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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Ref.:  P569CNw 

Our  Ref.:  IP19101916P 

Re：Chinese Patent for Invention ZL 201880008964.7 (PCT/EP2018/050093) 

In the Name of CLEAN AIR ENTERPRISE AG  

 
Dear Dr. Urs Falk, 
 
We are pleased to inform you that we have received the Patent Certificate from the China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ministration (CNIPA). The date of announcement is January 26, 
2021.Meanwhile, 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the deadline for payment of the next annuity i.e. the 
5

th
 year annuity for the above-mentioned Chinese patent falls on January 3, 2022. 

 
Please be advised that the CNIPA does not provide a paper copy of the Patent Certificate any 
more from March 3, 2020. Enclosed please find the electronic Patent Certificate,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as well as an electronic version of the Publication of Granted Chinese 
Invention Patent which we downloaded by ourselves for your easy reference.  
 
MACAU REGISTRATION 
 
To exte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above-identified Chinese patent in Macau, the applicant must 
file a request with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partment of the Macau Economy Services 
within 3 months from the CNIPA announcement date. Since this deadline (i.e. April 26, 2021) 
cannot be extended and some necessary documents must be well prepared before the filing, 
please let us know at least one month before the deadline if the applicant wants us to proceed 
with the above formality in Macau. 
 
Should you have any other questions or requirement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Very truly yours, 
 
Fen Pang (Ms.) 
For Yongfan Ding (Mr.) 
Encls.: as stated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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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Certificate of Invention 

 
 

Title of Invention: 

 ELEKTROFILTER 

Inventor: SCHINDLER, Kaspar 

Patent Number: ZL 201880008964.7 

Date of Filing: January 3, 2018 

Patentee: CLEAN AIR ENTERPRISE AG 

Address: St. Wendelin 1 6343 Holzhaeusern ZG Switzerland 

Date of Announcing Grant of Patent: January 26, 2021 

Announcement Number: CN 110248737B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Patent Law, after examination, the China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ministration decides to grant the patent for Invention, issue the patent certificate, and register it 

in the Patent Register. The patent shall take effect as of the announcement date. The duration of the 

patent for invention shall be twenty years, counted from the date of filing. 

 

 

The patent certificate records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patent at the time of registration. Any transfer, 

pledge, invalidation, cess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patent, any change in the name, nationality and 

address of the patentee, etc. are recorded in the Patent Register. 

 

Director of China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ministration: 

Changyu Shen 

January 26,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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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entee shall pay annuities as prescribed in the Chinese Patent Law and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of the Chinese Patent Law. Annuities shall be paid by January 3 annually. Where 

an annuity is not paid as prescribed, the patent shall lapse from the expiration of the time limit 

by which the annuity should be paid. 

 

 

The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applicant(s) and inventor(s) recorded in the patent on the date of 

filing is as follows: 

 

Applicant：  

 CLEAN AIR ENTERPRISE AG 

 

 

Inventor:  

 SCHINDLER, Kas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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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过滤器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子过滤器(2)，所述电子

过滤器包括电离级(3)、集电器级(4)和电源。电

源包括：用于给电离级(3)加载第一直流高压的

第一高压馈电设备(7)；和用于给集电器级(4)加

载第二直流高压的第二高压馈电设备(8)。第一

高压馈电设备(7)设计用于，以电流控制的方式

运行电离级(3)。为此所需要的电流传感器有利

地设置在引导低压的返回线路中，为此第一高压

馈电设备(7)和第二高压馈电设备(8)与电网端

子电流隔离并且彼此间电流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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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子过滤器(2)，所述电子过滤器包括电离级(3)、集电器级(4)和电源，其中所

述电源包括：用于给所述电离级(3)加载第一直流高压的第一高压馈电设备(7)；和用于给

所述集电器级(4)加载第二直流高压的第二高压馈电设备(8)，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高压馈电设备(7)包括电流传感器和电压调节器(11)，其中所述电流传感器

测量流过所述电离级(3)的电离电流，

所述电压调节器(11)用于，设定所述第一直流高压，使得所测量的电离电流达到预设

的值，

所述电子过滤器(2)具有可与地连接的端子，

所述电离级(3)和所述集电器级(4)包含电极，所述电极与所述可与地连接的端子连

接，

所述第一高压馈电设备(7)和所述第二高压馈电设备(8)不仅与电网端子(9)电流隔离

而且彼此电流隔离，并且

所述电流传感器设置在从所述可与地连接的端子引导至所述第一高压馈电设备(7)的

返回线路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过滤器(2)，所述电子过滤器还包括可加载控制信号的控

