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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多功能电风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为一种多功能电风扇，包括前网

罩、后网罩、后罩固定壳、扇叶及风机电机，前网

罩内侧设有可调节档位的电热丝网；前网罩的外

侧装有加湿装置，加湿装置包括镂空的加湿前

盖、加湿后盖及中间的吸水棉，通过扇叶形成的

风经过吸水棉来增加室内的湿度；前网罩上固定

有镂空的香料盒，后罩固定壳上设有太阳能电池

板。本装置在满足一般电风扇功能的前提下，还

能够用于冬天的取暖、室内湿度的调节、空气质

量的调节，且使用方便，节能环保，适用性强，适

宜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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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电风扇，包括前网罩(1)、后网罩(2)、后罩固定壳(3)、扇叶(4)及风机电

机(41)，所述后网罩(2)固定于后罩固定壳(3)外侧面上，所述风机电机(41)安装于后罩固

定壳(3)内，风机电机(41)的出轴端与所述扇叶(4)连接，所述扇叶(4)位于前网罩(1)与后

网罩(2)安装后形成的空间内，其特征在于：所述前网罩(1)内侧还设有电热丝网(7)；所述

前网罩(1)的外侧装有加湿装置(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电风扇，其特征在于：所述前网罩(1)中心位置设

有中心板(11)，所述中心板(11)上开设有若干的孔眼。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电风扇，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心板(11)上固设有香

料盒(6)，所述香料盒(6)包括香料盒盖(61)，所述香料盒(6)的底部及香料盒盖(61)均为镂

空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电风扇，其特征在于：所述加湿装置(5)包括镂空

的加湿前盖(51)及加湿后盖(52)，所述加湿前盖(51)及加湿后盖(52)形成的空间内部装有

吸水棉(53)。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电风扇，其特征在于：所述加湿后盖(52)的底部连

接有便于拆卸的补水瓶(54)，所述吸水棉(53)的下端能够深入到补水瓶(54)内。

6.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电风扇，其特征在于：所述加湿后盖(52)外侧

面上设有外固定销(55)，通过插入所述中心板(11)的孔眼内固定加湿装置(5)。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电风扇，其特征在于：所述加湿后盖(52)内侧面上

设有用于固定所述吸水棉(53)的吸水棉固定针(56)。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电风扇，其特征在于：所述后罩固定壳(3)上还设

有太阳能电池板(9)。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电风扇，其特征在于：所述后罩固定壳(3)内部装

有可充电电池，外侧设有充电口(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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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电风扇

(一)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风扇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多功能电风扇。

(二)背景技术

[0002] 电风扇简称电扇，也称为风扇、扇风机，是一种利用电动机驱动扇叶旋转，来达到

使空气加速流通的家用电器，主要用于清凉解暑和流通空气。广泛用于家庭、办公室、商店、

医院和宾馆等场所，电扇主要由扇头、风叶、网罩和控制装置等部件组成。

[0003] 现有技术的电风扇仅仅具有吹风的功能，适用于热天使用，一般仅用于夏天的吹

凉，市面上也存在冬天能用的电热扇，然而这种电热扇一般也只适合在冬天使用，这种季节

性的使用导致电风扇和电热扇的利用率都不高，而且有限的占用空间，增加家庭成本；电热

扇吹出的热风会使得冬天本来就比较干燥的室内变得更加干燥，使得人呼吸系统的抵抗力

降低，引发或加重呼吸系统疾病。

(三)发明内容

[0004] 为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多功能电风扇，同时兼具

冷、热吹风功能，且能够提高室内的湿度，本实用新型是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5] 一种多功能电风扇，包括前网罩、后网罩、后罩固定壳、扇叶及风机电机，所述后网

