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2119738.3

(22)申请日 2020.09.24

(73)专利权人 南京蓝功厨具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 211164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

道经济技术开发园区锦华路6号

(72)发明人 潘铁良　刘振忠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思拓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2288

代理人 苗建

(51)Int.Cl.

F24C 15/20(2006.01)

B01D 50/00(2006.01)

B01D 53/8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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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复合式油烟净化一

体机，它包括油烟机壳体和支撑架，所述油烟机

壳体的底部前侧设有出风口，所述油烟机壳体的

底部后侧设有吸风口，所述吸风口内沿长度方向

设有滤油网，所述滤油网的上方设有挡板，所述

挡板上设有多个甩油盘，所述甩油盘的上方通过

管道与纳米二氧化钛光触媒净化装置的进风端

相连，所述纳米二氧化钛光触媒净化装置的出风

端设有蜂窝滤网，所述蜂窝滤网的后侧设有高压

静电净化单元，所述高压静电净化单元的后侧设

有活性炭吸附网，所述活性炭吸附网的后侧通过

管道与离心风机相连，所述离心风机的端部连接

有排风管。本实用新型采用多级净化装置，可对

油污进行二次过滤且对操作人员的烹饪环境进

行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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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复合式油烟净化一体机，其特征是它包括油烟机壳体（1）和支撑架（2），所述支

撑架（2）固定安装在油烟机壳体（1）的底部，所述油烟机壳体（1）的底部前侧设有出风口

（3），所述油烟机壳体（1）的底部后侧设有吸风口（4），所述吸风口（4）内沿长度方向设有滤

油网（5），所述滤油网（5）的上方设有挡板（13），所述挡板（13）上设有多个甩油盘（6），所述

甩油盘（6）的上方通过管道与纳米二氧化钛光触媒净化装置（7）的进风端相连，所述纳米二

氧化钛光触媒净化装置（7）的出风端设有蜂窝滤网（8），所述蜂窝滤网（8）的后侧设有高压

静电净化单元（9），所述高压静电净化单元（9）的后侧设有活性炭吸附网（10），所述蜂窝滤

网（8）、高压静电净化单元（9）和活性炭吸附网（10）通过框架封闭式固定在油烟机壳体（1）

的内壁上，所述活性炭吸附网（10）的后侧通过管道与离心风机（11）相连，所述离心风机

（11）的端部连接有排风管（12），所述排风管（12）的顶部与主排风管道之间通过法兰盘相

连，所述主排风管道内设有定向导流排风止回装置（15），所述定向导流排风止回装置（15）

内的基座（30）与法兰盘固接，所述出风口（3）内设有新风装置（14），所述新风装置（14）的进

风端通过管道与室外相连，所述新风装置（14）的出风端设置在出风口（3）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式油烟净化一体机，其特征是所述滤油网（5）呈倾斜设

置，所述滤油网（5）包括基架（16）和导油板（17），所述导油板（17）上下错位间隔设置在基架

（16）上，并构成迂回曲折的油烟通道，所述基架（16）内设有储油槽（18），所述基架（16）的底

部设有多个导油孔（19）。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式油烟净化一体机，其特征是所述纳米二氧化钛光触媒

净化装置（7）包括UV灯管（20）和纳米二氧化钛板（21），所述纳米二氧化钛板（21）两侧均安

装有UV灯管（20），所述UV灯管（20）与灯管启动器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式油烟净化一体机，其特征是所述油烟机壳体（1）的顶部

设有电源控制箱（22），所述电源控制箱（22）上设有控制油烟机启动的控制面板（2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式油烟净化一体机，其特征是所述定向导流排风止回装

置（15）包括导流板（24）和若干扇形可折叠的金属挡板（29），所述金属挡板（29）设置在导流

板（24）的两侧，所述金属挡板（29）的一边通过活动杆与导流板（24）连接，另一边固定连接

在定向导流排风止回装置（15）内的基座（30）上，相邻金属挡板（29）之间设有用于连接两者

的调节机构，所述调节机构包括设在相邻两金属挡板（29）的其中一金属挡板（29）上的弧形

孔（31）和设在另一金属挡板（29）上的固定柱（32），所述固定柱（32）插入到弧形孔（31）中且

可以沿着弧形孔（31）滑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式油烟净化一体机，其特征是所述油烟机壳体（1）的底部