制输入端，其中所述第一高压馈电设备(7)设计用于，根据所述控制信号的值来设定所述电

离电流。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子过滤器(2)，

其中所述第二高压馈电设备(8)设计用于，根据所述控制信号的值来设定所述第二直

流高压。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电子过滤器(2)，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高压馈电设备(8)包括第二电流传感器，其中所述电流传感器在从所述可与

地连接的端子引导至所述第二高压馈电设备(8)的返回线路中测量流过所述集电器级(4)

的集电器电流。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子过滤器(2)，

其特征在于，

当所测量的集电器电流超过预定的最大电流时，产生警报信号或者故障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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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过滤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子过滤器，所述电子过滤器设计用于在建筑物通风设施中使

用。

背景技术

[0002] 电子过滤器例如用于将包含在气体或空气流中的颗粒滤除。电子过滤器虽然能够

在通风设备中、在空调设备中和在空调设施中使用，然而其在通风行业中未普及。在通风行

业中，尤其在建筑物通风设施中，仍然使用袋式过滤器。

[0003] 电子过滤器借助电晕放电装置和静电弹簧来工作。所述电子过滤器包含电离级和

集电器级，以及用于运行它们的高压馈电设备。随着空气流入到电子过滤器中的灰尘颗粒、

气溶胶等，在电离级中带静电并且随后在集电器级的电极面上沉积。高压馈电设备不仅必

须提供用于在电离级中产生电晕放电的直流高压，而且必须提供用于在集电器级中产生强

的静电场的较小的直流高压。所述直流高压通常通过级联的倍压器产生，其中最后的倍压

器的输出端处的电压被输送给电离级，而位于上游的倍压器中的一个倍压器的输出端处的

电压被输送给集电器级。用于集电器级的直流高压因此是用于电离级的直流高压的一半大

或者更小。

[0004] 为了在现有的建筑物通风设施中使用，电子过滤器必须满足不同的要求。其中例

如包括：预设的尺寸，借此电子过滤器能够替代袋式过滤器；预设的空气体积流；和预设的

过滤器分离度。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基于如下目的：发展一种用于建筑物通风设施的电子过滤器，所述电子过

滤器在关于592mm×592mm×300mm的标准结构大小(B/H/T，宽/高/深)为3400m3/h的空气体

积流中应达到E10的过滤器分离度。

[0006] 本发明的特征在于实施例。有利的设计方案在下面的描述中得出。

[0007] 本发明涉及这种电子过滤器的电源和控制电子装置，其构思基于如下知识：

[0008] 流过电离级的电流是待滤除的颗粒的电离的可靠性的重要指标。如果尽管施加了

直流高压但仍没有电流流过电离级或过小的电流流过电离级，那么无法发生电离或充分的

电离。这导致：电子过滤器不再清洁空气或者仅不足地清洁空气。

[0009] 在电子过滤器以3400m3/h的最大空气体积流运行时，施加到集电器级上的直流高

压提高到在5.5kV至6kV的范围中的值，由此能够实现所需要的E10的过滤器分离度。

[0010] 通常实际上没有电流流过集电器级，也就是说，电流位于至多几微安的范围中。然

而，如果直流高压超过阈值，所述阈值在当前的电子过滤器中略高于5kV，那么电流增大并

且相对快地达到在毫安范围中的值。

[0011] 当流过集电器级的电流位于毫安范围中时，上述类型的高压馈电设备丧失经由施

加到电离级上的直流高压的控制，在所述高压馈电设备中，存在级联的倍压器，在所述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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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上不仅截取用于电离级的直流高压、而且截取用于集电器级的直流高压。也就是说，用于

