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997146.7

(22)申请日 2016.11.1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56810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4.19

(73)专利权人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地址 315336 浙江省宁波市杭州湾新区滨

海二路218号

(72)发明人 任树栋　陈漪　马晓阳　李斌　

茅忠群　诸永定　

(74)专利代理机构 宁波诚源专利事务所有限公

司 33102

代理人 徐雪波　史冠静

(51)Int.Cl.

F24C 15/20(2006.01)

F04D 29/26(2006.01)

F04D 29/6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6207517 U,2017.05.31,

CN 202883470 U,2013.04.17,

CN 202883470 U,2013.04.17,

CN 102705264 A,2012.10.03,

CN 204493128 U,2015.07.22,

CN 201925999 U,2011.08.10,

CN 103742453 A,2014.04.23,

CN 201037475 Y,2008.03.19,

CN 104728158 A,2015.06.24,

JP H07259795 A,1995.10.09,

US 4808090 A,1989.02.28,

审查员 陈义端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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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降噪叶轮及应用有该叶轮的吸油烟机，

该降噪叶轮在中盘的前侧叶片上开有降噪孔，该

吸油烟机的风机进风口为设于蜗壳后侧板上的

后进风口，在蜗壳前侧板上开有与风机出风口相

连通的前通风口，该前通风口与后进风口通过降

噪叶轮的中盘相互阻隔，在风机的前方或者在风

机的前方及下方形成有与前通风口相连通的降

噪腔。该降噪叶轮通过在中盘的前侧叶片上设置

降噪孔，可以降低运行噪音，另外，该吸油烟机采

用后侧进风方式，并在风机前侧设置降噪腔后，

可以避免前通风口从集烟罩下方吸入油烟，消除

风机外罩前侧空间内气流紊乱的流动噪音，同时

能阻断噪音通过风机外罩前侧向外传播的路径，

并且，在公共烟道大阻力的情况下，该降噪腔还

可以起到泄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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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应用有降噪叶轮的吸油烟机，包括风机(1)、风机外罩(2)及设于风机外罩下方

的集烟罩(3)，其特征在于：所述风机(1)包括有蜗壳(4)、降噪叶轮(5)以及驱动降噪叶轮的

电机(6)，所述蜗壳(4)具有蜗壳后侧板(41)和蜗壳前侧板(42)，所述风机(1)的进风口为设

于所述蜗壳后侧板(41)上的后进风口(11)，在所述蜗壳前侧板(42)上开有与风机出风口

(13)相连通的前通风口(12)，该前通风口(12)与所述后进风口(11)通过所述降噪叶轮(5)

的中盘(51)相互阻隔，在所述风机(1)的前方或者在风机的前方及下方形成有与所述前通

风口(12)相连通的降噪腔(7)；所述降噪叶轮(5)包括中盘(51)和安装在中盘上的叶片，所

述叶片包括有设于中盘前侧的前侧叶片(52)和设于中盘后侧的后侧叶片(53)，在所述的前

侧叶片(52)上开有降噪孔(54)，所述降噪孔(54)沿着前侧叶片(52)的长度方向排成行，且

在一个所述前侧叶片(52)上至少分布有三行降噪孔排列行，所述前侧叶片(52)具有排列成

两头降噪孔的孔径最大、中间降噪孔的孔径最小且降噪孔的孔径自两头向中间逐渐减小的

第一降噪孔排列行(a)，所述前侧叶片(52)还具有排列成两头降噪孔的孔径最小、中间降噪

孔的孔径最大且降噪孔的孔径自中间向两头逐渐减小的第二降噪孔排列行(b)，且第一降

噪孔排列行(a)与第二降噪孔排列行(b)相互交替分布。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吸油烟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风机(1)的下方设有导流板

(8)，所述导流板(8)、蜗壳(4)和风机外罩(2)之间围合成所述的降噪腔(7)。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吸油烟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流板(8)自前向后水平斜向上

