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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空气污染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严重问题,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人们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案，其中空气净化器

则是最常用的手段。如今用于应对空气污染的空气净化器的品种繁多，但它们都不善于自动更换其中所吸附的污染

物或者过滤媒介，滞留污染物而引入新的污染因素，一般难以有效净化空气中比 PM2.5更小的污染物。针对以上缺

点，本文提出了一种以水作为媒介的空气净化方法--水表面粘附净化空气系统。作为一种高效率低能耗的新型空气净

化系统，其能够快速净化室内空气，改善生活环境。水表面粘附空气净化系统是一种基于水表面对空气中污染物的

粘附作用的空气净化系统， 其主要对水表面粘附空气净化系统的物理结构、电路设计和空气净化效果进行了介绍，

测试了水表面附空气净化系统对 PM2.5的吸收效果，并针对系统的节水性能进行了重点优化。其显著特点是能够净

化常见的绝大部分空气污染物，并可以及时、自动地更换因吸附积蓄的污染物过多而浑浊度过高的水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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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r pollution has become a serious problem in today's society.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effectively, various
solutions have been proposed, among which air purifiers are the most commonly used means. Nowadays,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air purifiers for dealing with air pollution, but they are not good at automatically replacing the pollutants or filter
media adsorbed therein, and retaining new pollutants due to the retention of pollutants. It is generally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purify air than PM2. 5 smaller pollutants. In view of the above shortcomings, this paper proposes a water purification method
based on water as a medium--water surface adhesion purification air system. As a new air purification system with high
efficiency and low energy consumption, it can quickly purify indoor air and improve living environment. The water surface
adhesion air purification system is an air purific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adhesion of water surface to air pollutants. It
mainly introduces the physical structure, circuit design and air purification effect of the water surface adhesion air
purification system. The absorption effect of PM2.5 on the water surface with air purification system was tested, and the
water-saving performance of the system was optimized. Its remarkable feature is that it can purify most of the common air
pollutants, and can timely and automatically replace the water medium that is too turbid due to excessive accumulation of
pollutants.
Keywords: Adhesion effect; air purification system

空气污染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严重问题，身处污染中的居民，越来越需要一套功能优越的净化

空气装置[1,2]。汽车尾气、工业排放、装修污染等是导致空气污染的主要因素，其中已知的污染物包

括氮氧化物、硫氧化物、氨气、甲醛、一氧化碳等有毒有害气体和粉尘、PM2.5等可吸入微粒。

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人们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案，其中空气净化器则是最常用的手段。目前，

利用过滤网或者活性炭[3]等作为媒介的空气净化装置，在实验室、宾馆、病院以及重污染区已被广

泛应用[4]。这些空气净化装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空气污染，从净化机理的角度分类，其主要包

括以下四种类型：过滤、物理吸附、等离子体分解[5]、化学吸收。但是目前的市售空气净化装置存

在显著的不足。PM2.5等微小的颗粒可以越过过滤网侵入人体肺部造成伤害，而且过滤网上滞留的

污染物还容易滋生细菌；需要人工更换净化媒介的空气净化器不符合现代家居的自动化理念，对于

中老年用户来说更是一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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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的PM2.5等不溶于水的微粒能够被江河湖海净化是因为有巨大的水表面与空气接触，并形

成对流。过于接近的水分子和PM2.5等微粒间存在相互吸引的作用，即范德华力。由于分子间存在范

德华力，微粒可以被吸附到水的表面从而被沉降。如果能人为地制造出大面积水平面，就能有效吸

收PM2.5[5,6]。
本文设计了一种能自动换水、不引入新的污染物的新型水表面黏附空气净化系统，测试了该系

统对PM2.5等污染物的吸收效果。

1 实 验

水的表面与空气形成对流才能更有效地吸收，因此需要引入风力系统。但是引入风力系统无疑

会使成本加大。由于运动的相对性，让空气流动或者制造流动的水平面效果是一样的。这套表面粘

附系统利用水膜涂覆器，在玻璃板衬底上涂成均匀水膜，并使之从上至下倾斜流动。空气中的PM2.5、
可溶性有害气体等污染物与流动的水薄膜接触时，就会被水膜吸附和吸收。

图 1 水表面粘附空气净化系统结构 图 2 水表面粘附空气净化水膜效果

Fig.1 Structure of water surface adhesion air purification system Fig.2 Water film of water surface adhesion air purification
我们所设计的水表面粘附空气净化系统的结构如图1所示，编号1-9分别代表的结构为1水膜涂覆