电离级的直流高压于是不再稳定。

[0012] 因此，本发明的一个特定的目的是，发展用于运行电子过滤器的供能装置和控制

电子装置，所述供能装置和控制电子装置考虑所述知识。除此之外，电子过滤器应当尽可能

少地产生臭氧并且应当尽可能少地消耗能量。

[0013] 根据本发明，对控制电子装置、电离级和集电器级用与由电流网提供的电压不同

的电压供应能量的电源包括：用于对电离级供给第一直流高压的第一高压馈电设备；和用

于对集电器级供给第二直流高压的第二高压馈电设备。这能够实现集电器级借助如下直流

高压运行，在所述直流高压下，电流在毫安电流计范围中流动，而电离级的直流高压不会不

稳定。第一高压馈电设备还包括电流传感器和电压调节器，其中电流传感器测量流过电离

级的电离电流，并且电压调节器用于，设定第一直流高压，使得所测量的电离电流达到预设

的值。电离级由此以电流控制的方式运行，也就是说，电离级加载有可预设的直流电流。

[0014] 此外，电子过滤器优选接地，也就是说，所述电子过滤器具有可与地连接的端子，

并且电离级和集电器级包含电极，所述电极与所述可与地连接的端子连接。

[0015] 控制电子装置此外有利地设计用于：

[0016] a)根据流过电子过滤器的空气体积流来设定流过电离级的直流电流和施加到集

电器级上的第二直流高压，也就是说，当空气体积流变小时，降低直流电流和第二直流高

压，或者当空气体积流变大时，提高直流电流和第二直流高压，并且

[0017] b)监控流过集电器级的直流电流，并且当直流电流位于所预设的区间之外时，发

出警报信号或者故障信号。

[0018] 这两点的实现如下进行：

[0019] a)控制电子装置包含用于获得至少一个控制信号的控制输入端，并且设计用于，

根据至少一个控制信号的值来设定要为电离级预设的直流电流和要施加到集电器级上的

第二直流高压。

[0020] b)第二高压馈电设备包括电流传感器，所述电流传感器测量流过集电器级的直流

电流，并且控制电子装置设计用于，当直流电流低于预定的最小值和/或超过预定的最大值

时，发出警报信号或者故障信号。

[0021] 为了能够借助于高压馈电设备的低压侧上的所谓的分流器来测量这两个直流电

流，这两个高压馈电设备在输入端侧不仅与电网端子(从而与地)电流隔离而且彼此电流隔

离。

附图说明

[0022] 接下来根据实施例并且根据附图详细阐述本发明。

[0023] 图1示出根据第一实施例的电子过滤器的供能装置和控制电子装置的框图，以及

[0024] 图2示出根据第二实施例的电子过滤器的供能装置和控制电子装置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图1示出用于对根据第一实施例的电子过滤器2的高压级和控制电子装置1供能的

根据本发明的电源的框图。电子过滤器2包括电离级3并且在该实例中包括唯一的集电器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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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源优选包括用于对电离级3和集电器级4供能的功率电源和与其分开的用于对控制电

子装置1供能的控制电源。电源因此整体上包括两个低压电源5和6以及两个高压馈电设备7

和8。

[0026] 功率电源包括第一低压电源5以及两个连接到其上的高压馈电设备7、8，所述第一

低压电源将在电网端子9上施加的电网交流电压转换为低伏特直流电压，例如转换为24V的

直流电压。第一高压馈电设备7用于给电离级3供给第一直流高压，而第二高压馈电设备8用

于给集电器级4供给第二直流高压。

[0027] 使用两个高压馈电设备7、8一方面能够实现，将电离级3和集电器级4彼此无关地

运行，从而将这两个级的运行单独地优化。特别地，由此可行的是，集电器级4(也)在如下高

的直流高压下运行，在所述直流高压下，集电器电流在毫安范围中流动，而由此不影响施加

到电离级3上的直流高压。

[0028] 控制电源包括第二低压电源6，所述第二低压电源将在电网端子10上施加的电网

电压同样转换成低伏特直流电压，例如转换为12V的直流电压。

[0029] 分开地供给电子过滤器2的控制电子装置1和功率电子装置能够实现：当功率电子

装置与电流网断开时，控制电器装置1的提供关于电子过滤器2的状态的信息的显示元件、

如例如LED也发光。在控制电子装置1的电流供给接通时，在控制电子装置1上以及在电子过

滤器2上的检查和维护工作都能够在任何时间在不给操作人员带来危险的情况下执行。

[0030] 电子过滤器2的电离级3和集电器级4包含电极，通常盘状的电极，所述电极优选地

接地。这两个低压电源5和6包含各一个电流隔离元件14或15，所述电流隔离元件将输出侧

与输入侧电流隔离。所述低压电源例如是变压器电源，所述变压器电源的变压器是电流隔

离元件。这两个高压馈电设备7、8由此与电网端子9或10电流隔离。高压馈电设备7、8包含电

压调节器11或12和在下游连接的用于产生第一或第二直流高压的电压放大器13。电压放大

器13例如由级联的倍压器构成。

[0031] 电离级3的运行优选以电流控制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由第一高压馈电设备7产

