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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嵌入式灶具，包括用于嵌

入在下橱柜内的燃气灶主体，其特征在于：所述

灶具还包括补风组件，所述补风组件包括用于延

伸入下橱柜内的引风管、以及用于将外部的空气

吸入并从引风管吹出到下橱柜内从而为燃气灶

主体补风的补风风机。还公开了一种应用有上述

灶具的烟灶一体机。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

优点在于：通过风机将外部的新鲜空气吹入下橱

柜内，向燃气灶主体提供相对充足的补充空气，

有助于可燃气体充分燃烧，提供更高的热能，也

降低了因燃烧不充分也会导致烟气中有害物质

的排放量，直接提升灶具性能，同时因为自动补

风的原因，降低了灶具面板的温度，避免了因温

度过高导致的面板碎裂等故障。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4页

CN 110513729 A

2019.11.29

CN
 1
10
51
37
29
 A



1.一种嵌入式灶具，包括用于嵌入在下橱柜(100)内的燃气灶主体(11)，其特征在于：

所述灶具还包括补风组件(13)，所述补风组件(13)包括用于延伸入下橱柜(100)内的引风

管(131)、以及用于将外部的空气吸入并从引风管(131)吹出到下橱柜(100)内从而为燃气

灶主体(11)补风的补风风机(13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嵌入式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补风组件(133)还包括补风管

(132)，所述引风管(131)具有分别位于灶具(1)左右两侧的两个，所述补风管(132)连接在

两个引风管(131)的下端部之间，所述补风管(132)上开设有多个沿着左右方向间隔布置的

补风口(1321)。

3.一种应用有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嵌入式灶具的烟灶一体机，包括吸油烟机，所述

吸油烟机包括主吸风组件(21)和位于主吸风组件(21)上方的排烟组件(22)，所述主吸风组

件(21)包括壳体(211)，其特征在于：所述引风管(131)与壳体(211)内连通，所述补风风机

(133)设置在主吸风组件(21)或排烟组件(22)内。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烟灶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油烟机还包括风幕组件

(23)，所述风幕组件(23)设置在壳体(211)的左右两侧，所述风幕组件(23)包括在壳体

(211)内、位于左右两侧、纵向延伸的隔板(231)，所述隔板(231)和壳体(211)的左右两侧相

应内侧壁之间形成引风通道(232)，所述壳体(211)的前侧、与引风通道(232)对应的位置开

设有风幕出风口(233)，所述补风风机(133)的出风口与引风通道(232)连通，所述引风通道

(232)的底部与引风管(131)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烟灶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211)前侧开设有在左右

方向上延伸的进风口(212)、所述壳体(211)内中空而形成与进风口(212)连通的进风通道

(214)，所述引风通道(232)通过隔板(231)与进风通道(214)隔离。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烟灶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风幕出风口(233)在纵向上间

隔布置、分布在壳体(211)的顶部和底部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烟灶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进风口(212)处设置有挡烟板

(213)。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烟灶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风幕出风口(233)朝向前侧垂

直或者相对前侧垂直方向向外倾斜。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烟灶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隔板(231)的顶部向外弯折而

用于设置补风风机(133)。

10.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烟灶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排烟组件(22)包括箱体(221)

和设置在箱体(221)内的风机系统(222)，所述箱体(221)的底部开口而与主吸风组件(21)

的壳体(211)内连通，所述箱体(221)的顶部开设有与补风风机(133)的进风口连通的补风

口(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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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嵌入式灶具及应用有该灶具的烟灶一体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厨房电器，尤其是一种嵌入式灶具，以及应用有该灶具的烟灶一体机。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嵌入式燃气灶，影响燃气灶具热效率有两大因素：一个是可燃气体燃烧不

充分，另一个是燃烧释放热量的损失。

[0003] 在燃烧状态下，燃气灶存在空气不足，容易产生燃烧不充分、出现CO超标、黄焰、火

力不猛、面板温度高，乃至玻璃爆炸等现象。为了解决可燃气体燃烧不充分的问题，通常的

做法是用户在安装时须按厂家要求在橱柜上打孔，确保气流畅通，充分燃烧，发挥出燃气灶

的最佳火力。如申请号为200810145925.X的中国专利公开的一种节能健康环保灶具安装框

架，灶具安装框架的表面设有嵌入式灶具安装孔，后方设有带扣槽的后挡板，安装框架正面

下方设直角形或圆弧形的扣槽，两侧分别摆放在位于其下方的橱柜台面上，通过扣槽上的

进风孔，可以及时向灶具下方补充新鲜空气，有利于灶具燃气的充分燃烧，节能环保。

[0004] 为了解决燃烧热量释放的问题，通常的做法是增加集热装置，由此可将向周围辐

射的热量返回，减少火焰及高温烟气对周围散热，增加高温烟气与锅底的接触时间及温度，

即增大了换热强度。如申请号为201710543780.8的中国专利公开的一种燃气灶，包括壳体、

燃烧器、炉架及聚能环，聚能环包括环本体、设于环本体上的与炉架相配合的限位件、突出

于环本体下表面设置的支撑件及形成于相邻两支撑件之间的进风通道。

[0005] 上述两种方法均在一些不足：1)对于橱柜上打孔的装置，破坏了橱柜的整体性，并

且即使打孔，可以补充的空气相当有限；2)对于加设集热装置，不仅放置集热装置的空间有

限，同时集热装置还会影响烹饪者的操作，此外还会造成清洁打理很不方便，而且在开门开

窗的情况下，集热装置的作用也很有限。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第一个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嵌