器、2玻璃板衬底、3水收集容器、4发光二极管、5水泵、6阀门、7储水池、8进水口、9出水口。

水流通过进水口进入水膜涂覆器，水膜涂覆器是挖有均匀细孔的塑料管，水从细孔中流出后就

会在基板（玻璃板等）表面上形成水膜，装置形成的水膜效果如图2所示。吸附和攫取空气中的污染

物，吸收之后的水流入基板下部的水收集容器中，水收集容器中的水流入储水池通过潜水泵再泵回

水膜涂覆器中，从而达到水循环利用的效果。当水变得浑浊时，光敏电阻能自动检测出水的透光度

降低，光敏传感器电平发生反转，把这一光学信号转换为电信号传给继电器输出模块，通过继电器

输出模块控制电路通断，完成自动换水。

为了测试该装置对空气中污染物的实际净化效果，我们在长、宽、高各1.5 m的密闭空间中点燃

一盘蚊香。已知蚊香的烟雾中含有PM1、PM2.5、PM10、甲醛、PVOC等污染物。蚊香燃烧20 min
之后，开启水表面粘附空气净化系统并且熄灭蚊香，每10 min测量一次蚊香燃烧处正上方1 m处空气

中PM1、PM2.5、PM10的浓度。

为了进一步说明系统的吸收效果，我们将密闭空间打开一个小窗，测量蚊香燃烧处正上方 PM2.5
浓度的下降速率，与开启空气净化器作比较。

2 结果与讨论

使用空气净化系统后 PM1、PM2.5 和 PM10 浓度随时间的变化趋势见图 3。室内的起始 PM2.5
浓度为 50 µg/m3，0 min时点燃蚊香，蚊香中的 PM2.5扩散到密闭空间中，在 20 min时达到 650 µg/m3，

为室内初始 PM2.5浓度的 13倍左右。此时熄灭蚊香，打开水表面粘附净化空气系统。由于扩散现象

的存在，靠近水膜表面处 PM2.5浓度下降会引起附近 PM2.5粒子向靠近水膜处扩散，进而被水膜吸

收，最终使得整个密闭空间 PM2.5浓度下降，达到净化室内整体空气质量的目的。从图 4中可以看

出，水表面粘附净化空气系统对 PM2.5等可吸入颗粒物有着显著的净化作用，衰减系数可以达到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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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min92%。经过两个小时之后，PM2.5浓度下降至 2 µg/m3，表明水表面粘附净化空气系统可以最

终使室内 PM2.5 含量下降到 2 µg/m3这样一个很低的水平。与过滤网不同，水表面粘附净化空气系

统利用的是微观层面上的分子间作用力，能无差别的作用于细小的微粒，对 PM2.5及更加细小的颗

粒污染物具有很好的净化作用，克服了传统空气净化器的不足。

图 3 PM1、PM2.5和 PM10浓度随时间的变化 图 4 不同条件下 PM2.5浓度随时间的变化

Fig.3 Changes of PM1, PM2.5 and PM10 concentrations with time Fig.4 Changes of PM2.5 concentration with as time at different conditions
针对室内空气污染，开窗通风是常见的措施。为了更好的揭示开窗通风与使用水表面粘附净化

空气系统对室内空气的净化效果，图 3展示了在密闭的空间中开启水表面粘附净化空气系统与在密

闭系统中开一扇长、宽各 0.15 m的窗这两种情况下 PM2.5浓度下降速率的对比。开启净化器 40 min
以内，PM2.5的浓度从 650 µg/m-3下降到 50 µg/m-3，下降到点燃蚊香之前的水平。而模拟开窗通风

的实验中，密闭空间内 PM2.5浓度也会慢慢下降，但是通风 40 min后，PM2.5的浓度仅下降到 160
µg/m3。经过足够长时间之后，开启水表面粘附净化空气系统的情况下 PM2.5浓度下降至 2 µg/m3，

而开窗通风的情况下 PM2.5浓度最终维持在 50 µg/m3不再继续下降。开启水表面粘附净化空气系统

的情况下污染物的下降速率明显高于开窗扩散。开窗通风不会使污染物下降至室外环境浓度以下，

在室外污染严重时，开窗通风没有效果。

3 结 论

本文介绍了一种基于水表面粘附原理的新型空气净化系统。通过水薄膜的粘附作用，表面粘附

空气净化系统能够有效粘附沉降 PM2.5等空气中的颗粒状污染物，净化效果好，可应用范围广。这

种空气净化系统以水作为净化媒介，成本低廉，还可以方便地进行自动换水，本文设计的控制系统

能通过电磁阀实现全自动换水，自动化程度高。本文设计的水表面粘附净化空气系统弥补了市售空

气净化器价格昂贵、自动化程度低、因污染物滞留引入新的污染因素、不能有效净化比 PM2.5更小

的污染物等缺点，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很高的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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