生的第一直流高压设定为，使得流过电离级3的电离电流(直流电流)具有预定的值。第一高

压馈电设备7为此包括电流传感器，所述电流传感器测量流过电离级3的电离电流，并且将

其输出信号输送给电压调节器11。电压调节器11调节输出到随后的电压放大器13上的直流

电压，使得设定第一直流高压，使得所测量的电离电流具有预设的值。电离电流要么能够在

输入线路中测量，要么能够在返回线路中测量，在所述输入线路中，所述电离电流从第一高

压馈电设备7流向电离级3的电离电极，在所述返回线路中，电离电流从地(因为电子过滤器

2的相应的电极接地)向回流向高压馈电设备7。因为电离电极加载有数千伏特的非常高的

直流高压，所以在返回线路中测量电离电流是简单得多的。如从图1中所看到的那样，返回

线路从电子过滤器2的接地的端子朝向这两个高压馈电设备7和8首先共同地伸展并且随后

分支。对向回流向第一高压馈电设备7的电离电流的测量能够借助于分流器16(欧姆电阻)

来进行，所述分流器在第一高压馈电设备7中在返回线路中在分支之后安置。降落在分流器

16上的电压被测量并且作为电流值输送给电压调节器11，所述电压调节器将所测量的电流

值与预设的期望值比较并且从中形成用于随后的电压放大器的控制电压。然而，对此所需

要的是，用于电离电流的电回路是“浮动的”，也就是说，不允许提供另外的电流路径，在所

述电流路径上电流能够从地流向电离级3的电离电极。这通过如下方式实现：第一高压馈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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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7不仅与这两个电网端子9和10电流隔离(因为这两个低压电源5和6的输出端与电网端

子9和10电流隔离)而且与第二高压馈电设备8电流隔离。这两个高压馈电设备7和8的电流

隔离通过电流隔离元件17进行。

[0032] 对电子过滤器2的控制优选与功率相关地进行。电子过滤器2针对特定的过滤器分

离度、例如过滤器分离度E10并且针对最大的空气体积流来规定，在所述最大的空气体积流

中仍达到规定的过滤器分离度。空气体积流越小，空气的流动速度就越小并且电离颗粒在

电子过滤器2中的停留时间就越长。施加到集电器级4上的第二直流高压在集电器级4中产

生电场强度，所述电场强度作为电力作用到电离颗粒上并且将所述电离颗粒加速，从而引

起：电离颗粒沉积在电极上。电离颗粒在集电器级4中的停留时间越长，就允许电场强越小

从而也允许第二直流高压越小。

[0033] 控制电子装置因此优选设计用于，根据实际的空气体积流来设定要施加到集电器

级4上的第二直流高压。通常，当空气体积流减少时，电离电流也会降低。控制电子装置因此

优选也设计用于，根据实际的空气体积流来设定电离电流。为了该目的，控制电子装置包含

用于获得一个或多个控制信号的控制输入端和用于根据所述一个或多个控制信号来设定

电离电流和第二直流高压的机构(硬件和/或软件)。

[0034] 第二高压馈电设备8还有利地包括第二电流传感器，同样呈分流器18的形式，所述

电流传感器测量流过集电器级4的集电器电流(直流电流)，并且控制电子装置1设计用于，

当所测量的集电器电流超过预定的最大电流时，显示或发出警报信号或者故障信号。

[0035] 图2示出用于根据第二实施例的电子过滤器2的高压馈电设备7和8以及控制电子

装置1的供能的根据本发明的电源的框图。功率电源在此包括两个低压电源5和5B，所述低

压电源包含各一个电流隔离元件14或隔离元件14B。在该实施方案中，高压馈电设备7和8也

与电流网电流隔离并且彼此电流隔离。

[0036] 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而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显而易见的是，与

在上文中所提及的相比更多的改型是可行的，而不脱离发明构思。因此，本发明仅通过实施

例和其等价形式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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