入式灶具，提高空气补充风量，便于可燃气体充分燃烧。

[0007]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第二个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应用有上述灶具的烟灶一体机。

[0008] 本发明解决上述第一个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嵌入式灶具，包括用

于嵌入在下橱柜内的燃气灶主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灶具还包括补风组件，所述补风组件包

括用于延伸入下橱柜内的引风管、以及用于将外部的空气吸入并从引风管吹出到下橱柜内

从而为燃气灶主体补风的补风风机。

[0009] 优选的，为匹配双眼灶，实现均匀地补气，所述补风组件还包括补风管，所述引风

管具有分别位于灶具左右两侧的两个，所述补风管连接在两个引风管的下端部之间，所述

补风管上开设有多个沿着左右方向间隔布置的补风口。

[0010] 本发明解决上述第二个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应用有如上所述的嵌

入式灶具的烟灶一体机，包括吸油烟机，所述吸油烟机包括主吸风组件和位于主吸风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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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的排烟组件，所述主吸风组件包括壳体，其特征在于：所述引风管与壳体内连通，所述

补风风机设置在主吸风组件或排烟组件内。

[0011] 为便于形成天然的空气屏蔽，提升外界坏境对灶具燃烧火焰的干扰，提升热效率，

此外减弱外部环境干扰对油烟升腾作用的影响，所述吸油烟机还包括风幕组件，所述风幕

组件设置在壳体的左右两侧，所述风幕组件包括在壳体内、位于左右两侧、纵向延伸的隔

板，所述隔板和壳体的左右两侧相应内侧壁之间形成引风通道，所述壳体的前侧、与引风通

道对应的位置开设有风幕出风口，所述补风风机的出风口与引风通道连通，所述引风通道

的底部与引风管连通。

[0012] 优选的，为提升吸油烟效果，所述壳体前侧开设有在左右方向上延伸的进风口、所

述壳体内中空而形成与进风口连通的进风通道，所述引风通道通过隔板与进风通道隔离。

[0013] 为便于起到屏蔽干扰的作用，以及降低进风口上部区域的温度，提升人体的舒适

性，所述风幕出风口在纵向上间隔布置、分布在壳体的顶部和底部之间。

[0014] 优选的，为避免油烟逃逸，进一步提升吸油烟效果，所述进风口处设置有挡烟板。

[0015] 为具有更好地拢烟范围，所述风幕出风口朝向前侧垂直或者相对前侧垂直方向向

外倾斜。

[0016] 为便于设置补风风机，所述隔板的顶部向外弯折而用于设置补风风机。

[0017] 为便于补风空气的引入，所述排烟组件包括箱体和设置在箱体内的风机系统，所

述箱体的底部开口而与主吸风组件的壳体内连通，所述箱体的顶部开设有与补风风机的进

风口连通的补风口。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通过风机将外部的新鲜空气吹入下橱柜内，

向燃气灶主体提供相对充足的补充空气，有助于可燃气体充分燃烧，提供更高的热能，也降

低了因燃烧不充分也会导致烟气中有害物质的排放量，直接提升灶具性能，同时因为自动

补风的原因，降低了灶具面板的温度，避免了因温度过高导致的面板碎裂等故障；通过设置

风幕组建，起到屏蔽的作用，避免外部干扰，同时分为位于进风口上、下的两部分，不仅可以

起到屏蔽干扰的作用，更起到吹风的作用，提升人体面部区域的热舒适性。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烟灶一体机应用在厨房中的状态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烟灶一体机的剖视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烟灶一体机的吸油烟机和补风组件的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烟灶一体机的吸油烟机和补风组件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4] 参见图1～图4，一种烟灶一体机，包括嵌入式的灶具1和吸油烟机2。为便于描述，

在本说明书中，“前”、“后”、“左”、“右”、“上”、“下”是指烟灶一体机使用时相对使用者的方

向。

[0025] 灶具1包括燃气灶主体11、设置在燃气灶主体11上的锅支架12，燃气灶主体11为嵌

入式结构、嵌入在厨房的下橱柜100内，锅支架12则位于燃气灶主体11的面板上，以便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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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具200。吸油烟机2设置在灶具1的上方，吸油烟机2上部部分置于厨房的上橱柜300内。在