设置，导流板(8)的前侧边固定在风机外罩(2)的前盖板(21)上，导流板(8)的后侧边固定在

所述的蜗壳后侧板(41)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吸油烟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降噪腔(7)内填充有吸音棉。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吸油烟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降噪孔排列行(a)和第二降

噪孔排列行(b)内的相邻降噪孔的孔径均呈等差数列分布。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吸油烟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前侧叶片(52)的长度小于后侧叶

片(53)的长度。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吸油烟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前侧叶片(52)与所述后侧叶片

(53)分体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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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应用有降噪叶轮的吸油烟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吸油烟机，尤其是涉及一种应用有降噪叶轮的吸油烟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现有大部分欧式吸油烟机在风道内部并未设置降噪结构，当风机旋转的时

候，强大的气流直接冲入风道内，容易在进风口的上部空间内形成涡流或紊流，使吸油烟机

的噪音较高。也有吸油烟机在风机的进风口处设置隔板，使油烟经过隔板后进入风机进风

口，设置隔板对于提高滤油效果有一定作用，但是容易产生气流吹隔板的额外噪音。另外，

现有技术中也已公开有能降噪的吸油烟机，如专利号为ZL  2009130429746.6(授权公告号

为CN  202350141  U)的中国发明专利所公开的《整流降噪型吸油烟机》，该整流降噪型吸油

烟机包括离心风机和风道壳体，离心风机设有进风口并安装于风道壳体内，风道壳体顶部

设有风道顶板，风道壳体与离心风机进风口之间的风道壳体内设有整流板，且整流板位于

离心式风机进风口上部与风道顶板之间。由于整流板的作用，使得烟气在进风口以上与风

道顶板之间的空间内无法形成紊流，因此可以降低紊流噪声，并且提高吸油烟机的吸风效

率。虽然，上述改进后的整流降噪型吸油烟机能降低噪音，但降噪效果还不够明显。另外，现

有的吸油烟机也采用有后进风式的进风结构，由于这些吸油烟机为了避免电机对进风产生

不利影响，都将电机置于风机的前侧部，因而不便于叶轮从前侧拆卸，也不利于风机的后期

维护和蜗壳清洗。

[0003] 另外，顶吸式吸油烟机的进风口位于蜗壳的侧面，且通常采用单侧进风，由此造成

进风面积小、排油烟量较小，为了克服单侧进风的缺陷，现有技术中已公开有双侧进风的吸

油烟机，如专利号为201110027636.1(授权公告号为CN  102072515A)的中国发明专利所公

开的《一种具有吸风双引射增速作用的吸油烟机》，该吸油烟机具有机箱和集烟罩，机箱内

设有蜗壳，蜗壳内设有叶轮和电机，蜗壳上设有前进风口和后进风口，集烟罩集烟区起始端

至前进风口具有第一油烟通道，集烟罩集烟区起始端至后进风口具有第二油烟通道，两个

油烟通道的口径逐渐变小，有利于加速气流上升，加速油烟被吸走，从而改善吸油烟效果。

然而，由于形成了两个油烟通道，油烟从前后两个进风口进入风机内，而吸油烟机的噪音主

要来源于离心风机内部，由此离心风机在工作的过程中会通过两个进风口往外辐射较大的

噪音。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第一个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现状，提供一种结构简

单、降噪效果好的降噪叶轮。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第二个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现状，提供一种能在风机

后侧进风并在风机前侧形成降噪腔的降噪吸油烟机。

[0006] 本发明解决上述第一个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该降噪叶轮，包括中盘和

安装在中盘上的叶片，所述叶片包括有设于中盘前侧的前侧叶片和设于中盘后侧的后侧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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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的前侧叶片上开有降噪孔。

