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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具有加热和降温功能的吸油烟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具有加热和降温功

能的吸油烟机，包括外壳，所述外壳内设有吸油

烟腔，所述吸油烟腔内设有抽油烟组件，所述吸

油烟腔上方设有与其隔离的吹风组件，所述吹风

组件包括设在外壳上部的吹风风机，所述吹风风

机输出口处设有加热器。本实用新型具有结构简

单、成本低、具有加热和降温功能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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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加热和降温功能的吸油烟机，其特征在于：包括外壳(1)，所述外壳(1)内设

有吸油烟腔(2)，所述吸油烟腔(2)内设有抽油烟组件(3)，所述吸油烟腔(2)上方设有与其

隔离的吹风组件(4)，所述吹风组件(4)包括设在外壳(1)上部的吹风风机(41)，所述吹风风

机(41)输出口处设有加热器(4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加热和降温功能的吸油烟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吹风

风机(41)输出口处连接有导风管道(42)，所述导风管道(42)具有连接吹风风机(41)输出口

的进风口(421)和朝向外壳(1)前方的出风口(422)，所述出风口(422)处设有能启闭出风口

(422)且能导向出风方向的导风盖板(44)，所述导风盖板(44)上连接有驱动其开合的第一

开合驱动装置(45)。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具有加热和降温功能的吸油烟机，其特征在于：所述

吹风风机(41)包括蜗壳(411)，所述蜗壳(411)内设有风机电机(412)，所述风机电机(412)

输出端设有叶轮(413)，所述蜗壳(411)左右两侧分别设有吸风口(414)，各吸风口(414)上

均设有过滤网(415)。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具有加热和降温功能的吸油烟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蜗壳

(411)上背向风机电机(412)输出端的一侧的吸风口(414)处设有第一翻边(416)，所述蜗壳

(411)上靠近风机电机(412)输出端的一侧的吸风口(414)处设有导风圈(417)，所述导风圈

(417)上设有第二翻边(4171)。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具有加热和降温功能的吸油烟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吹风

风机(41)处罩设有保护罩(46)，所述保护罩(46)顶部或上部设有用于进风的开口。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加热和降温功能的吸油烟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吹风

风机(41)为输出口朝下的竖式风机。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具有加热和降温功能的吸油烟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导风

管道(42)的拐角位置具有弧形过渡面(423)。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加热和降温功能的吸油烟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开合驱动装置(45)包括固定在外壳(1)上的第一驱动电机(451)，所述第一驱动电机(451)

输出端和导风盖板(44)的下部之间有连接二者的第一连杆组件(452)，且所述导风盖板

(44)的上部铰接在外壳(1)上。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加热和降温功能的吸油烟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抽油

烟组件(3)包括吸排离心机(31)，所述吸排离心机(31)前方设有倾斜的吸烟面板(32)，所述

吸烟面板(32)上设有吸烟格栅口(33)，所述吸烟格栅口(33)处设有能开合吸烟格栅口(33)

的拢烟板(34)，所述拢烟板(34)连接有能驱动其开合的第二开合驱动装置。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具有加热和降温功能的吸油烟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出

风口(422)处于导风盖板(44)和拢烟板(34)之间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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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加热和降温功能的吸油烟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吸油烟机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具有加热和降温功能的吸油烟

机。

背景技术

[0002] 一年四季中，夏季炎热，冬季寒冷；在夏天，高温炎热天气及烹饪加温，厨房温度很

高，在厨房灶台前炒菜时，人们常常汗流浃背、浑身湿透，非常难受。

[0003] 目前厨房降温措施有两种：1.厨房吹风；2.落地扇、壁扇；厨房吹风在实际应用中

存在以下问题：厨房吹风价格昂贵，耗能高,普及率极低,在做饭过程中，炒菜、煲汤等都需

要打开烟机排污气，烟机排气量非常大，每分钟达到15到24立方米，厨房吹风制冷的冷气由

于烟机排气量大而被排走，没制冷效果，且耗能大，不环保；落地扇、壁扇在实际应用中存在

以下问题:在风扇吹向灶台时，风会吹到燃气，燃气燃烧不稳定，热量被风带走了，严重影响

烹饪,另外由于风扇风吹，易吹息燃气，产生安全隐患；在冬天厨房中，天气寒冷，且很多家

庭里面是没有暖气如南方地区，做饭人员冷得难受,常有冻伤手的情况发生。基于以上情

况，在炒菜过程中，厨房人员没有好办法解决夏天高温、冬天低温问题，非常辛苦。本实用新

型就是基于这种情况做出的。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目的是克服了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成本低、具有加热

