳体16的高度相同，
导流管13与导流舱12连通。导
流舱12为圆台状中空结构，
导流舱12上部与出风口11底部密封连接，
导流舱12下部与壳体
16顶部密封连接。导流管13的周向均匀设置有若干水平固定架15，
水平固定架15的一端与
导流管13相连，
另一端与壳体16相连。导流管13的顶部设置有若干垂直固定架14，
出风口11
设置在垂直固定架14顶部。通过垂直固定架14和水平固定架15将导流管13悬空固定于出风
口11的正下方。
[0031] 气体净化滤网18和颗粒物过滤滤网19可拆卸，
颗粒物过滤滤网19的底部设置有进
风口17。
[0032] 参见图5，
当空气净化单元7为多个时，
具体可通过以下方式堆叠组装：
下层空气净
化单元的出风口11顶部与上层空气净化单元的导流管13的底部通过螺纹组装连接，
置于底
层的空气净化单元7的导流管13底部与固定支架8的顶端连接；
下层空气净化单元7的进风
口17、
颗粒物过滤滤网19、
气体净化滤网18、
导流舱12、
出风口11与上层空气净化单元7的导
流管13之间构成气流通道。
[0033] 进一步的，
所述轴流风机4位于出风网栅3的中心，
空气净化单元7位于进风网栅6
的中心，
所述出风网栅3和进风网栅6组成路灯外壳，
出风网栅3上安装有方向可调的百叶
窗，
进风网栅6为镂空多孔结构。
[0034] 所述颗粒物滤网19为可清洗的中效或高效过滤器，
所述气体净化滤网18上填充有
碱液改性的MnOx负载的活性炭或氧化铝颗粒，
碱液改性的MnOx负载的活性炭或氧化铝颗粒
通过以下过程制得：
将MnOx负载的活性炭或氧化铝颗粒分散于碱液中，
浸渍10～60分钟后
室温干燥，
其中，
碱液为质量浓度为5％～30％的NH3·H2O水溶液或0 .1～2mol/L的NaOH溶
液。MnOx的负载的质量含量为10％～35％，
MnOx负载的活性炭或氧化铝颗粒在碱液中的质量
分数为10％～50％。
[0035] 参见图4和图5，
一种空气净化路灯的净化方法为：
在轴流风机4的驱动下，
环境中
的污染空气经进风网栅6初步滤掉较大颗粒物后从空气净化单元7的底部的进风口17进入，
依次通过颗粒物过滤滤网19和气体净化滤网18分别滤除细小颗粒物和NOx、
O3、VOCs等气态
污染物，
之后，
洁净空气由导流舱12进入出风口11，
并汇入上层空气净化单元7的导流管13
或进入轴流风机4，
通过调节出风网栅3的百叶窗角度，
定向排出。
[0036] 本发明由多个独立空气净化单元堆叠组装的单个空气净化单元集成了颗粒物过
滤、
常温催化氧化和化学吸收技术，
在壳体内设置了两层滤网，
下层为颗粒物过滤层，用于
过滤经进风网栅初滤之后的环境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
该过滤器可清洗重复利用，
上层为
气体净化层，
采用常温催化和化学吸附技术，
深度净化空气中的NOx、
O3 、
VOCs等气态污染物。
该空气净化路灯采用多层级的堆叠组装设计使污染物与催化材料接触更充分，
净化效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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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滤网压降低，
使用寿命长，
整体结构简单，
灵活组装，
适用范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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