[0007] 为了获得更好的降噪效果，所述降噪孔沿着前侧叶片的长度方向排成行，且在一

个所述前侧叶片上至少分布有三行降噪孔排列行。

[0008] 进一步优选，所述前侧叶片具有排列成两头降噪孔的孔径最大、中间降噪孔的孔

径最小且降噪孔的孔径自两头向中间逐渐减小的第一降噪孔排列行，所述前侧叶片还具有

排列成两头降噪孔的孔径最小、中间降噪孔的孔径最大且降噪孔的孔径自中间向两头逐渐

减小的第二降噪孔排列行，且第一降噪孔排列行与第二降噪孔排列行相互交替分布。

[0009] 进一步优选，所述第一降噪孔排列行和第二降噪孔排列行内的相邻降噪孔的孔径

均呈等差数列分布。这样，通过中盘前侧叶片上有规律的开孔，不同孔径降噪孔在不同位置

分布，有利于降低各种频率噪音。

[0010] 进一步优选，所述前侧叶片的长度小于后侧叶片的长度。

[0011] 进一步优选，所述前侧叶片与所述后侧叶片分体设置。当然，叶轮叶片也可以采用

一体结构。

[0012] 本发明解决上述第二个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该应用有上述降噪叶轮的

吸油烟机，包括风机、风机外罩及设于风机外罩下方的集烟罩，其特征在于：所述风机包括

有蜗壳、降噪叶轮以及驱动降噪叶轮的电机，所述蜗壳具有蜗壳后侧板和蜗壳前侧板，所述

风机的进风口为设于所述蜗壳后侧板上的后进风口，在所述蜗壳前侧板上开有与风机出风

口相连通的前通风口，该前通风口与所述后进风口通过所述降噪叶轮的中盘相互阻隔，在

所述风机的前方或者在风机的前方及下方形成有与所述前通风口相连通的降噪腔。

[0013] 进一步优选，在所述风机的下方设有导流板，所述导流板、蜗壳和风机外罩之间围

合成所述的降噪腔。设置导流板后，可以将集烟罩内的油烟快速导入风机叶轮内，导流板不

仅可以导油烟，而且与蜗壳、风机外罩配合形成降噪腔后，还能起到降噪的作用。

[0014] 导流板可以有多种安装结构，优选地，所述导流板自前向后水平斜向上设置，导流

板的前侧边固定在风机外罩的前盖板上，导流板的后侧边固定在所述的蜗壳后侧板上。

[0015] 为了进一步降低噪音，在所述降噪腔内填充有吸音棉。当然，也可以在降噪腔内设

置滤波孔板等其他降噪材料。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该降噪叶轮通过在中盘的前侧叶片上设置

降噪孔，可以降低采用该降噪叶轮的吸油烟机的运行噪音，另外，该吸油烟机采用后侧进风

方式，并在风机前侧设置降噪腔后，可以避免前通风口从集烟罩下方吸入油烟，消除风机外

罩前侧空间内气流紊乱的流动噪音，同时能阻断噪音通过风机外罩前侧向外传播的路径，

并且，在公共烟道大阻力的情况下，该降噪腔还可以起到泄压作用，使得逆流回降噪腔内的

气流造成的流动噪音被挡在降噪腔内。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降噪叶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图1所示叶轮的中盘前侧叶片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吸油烟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图3所示吸油烟机的剖视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风机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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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3]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实施例中的降噪叶轮5包括中盘51和安装在中盘上的叶片，其