内侧对应滤油网（5）的导油孔（19）处设有集油槽（25），所述集油槽（25）的底部设有出油管

（26），所述油烟机壳体（1）的底部安装有油水分离器（27），所述出油管（26）与油水分离器

（27）相连。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式油烟净化一体机，其特征是所述新风装置（14）的出风

端设有可手动调节的风向调节板，所述风向调节板的大小与出风口（3）的大小相匹配。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式油烟净化一体机，其特征是所述支撑架（2）的底部设有

滚轮（28），所述滚轮（28）上设有锁扣。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式油烟净化一体机，其特征是所述挡板（13）呈倾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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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合式油烟净化一体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油烟净化装置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复合式油烟净化一体机。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健康和环保意识日益增强，人们渴望拥有一个

健康、清洁以及环保的厨房环境，同时，餐饮行业也在蓬勃发展，它在繁荣经济、提高物质生

活水平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0003] 目前，我国大多数地区皆有中式烹饪方式加工食材的烹调习惯，其中烹调方式、能

源结构、食物种类、食用油种类以及调配料等方面的多样性，导致家庭厨房和餐饮酒店的油

烟对周边居民生活环境的污染日益加剧。尤其在炒制和炸制等食品加工过程中，会产生大

量的油烟，同时，燃料在燃烧过程中也会产生有害气体，研究表明，烹调油烟是一组混合性

污染物，其成分极为复杂，有200~300种之多，其中包括挥发性亚硝胺等已知的致突变物和

致癌物。在油温为270度时，从菜油和豆油的油烟中能检测到微量具有致突变作用的巴豆醛

和丙酮浓缩气体等，这让生产加工环境和大气环境的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现在越来越多的

餐厅、家庭注重厨房的油烟净化装置，注重生活质量及空气环境质量。

[0004] 中国专利公开号CN  108644848 A中公开了一种光解油烟净化装置，包括油烟收集

箱、光解氧化装置、油烟管道、静电除尘箱、活性炭过滤箱、滤网安装框、支撑安装架和离心

风机，所述油烟收集箱内设有挡油滤板，所述挡油滤板的侧上方安装有光解氧化装置，所述

静电除尘箱内设有高压静电过滤器，所述高压静电过滤器的两侧分别设有金属滤网和复合

纤维棉滤网，所述活性炭过滤箱内对称设有若干个活性炭吸附层，所述活性炭吸附层，金属

滤网、复合纤维棉滤网通过滤网安装框固定在支撑安装架上，所述活性炭过滤箱的出风端

连接有离心风机，所述离心风机的端部连接有排风管。上述现有技术虽采用多级净化装置

对油烟进行净化，但是对油污只是进行初步过滤，这容易导致油烟机的内壁和通风管道粘

附油污，长期运行后，残留的大量油污会严重影响油烟机的工作性能，降低净化效率，同时

无法对操作人员的烹饪环境进行净化。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就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采用多级净化装置，

可对油污进行二次过滤且对操作人员的烹饪环境进行净化的复合式油烟净化一体机。

[0006] 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复合式油烟净化一体机，它包括油烟机壳体和支撑架，所述支撑架固定安装

在油烟机壳体的底部，所述油烟机壳体的底部前侧设有出风口，所述油烟机壳体的底部后

侧设有吸风口，所述吸风口内沿长度方向设有滤油网，所述滤油网的上方设有挡板，所述挡

板上设有多个甩油盘，所述甩油盘的上方通过管道与纳米二氧化钛光触媒净化装置的进风

端相连，所述纳米二氧化钛光触媒净化装置的出风端设有蜂窝滤网，所述蜂窝滤网的后侧

设有高压静电净化单元，所述高压静电净化单元的后侧设有活性炭吸附网，所述蜂窝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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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静电净化单元和活性炭吸附网通过框架封闭式固定在油烟机壳体的内壁上，所述活性