本实施例中，锅支架12具有左右间隔布置的两个，以便同时放置两个锅具200进行烹饪。

[0026] 灶具1还包括补风组件13，补风组件13包括引风管131、补风管132和补风风机133，

引风管131由下橱柜100台面上方向下延伸入下橱柜100内，补风管132则位于下橱柜100内，

与下橱柜100内的燃气灶主体11流体连通。在本实施例中，引风管131具有分别位于灶具1左

右两侧的两个，补风管132连接在两个引风管131的下端部之间(左右横向延伸)。补风管132

上开设有多个沿着左右方向间隔布置的补风口1321，以便将补风管132内的空气吹出。由

此，补风管132能够更适用于双眼灶的燃气灶主体11，提供均衡地、充分地补风。补风风机

133的出风口与引风管131连通，从而可将外部的新鲜空气吹入与引风管131连通的补风管

132内，并通过补风管132上的补风口1321吹出到下橱柜100内，向燃气灶主体11提供相对充

足的补充空气，有助于可燃气体充分燃烧，提供更高的热能，也降低了因燃烧不充分也会导

致烟气中有害物质的排放量，直接提升灶具1性能；同时因为自动补风的原因，降低了灶具1

面板的温度，避免了因温度过高导致的面板碎裂等故障。

[0027] 吸油烟机2包括主吸风组件21、排烟组件22和风幕组件23，主吸风组件21位于排烟

组件22的下方，风幕组件23位于主吸风组件21的左右两侧。主吸风组件21包括壳体211、开

设在壳体211前侧的进风口212、以及设置在进风口212处的挡烟板213，壳体211内中空而形

成与进风口212连通的进风通道214，进风口212在左右方向上延伸。排烟组件22包括箱体

221和设置在箱体221内的风机系统222，箱体221的底部开口(如开设在靠近后侧的位置)而

与主吸风组件21的壳体211内连通。进风口212相对于常用的吸油烟机下移，通过与挡烟板

213的配合，能够提升吸油烟效果。

[0028] 风幕组件23设置在壳体211的左右两侧，风幕组件23包括在壳体211内、位于左右

两侧、纵向(上下方向)延伸的隔板231，隔板231和相应的壳体211的左右两侧内侧壁之间形

成引风通道232，引风通道232通过隔板231与进风通道214隔离。壳体211的前侧、与引风通

道232对应的位置开设有风幕出风口233，风幕出风口233具有至少两个，风幕出风口233在

纵向上间隔布置，分布在壳体211的顶部和底部之间。风幕出风口233可以朝向前侧垂直吹

出形成风幕，从两侧形成天然的空气屏蔽，提升外界坏境对灶具1燃烧火焰的干扰，提升热

效率，同时还有一个作用是，减弱外部环境干扰对油烟升腾作用的影响，提升吸油烟效果。

风幕出风口233也可以相对垂直的前侧向外倾斜形成0～15°的角度，由此可以加大拢烟的

区域。由于进风口212左右两侧的负压分布较小，所以通过风幕组件23，将可能逃逸的油烟

阻挡，提升吸油烟效果。此外，位于进风口212下方的风幕，起到屏蔽干扰的作用，比如开门

开窗的影响，位于进风口212上方的风幕，可以降低进风口212上部区域的温度，提升人体的

舒适性。

[0029] 补风组件13的引风管131设置在引风通道232的下方，并且引风通道232的底部与

引风管131连通。风幕组件23与补风组件13共用补风风机133和引风通道232，补风风机133

的出风口与引风通道232连通，以便将外部的空气吸入引风通道232内，一部分从风幕出风

口233吹出形成风幕，另一部分则向下进入补风管132后吹出，为燃气灶主体11补充空气。

[0030] 隔板231的顶部向外(向壳体211相应的左侧或后侧)弯折，以便于设置补风风机

133，补风风机133位于排烟组件22的箱体221内，箱体221的顶部开设有与补风风机133的进

风口连通的补风口223。补风口223采用均布的小孔，孔径为5～20mm，风速为0.5～1.5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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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本发明的风幕组件23，与现有顶吸式吸油烟机相比，现有顶吸式由于吸入口距离

灶具较远，配合风幕时，由于其结构的限制，风幕组件的方向只能朝向下，导致与油烟升腾

的方向相对，其屏蔽的作用效果不佳；与现有的侧吸式吸油烟机相比，现有侧吸式占据的橱

柜下方空间比较多，同时侧吸的吸入口配合风幕组件时，其风幕组件的主要作用是屏蔽，而

本发明的风幕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在进风口212下侧，相当于现有侧吸配合风幕的效果，

同时进风口212距离灶具1更近，吸油烟效果更佳，还有一部分风幕在进风口212上侧，这部

分风幕的作用不仅可以起到屏蔽干扰的作用，更起到吹风的作用，提升人体面部区域的热

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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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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