中，叶片包括有设于中盘前侧的前侧叶片52和设于中盘后侧的后侧叶片53，前侧叶片52较

短、后侧叶片53较长，前侧叶片52和后侧叶片53可以采用一体结构也可以采用分体结构。在

前侧叶片52上开有降噪孔54，降噪孔54沿着前侧叶片52的长度方向排成行，且在一个前侧

叶片52上至少分布有三行噪孔排列行。

[0024] 本实施例中，一个前侧叶片52上设有五行降噪孔排列行。前侧叶片52具有排列成

两头降噪孔的孔径最大、中间降噪孔的孔径最小且降噪孔的孔径自两头向中间逐渐减小的

第一降噪孔排列行a，前侧叶片52还具有排列成两头降噪孔的孔径最小、中间降噪孔的孔径

最大且降噪孔的孔径自中间向两头逐渐减小的第二降噪孔排列行b，且第一降噪孔排列行a

与第二降噪孔排列行b相互交替分布。并且，第一降噪孔排列行a和第二降噪孔排列行b内的

相邻降噪孔54的孔径均呈等差数列分布。前侧叶片52的降噪孔54采用上述结构后，不同孔

径降噪孔54在不同位置分布，有利于降低各种频率噪音。

[0025] 如图3至图5所示，本实施例中降噪吸油烟机包括风机1、风机外罩2和集烟罩3，风

机1设于风机外罩2内，集烟罩3设于风机外罩2下方。风机1包括有蜗壳4、降噪叶轮5和驱动

该降噪叶轮5的电机6，蜗壳具有蜗壳后侧板41和蜗壳前侧板42。以图4中箭头A所示方向为

后向，在蜗壳后侧板41上设有后进风口11，在蜗壳前侧板42上设有前通风口12，后进风口11

与前通风口12通过降噪叶轮5的中盘51相互阻隔，且后进风口11和前通风口12均与风机出

风口13相连通。在后进风口11和前通风口12上均安装有集流圈9，在后进风口11的集流圈9

上安装有导流锥10，该导流锥10的直径沿着进风方向逐渐增大，并且，导流锥10的中心与集

流圈9的中心相重合，即导流锥10位于集流圈9的中心位置。

[0026] 电机6位于降噪叶轮5的后侧部并正对导流锥10，电机6固定在导流锥10的背部，且

电机6的外径小于或者等于导流锥10最大端的直径，本实施例中，导流锥10最大端的直径为

80mm～100mm。这样，导流锥10可以完全遮挡住电机6，从而避免电机6对后进风方式的影响。

可见，导流锥10既起到导流降噪、降低集流圈9处的噪音的作用，又可以用来固定风机的电

机6。并且，将电机6置于风机1的后侧部后，能便于降噪叶轮5从前侧拆卸，进而使风机1的后

期维护和蜗壳清洗更为方便。

[0027] 在风机1的下方设有导流板8，导流板8自前向后水平斜向上设置，导流板8的前侧

边固定在风机外罩2的前盖板21上，导流板8的后侧边固定在蜗壳后侧板41上。设置导流板8

后，可以使集烟罩3内的油烟被快速导入降噪叶轮5内，即导流板8起到了导油烟、降低管网

阻力和提升空气性能的作用。

[0028] 另外，导流板8、蜗壳4和风机外罩2之间围合成与前通风口12相连通的降噪腔7，在

降噪腔7内可以安装吸音棉和滤波孔板等降噪材料来进一步提高降噪效果。吸油烟机工作

时，气流从风机的后进风口11吸入降噪叶轮5后侧部，由于后进风口11与前通风口12相互阻

隔，因此该气流只能从风机出风口13流出，并且，在公共烟道大阻力的情况下，风机出风口

13处的气流能逆流回至降噪叶轮5的前侧部，并进而通过前通风口12回流至降噪腔7内。由

此可见，设置降噪腔7后，不仅可以避免前通风口12从集烟罩3下方吸入油烟，消除风机外罩

2前侧空间内气流紊乱的流动噪音，并阻断噪音通过风机外罩2前侧向外传播的路径，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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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烟道大阻力的情况下，还可以起到泄压作用，降低气流抵抗阻力的冲击噪音。经实

验，本实施例中的吸油烟机相对于现有的前进风或者左右两侧进风方式，风机噪音可以降

低2-4db。

[002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前提下，可以对本发明进行多种改型或改进，这些均被视为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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