罩固定于后罩固定壳外侧面上，所述风机电机安装于后罩固定壳内，风机电机的出轴端与

所述扇叶连接，所述扇叶位于前网罩与后网罩安装后形成的空间内；所述前网罩内侧还设

有电热丝网；所述前网罩的外侧装有加湿装置。

[0006] 优选的，所述前网罩中心位置设有中心板，所述中心板上开设有若干的孔眼。

[0007] 优选的，所述中心板上固设有香料盒，所述香料盒包括香料盒盖，所述香料盒的底

部及香料盒盖均为镂空结构。

[0008] 优选的，所述加湿装置包括镂空的加湿前盖及加湿后盖，所述加湿前盖及加湿后

盖形成的空间内部装有吸水棉。

[0009] 优选的，所述加湿后盖的底部连接有便于拆卸的补水瓶，所述吸水棉的下端能够

深入到补水瓶内。

[0010] 优选的，所述加湿后盖外侧面上设有外固定销，插入所述中心板的孔眼内能够固

定加湿装置。

[0011] 优选的，所述加湿后盖内侧面上设有用于固定所述吸水棉的吸水棉固定针。

[0012] 优选的，所述后罩固定壳上还设有太阳能电池板。

[0013] 优选的，所述后罩固定壳内部装有可充电电池，外侧设有充电口。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5] 1、在前网罩内装有电热丝网，使得本装置不仅适用于夏天，而且还能够用于冬天

的取暖。

[0016] 2、前网罩上装有香料盒，香料盒内可以盛放空气清新剂、香料等，使得吹出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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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清新。

[0017] 3、前网罩外侧还装有加湿装置，吹出的风经过加湿装置后带出水蒸气，有效的增

加空气湿度，增加空气流通，减少呼吸类疾病的产生。

[0018] 4、加湿装置的补水瓶内还可以盛放冰水，吹出的风经过加湿装置后能够进一步降

低室内温度，清凉解暑效果更好。

[0019] 5、后罩固定壳上设有太阳能电池板，在太阳充足的时候能够储蓄电能，减少耗电。

[0020] 6、后罩固定壳内部装有充电电池，不再受电源的限制，使用场景更加的广阔。

(四)附图说明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前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右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后视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拆解图。

[0027]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前网罩结构示意图。

[0028]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加湿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9] 图中，1-前网罩、11-中心板、12-弧形金属丝、2-后网罩、3-后罩固定壳、31-电机通

风口、32-风速调节档、33-电热调节档、4-扇叶、41-风机电机、5-加湿装置、51-加湿前盖、

52-加湿后盖、53-吸水棉、54-补水瓶、55-外固定销、56-吸水棉固定针、6-香料盒、61-香料

盒盖、7-电热丝网、71-电热丝、72-电热连接线、8-底托、81-活动连接块、82-支撑块、83-固

定夹、9-太阳能电池板、91-电源线、92-充电口。

(五)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使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更好的理解本实用新型，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

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说明。

[0031] 参照图1至图7所示，本实用新型为一种多功能电风扇，包括前网罩1、后网罩2、后

罩固定壳3、扇叶4及风机电机41，前网罩1、后网罩2均为弧形金属丝12沿着圆周方向围成的

弧形截面结构，后网罩2的后端固定于后罩固定壳3外侧面上，风机电机41安装于后罩固定

壳3内，风机电机41的出轴端伸出后罩固定壳3与所述扇叶4连接，带动扇叶4的旋转产生风，

扇叶4位于前网罩1与后网罩2安装后形成的空间内，避免旋转的扇叶4给人造成伤害。

[0032] 前网罩1内侧还设有电热丝网7，电热丝网7包括多根相互串联的铁铬铝电热合金

材质的电热丝71，电热丝网7通过电热连接线72连接电热控制板，通过调节后罩固定壳3上

的电热调节档33,就可以调节不同档位的温度。

[0033] 后罩固定壳3后也设有风速调节档32，可以通过调节风机电机41的转速来调节风

力大小。

[0034] 前网罩1中心位置设有中心板11，用于固定弧形金属丝12内侧端；中心板11上开设

有若干的孔眼，增加通风量。

[0035] 中心板11上固设有香料盒6，所述香料盒6包括香料盒盖61，香料盒6的底部及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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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盖61均为镂空结构，在本实施例中，香料盒盖61与香料盒6为螺纹连接，香料盒6内可装入