炭吸附网的后侧通过管道与离心风机相连，所述离心风机的端部连接有排风管，所述排风

管的顶部与主排风管道之间通过法兰盘相连，所述主排风管道内设有定向导流排风止回装

置，所述定向导流排风止回装置内的基座与法兰盘固接，所述出风口内设有新风装置，所述

新风装置的进风端通过管道与室外相连，所述新风装置的出风端设置在出风口处。

[0008] 所述滤油网呈倾斜设置，所述滤油网包括基架和导油板，所述导油板上下错位间

隔设置在基架上，并构成迂回曲折的油烟通道，所述基架内设有储油槽，所述基架的底部设

有多个导油孔。

[0009] 所述纳米二氧化钛光触媒净化装置包括UV灯管和纳米二氧化钛板，所述纳米二氧

化钛板两侧均安装有UV灯管，所述UV灯管与灯管启动器相连。

[0010] 所述油烟机壳体的顶部设有电源控制箱，所述电源控制箱上设有控制油烟机启动

的控制面板。

[0011] 所述定向导流排风止回装置包括导流板和若干扇形可折叠的金属挡板，所述金属

挡板设置在导流板的两侧，所述金属挡板的一边通过活动杆与导流板连接，另一边固定连

接在定向导流排风止回装置内的基座上，相邻金属挡板之间设有用于连接两者的调节机

构，所述调节机构包括设在相邻两金属挡板的其中一金属挡板上的弧形孔和设在另一金属

挡板上的固定柱，所述固定柱插入到弧形孔中且可以沿着弧形孔滑动。

[0012] 所述油烟机壳体的底部内侧对应滤油网的导油孔处设有集油槽，所述集油槽的底

部设有出油管，所述油烟机壳体的底部安装有油水分离器，所述出油管与油水分离器相连。

[0013] 所述新风装置的出风端设有可手动调节的风向调节板，所述风向调节板的大小与

出风口的大小相匹配。

[0014] 所述支撑架的底部设有滚轮，所述滚轮上设有锁扣。

[0015] 所述挡板呈倾斜设置。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有：本实用新型采用多级净化机构，先经滤油网进行一次

过滤，滤掉大部分的油污，在经过甩油盘进行二次过滤，将一些滤油网没有过滤掉的油污

[0017] 再次过滤，确保后端的烟气净化起到更好的效果，防止油污黏附在烟气净化的各

个装置上，过滤掉的油污可通过油水分离器进行回收，有效的利用资源；油污过滤后进入后

端的烟气净化段对油烟进行除尘、杀菌和除味，大大提高净化效果，同时在出风口处设置了

新风装置对操作人员的烹饪环境进行净化，给在厨房工作的操作人员提供一个健康、清洁

以及环保的环境。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主视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油烟机壳体的底部后侧吸风口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油烟机壳体的底部出风口和吸风口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滤油网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金属挡板的内侧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1、油烟机壳体；2、支撑架；3、出风口；4、吸风口；5、滤油网；6、甩油盘；7、纳米

二氧化钛光触媒净化装置；8、蜂窝滤网；9、高压静电净化单元；10、活性炭吸附网；11、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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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12、排风管；13、挡板；14、新风装置；15、定向导流排风止回装置；16、基架；17、导油板；