和降温功能的吸油烟机。

[0005] 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具有加热和降温功能的吸油烟机，包

括外壳，所述外壳内设有吸油烟腔，所述吸油烟腔内设有抽油烟组件，所述吸油烟腔上方设

有与其隔离的吹风组件，所述吹风组件包括设在外壳上部的吹风风机，所述吹风风机输出

口处设有加热器。

[0007] 为了进一步解决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具有加

热和降温功能的吸油烟机中，所述吹风风机输出口处连接有导风管道，所述导风管道具有

连接吹风风机输出口的进风口和朝向外壳前方的出风口，所述出风口处设有能启闭出风口

且能导向出风方向的导风盖板，所述导风盖板上连接有驱动其开合的第一开合驱动装置。

[0008] 为了进一步解决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具有加

热和降温功能的吸油烟机中，所述吹风风机包括蜗壳，所述蜗壳内设有风机电机，所述风机

电机输出端设有叶轮，所述蜗壳左右两侧分别设有吸风口，各吸风口上均设有过滤网。

[0009] 为了进一步解决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具有加

热和降温功能的吸油烟机中，所述蜗壳上背向风机电机输出端的一侧的吸风口处设有第一

翻边，所述蜗壳上靠近风机电机输出端的一侧的吸风口处设有导风圈，所述导风圈上设有

第二翻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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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为了进一步解决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具有加

热和降温功能的吸油烟机中，所述吹风风机处罩设有保护罩，所述保护罩顶部或上部设有

用于进风的开口。

[0011] 为了进一步解决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具有加

热和降温功能的吸油烟机中，所述吹风风机为输出口朝下的竖式风机。

[0012] 为了进一步解决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具有加

热和降温功能的吸油烟机中，所述导风管道的拐角位置具有弧形过渡面。

[0013] 为了进一步解决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具有加

热和降温功能的吸油烟机中，所述第一开合驱动装置包括固定在外壳上的第一驱动电机，

所述第一驱动电机输出端和导风盖板的下部之间有连接二者的第一连杆组件，且所述导风

盖板的上部铰接在外壳上。

[0014] 为了进一步解决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具有加

热和降温功能的吸油烟机中，所述抽油烟组件包括吸排离心机，所述吸排离心机前方设有

倾斜的吸烟面板，所述吸烟面板上设有吸烟格栅口，所述吸烟格栅口处设有能开合吸烟格

栅口的拢烟板，所述拢烟板连接有能驱动其开合的第二开合驱动装置。

[0015] 为了进一步解决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具有加

热和降温功能的吸油烟机中，所述出风口处于导风盖板和拢烟板之间的位置。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有如下优点：

[0017] 本实用新型是在抽油烟组件上方增加吹风组件，能够吹出凉风或者热风到灶台上

方，即吹到人身上，从而实现为降温或升温，有效解决厨房人员在炒菜过程中高温、低温问

题，可操作性很高，绿色节能，安全方便。吹风组件和抽油烟组件独立运行，互不干扰。吹风

组件使用吹风风机进行抽风送风、用加热器对送出的风进行加热、用导风盖板对吹出风的

方向进行调整，结构简单，不需要复杂结构，成本低，稳定可靠，且使用方便，功耗比较低。

附图说明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说明，其中：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实用新型剖视图(第二开合驱动装置未示出)；

[0021] 图3是吹风风机爆炸图；

[0022] 图4是第一开合驱动装置处的示意图(第二开合驱动装置未示出)；

[0023] 图5是导风管道立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了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和具

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5] 如图1至图5所示的一种具有加热和降温功能的吸油烟机，包括外壳1，所述外壳1

内设有吸油烟腔2，所述吸油烟腔2内设有抽油烟组件3，所述吸油烟腔2上方设有与其隔离

的吹风组件4，所述吹风组件4包括设在外壳1上部的吹风风机41，所述吹风风机41输出口处

设有加热器43。本实用新型是在抽油烟组件3上方增加吹风组件4，能够吹出凉风和热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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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台上方，即吹到人身上，从而实现为降温或升温，有效解决厨房人员在炒菜过程中高温、

低温问题，可操作性很高，绿色节能，安全方便。吹风组件4和抽油烟组件3独立运行，互不干

扰。

[0026] 在本实用新型更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吹风风机41输出口处连接有导风管道42，