空气清新剂、香料等，扇叶4产生的风通过镂空的香料盒6后把香味扩散开，提高屋内的空气

质量，增加舒适感。

[0036] 前网罩1的外侧装有加湿装置5，加湿装置5包括镂空的加湿前盖51及加湿后盖52，

加湿前盖51及加湿后盖52形成的空间内部装有吸水棉53，吸水棉53的材质一般包括黏胶纤

维、竹纤维吸水棉、PET聚酯纤维等，能够吸水并将水扩散到整张吸水棉上。扇叶4产生的风

经过加湿装置5内的吸水棉53后带出水蒸气，有效的增加空气湿度，增加空气流通，减少呼

吸类疾病的产生。在电热丝网7作用下，产生的热风更有利于水蒸气的扩散，经过加湿装置5

产生的加湿效果更好。

[0037] 加湿后盖52的底部连接有便于拆卸的补水瓶54，在本实施例中补水瓶54与加湿后

盖52的连接方式为螺纹连接，补水瓶54为透明塑料材质，所述吸水棉53的下端能够深入到

补水瓶54内，不断地吸水和扩散，当缺水后，拧下补水瓶54即可进行补水。在夏天天热的时

候，可以在补水瓶54内装冰水，进一步降低室内温度，清凉解暑效果更好。

[0038] 加湿后盖52外侧面上设有外固定销55，加湿装置5穿过香料盒6，外固定销55插入

中心板11的孔眼内，将加湿装置5固定在前网罩1的前端。

[0039] 加湿后盖52内侧面上设有用于固定所述吸水棉53的吸水棉固定针56，使用时拧下

加湿前盖51，将吸水棉53钉在吸水棉固定针56上，吸水棉53的下端伸入到补水瓶54内。

[0040] 后罩固定壳3的底部固定有底托8，底托8下端铰接于活动连接块81上，这样就可上

下调节吹风；活动连接块81的下端又铰接于支撑块82，则又可以实现左右调节吹风的风向。

支撑块82下可转动连接有固定夹83，该连接方式又可以实现一个维度的旋转，自由度更大，

适应性更强，固定夹83可以将本装置夹在合适的位置固定使用。

[0041] 为防止夏天风机电机41过热出故障，后罩固定壳3上还设有电机通风口31。

[0042] 后罩固定壳3上还设有太阳能电池板9，在太阳充足的时候能够储蓄电能，减少耗

电。

[0043] 后罩固定壳3内部装有可充电电池，外侧设有充电口92，可对本装置进行充电，不

再受室内电源的限制，适用性更强，装置也设有电源线91，在室内的时候可以插上电源线91

进行使用。

[0044] 工作过程：在夏天的时候，保持电热调节档33处于关闭状态，将固定夹83夹到合适

的位置，调节活动连接块81及支撑块82来调节合适的风向角度，根据需要在香料盒中加入

空气清新剂等香料，根据需要选择在补水瓶54内加入冰水，然后打开风速调节档32进行吹

风解暑；在冬天的时候，根据选择在补水瓶54内加入热水，打开电热调节档33根据需要选择

档位，打开风速调节档32根据需要选择档位吹风，既能提高室内温度，同时增加室内湿度。

[0045] 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术语“上”、“下”、“前”、“后”、“左”、“右”、“顶”、“底”、“竖

直”、“水平”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描述本

实用新型而不是要求本实用新型必须以特定的方位构造或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

新型的限制。本实用新型中的“相连”“连接”应作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连接，也可以是可

拆卸连接；可以是直接连接，也可以是通过中间部件间接连接，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的具体含义。

[0046] 以上所述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具体实施例的说明仅用于更好的理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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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的思想。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依照本实用新型原理还可以做出

若干改进或者同等替换，这些改进或同等替换也视为落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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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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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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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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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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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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