18、储油槽；19、导油孔；20、UV灯管；21、纳米二氧化钛板；22、电源控制箱；23、控制面板；24、

导流板；25、集油槽；26、出油管；27、油水分离器；28、滚轮；29、金属挡板；30、基座；31、弧形

孔；32、固定柱。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地说明：

[0025] 如图1‑5所示，本实用新型它包括油烟机壳体1和支撑架2，所述支撑架2固定安装

在油烟机壳体1的底部，所述油烟机壳体1的底部前侧设有出风口3，所述油烟机壳体1的底

部后侧设有吸风口4，所述吸风口4内沿长度方向设有滤油网5，所述滤油网5呈倾斜设置，所

述滤油网5包括基架16和导油板17，该导油板17上下错位间隔设置在基架16上，并构成迂回

曲折的油烟通道；所述基架16内设有储油槽18，其中基架16的底部设有多个导油孔19，所述

油烟机壳体1的底部内侧对应滤油网5的导油孔19处设有集油槽25，便于油污通过导油孔19

集中流入集油槽25中。该集油槽25的底部设有出油管26，所述油烟机壳体1的底部安装有油

水分离器27，所述出油管26与油水分离器27相连，油烟机工作时吸风口4吸入油烟，油烟冲

撞滤油网5中的导油板17实现大部分油脂分离，分离出来的油脂顺着导油板17流入储油槽

18内，当储油槽18内的油脂达到一定量后通过导油孔19流入集油槽25内，再通过出油管26

集中流入到油水分离器27中。而过滤后的油烟则经过导油板17中的间隔进入甩油盘6中进

行二次过滤。

[0026] 所述滤油网5的上方设有挡板13，该挡板13呈倾斜设置，所述挡板13上设有多个甩

油盘6，油烟经过滤油网5过滤后在经过甩油盘6二次过滤，使油烟中的油脂随着甩油盘5的

转动，在离心力的作用下，不断的将油脂往外甩出，甩出的油脂沿着挡板13和油烟机壳体1

的内壁流入集油槽25中，该甩油盘6在滤油网5的过滤基础上，能更好的将油烟中的油脂分

离，让后段烟气净化起到更好的净化效果，延长净化设备的维护周期和寿命。

[0027] 所述甩油盘6的上方通过管道与纳米二氧化钛光触媒净化装置7的进风端相连，所

述纳米二氧化钛光触媒净化装置7包括UV灯管20和纳米二氧化钛板21，该纳米二氧化钛板

21两侧均安装有UV灯管20，在UV灯管20的紫外线光束照射下，纳米二氧化钛板21产生光触

媒高效净化催化反应，极大的提升和加强了紫外光波的能量聚变，在更加高能高效的对经

过油脂分离后的烟雾气体中的固态污染物、气态污染物以及细菌类进行裂解废气和恶臭气

体分子的同时，催化产生更多的活性氧和臭氧，对废气和恶臭气味更彻底的催化氧化分解

反应，使其降解转化成低分子化合物、水分子和二氧化碳，从而达到脱氧及杀灭细菌的目

的。其中UV灯管20与灯管启动器相连，灯管启动器与电源控制箱22相连，用于控制UV灯管20

的亮灭。

[0028] 所述纳米二氧化钛光触媒净化装置7的出风端设有蜂窝滤网8，所述蜂窝滤网8的

后侧设有高压静电净化单元9，便于让经过前道油脂分离和UV灯管20照射除味后的烟气通

过蜂窝滤网8过滤后更均匀的流向高压静电净化单元9，起到更好的除烟效果。该高压静电

净化单元9包括钨丝和极板，烟气在高压静电净化单元9的高压电场作用下，每个极板皆能

均匀的捕集不同粒径的油雾粒子并降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再一次对烟气中的烟雾进行净

化，根本上解决了烟气中烟雾粒子转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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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所述高压静电净化单元9的后侧设有活性炭吸附网10，对烟气进行最后一层的吸

附浓缩，净化后可直接排放。

[0030] 所述蜂窝滤网8、高压静电净化单元9和活性炭吸附网10通过框架封闭式固定在油

烟机壳体1的内壁上，使烟气只能一一经过这些净化装置，防止烟气从框架四周泄漏，降低

烟气的净化效率。

[0031] 所述活性炭吸附网10的后侧通过管道与离心风机11相连，所述离心风机11的端部

连接有排风管12，所述排风管12的顶部与主排风管道之间通过法兰盘相连，所述主排风管

道内设有定向导流排风止回装置15，所述定向导流排风止回装置15内的基座30与法兰盘固

接。

[0032] 所述定向导流排风止回装置15包括导流板24和若干扇形可折叠的金属挡板29，其

中若干金属挡板29通过同一尾部铰轴相铰接，所述金属挡板29设置在导流板24的两侧，该

导流板24两侧设置的若干金属挡板29数目相等且对应。所述金属挡板29的一边通过活动杆

与导流板24连接，另一边固定连接在定向导流排风止回装置15内的基座30上，相邻金属挡

板29之间设有用于连接两者的调节机构，所述调节机构包括设在相邻两金属挡板29的其中

一金属挡板29上的弧形孔31和设在另一金属挡板29上的固定柱32，其中弧形孔31起到限位

的作用。所述固定柱32插入到弧形孔31中且可以沿着弧形孔31滑动，其中相对应的金属挡

板29上的弧形孔31弯曲方向一致，相对应的金属挡板29上的固定柱32为同一固定柱32。

[0033] 当油烟机启动运行时，定向导流排风止回装置15通过油烟机风机的风力自动开

启，此时导流板24两侧的金属挡板29依次展开，形成扇形侧面，从而阻挡油烟机烟气侧漏，

与此同时，导流板24在风力的作用下形成一个75‑90度的导流角度，便于让烟气流向室外方

向。

[0034] 当油烟机关机后，定向导流排风止回装置15通过自身重量及重力因素自行关闭，

两侧的金属挡板29自行折叠在导流板24内，此时定向导流排风止回装置15闭合，可防止连

接到主排风管道中其他油烟机排出的油烟倒灌。

[0035] 在酒店、学校或餐厅等大型食堂中，油烟机都是多台并行工作，每台油烟机的排风

管12都是连接主排风管道，然后通过主排风管道排放到大气中，当某一台油烟机需运行时，

只需按下该油烟机上的控制面板23的开关即可。

[0036] 所述出风口3内设有新风装置14，所述新风装置14的进风端通过管道与室外或空

调系统进风口相连，所述新风装置14的出风端设置在出风口3处，所述新风装置14的出风端

设有可手动调节的风向调节板，所述风向调节板的大小与出风口3的大小相匹配，便于对操

作人员的烹饪环境进行净化，给在厨房工作的操作人员提供一个健康、清洁以及环保的环

境。

[0037] 所述油烟机壳体1的顶部设有电源控制箱22，所述电源控制箱22上设有控制油烟

机启动的控制面板23，其中甩油盘6、纳米二氧化钛光触媒净化装置7、高压静电净化单元9

以及离心风机11均与电源控制箱22电连，便于控制面板23对油烟机的启停控制。

[0038] 所述支撑架2的底部设有滚轮28，所述滚轮28上设有锁扣，便于操作人员根据厨房

烹饪的要求，将油烟机移动到合适的位置。

[0039] 本实用新型的使用过程如下：

[0040] 操作人员工作时，首先通过控制面板23上的开关按钮启动油烟机，定向导流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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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回装置15通过油烟机风机的风力自动开启，此时导流板24两侧的扇形可折叠的金属挡板

29依次展开，形成扇形侧面，从而阻挡油烟机烟气侧漏，与此同时，导流板24在风力的作用

下形成一个75‑90度的导流角度，便于让烟气流向室外方向；同时，油烟机壳体1的底部前侧

的出风口3在新风装置14的作用下，向操作人员排出新鲜气体，对操作人员的烹饪环境进行

净化；

[0041] 油烟机壳体1的底部后侧的吸风口4吸入油烟，经滤油网5初步过滤大部分油脂，再

经过甩油盘6对油烟中的油脂进行二次分离，接着经过纳米二氧化钛光触媒净化装置7内UV

灯管20的紫外线光束照射下，纳米二氧化钛板21产生光触媒高效净化催化反应，对油脂分

离后的烟雾气体中的固态污染物、气态污染物以及细菌类进行裂解废气和恶臭气体分子的

同时，催化产生更多的活性氧和臭氧，对废气和恶臭气味更彻底的催化氧化分解反应，使其

降解转化成低分子化合物、水分子和二氧化碳，从而达到脱氧及杀灭细菌的目的，经过UV灯

管20的照射后通过蜂窝滤网8过滤后均匀的流向高压静电净

[0042] 化单元9，在高压静电的电场作用下，每个极板皆能均匀的捕集不同粒径的油雾粒

子并降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再一次对烟气中的烟雾进行净化，根本上解决了烟气中烟雾粒

子转移问题，最后在经过活性炭吸附网10进一步对烟气进行吸附处理，使排风管排出干净

的烟气。

[0043] 当操作人员烹饪结束后，操作人员通过控制面板23上的开关按钮一键关闭油烟机

即可。

[0044] 本实用新型涉及的其它未说明部分与现有技术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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