所述导风管道42具有连接吹风风机41输出口的进风口421和朝向外壳1前方的出风口422，

所述出风口422处设有能启闭出风口422且能导向出风方向的导风盖板44，所述导风盖板 

44上连接有驱动其开合的第一开合驱动装置45。即所述导风盖板44  能对吹出风的方向进

行调整，调整导风盖板44和出风口422的夹角  (即导风盖板44向外翻转的程度)就可以调整

风向，夹角越小，风越往下走。(该夹角优选为47度)。所述吹风组件4使用吹风风机41  进行

抽风送风、用加热器43对送出的风进行加热、用导风盖板44对吹出风的方向进行调整，结构

简单，不需要复杂结构，成本低，稳定可靠，且使用方便，功耗比较低。

[0027] 本实用新型的吸油烟机上有两套各自独立的空气风道系统。其一是抽油烟并外排

的抽油烟组件3(下文详述)：在抽油烟组件3开启后，吸排出做饭、炒菜产生的各种油烟、水

气、辣味等各种油污气体。其二是用于降温和加热的吹风组件4：炎热天气时，开启吹风风机

41，吹风风机41从烟机顶部抽取清洁空气，通过导风管道42送出凉风，凉风从出风口422处

吹向吸油烟机正前方47度位置，吹到人身上，从而达到降温目的；而在寒冷天气，开启吹风

风机41的同时开启加热器43，通过导风管道42送出暖风，暖风从出风口422处吹向吸油烟机

正前方47度位置，吹到人身上，从而达到升温目的。

[0028] 为了使吹风风机41抽取到干净的空气，所述吹风组件4处于吸油烟腔2上方，并且

所述吹风组件4与吸油烟腔2相互隔离，即吹风风机41是从室内上方抽取干净空气，而不会

抽取到含油烟的空气。

[0029] 所述导风盖板44可以开合，用的时候打开，不用的时候关闭，除了能够调整出风方

向外，还有美观作用，还能防尘、防虫，使得导风管道42内保持清洁，吹风组件4吹到人身上

的风就比较干净。

[0030] 如图3所示，在本实用新型更具体的实施例中，为了使风机风量大、效率高、噪音

小，所述吹风风机41优选为离心机。所述吹风风机41包括蜗壳411，所述蜗壳411内设有风机

电机412，所述风机电机412输出端设有叶轮413，所述蜗壳411左右两侧分别设有吸风口 

414，各吸风口414上均设有过滤网415。所述滤网415具有吸附油烟、灰尘和纤毛等的功能，

能够清洁空气。

[0031] 优选的，如图所示，所述过滤网415边沿处设置U形开口4151  (方便挂接、装螺丝)，

以便能快速对齐、装拆。

[0032] 在本实用新型更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蜗壳411上背向风机电机  412输出端的一

侧的吸风口414处设有第一翻边416，所述蜗壳411  上靠近风机电机412输出端的一侧的吸

风口414处设有导风圈417，所述导风圈417上设有第二翻边4171。第一翻边416和第二翻边

4171  均能够降低噪音，加大静压。

[0033] 在本实用新型更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吹风风机41处罩设有保护罩46，所述保护

罩46顶部或上部设有用于进风的开口。这样是为了进一步使吹风风机41能吸取到厨房中最

清洁的空气，即将吸入口  (即用于进风的开口)设于烟机顶上(即保护罩46顶部或上部)，吹

风风机41吸取的空气是厨房上部的空气，比较清新，远离灶台和抽油烟组件3，没有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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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在本实用新型更具体的实施例中，为了使风道系统管道阻力低、长度短、转接顺

畅，所述吹风风机41为输出口朝下的竖式风机，这样管道弯折少，通风顺畅。

[0035] 当然，所述吹风风机41也可以为卧式，其进风口优选朝上，并在该进风口处设置滤

网。

[0036] 在本实用新型更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导风管道42的拐角位置具有弧形过渡面

423。这样能使风道平滑顺畅，使风流动顺畅，并减少能量损失。当然，如图5所示，为了使风

均匀从出风口422吹出，导风管道42的左侧壁424和右侧壁425为具有斜度的过渡面，这样气

流向左右两侧扩散。

[0037] 在本实用新型更具体的实施例中，如图4所示，所述第一开合驱动装置45包括固定

在外壳1上的第一驱动电机451，所述第一驱动电机451输出端和导风盖板44的下部之间有

连接二者的第一连杆组件452，且所述导风盖板44的上部铰接在外壳1上。第一连杆组件 

452包括两个连杆，其中一个连杆两端分别转动连接在导风盖板44 的下部和另一连杆的一

端，另一连杆的另一端连接在第一驱动电机  451输出端。第一驱动电机451转动时，带动导

风盖板44的下部内外翻转，从而实现导风盖板44自动打开和关闭。

[0038] 在本实用新型更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抽油烟组件3包括吸排离心机31，所述吸排

离心机31前方设有倾斜的吸烟面板32，所述吸烟面板32上设有吸烟格栅口33，所述吸烟格

栅口33处设有能开合吸烟格栅口33的拢烟板34，所述拢烟板34连接有能驱动其开合的第二

开合驱动装置(图中未示出)。吸排离心机31将做饭时产生的油烟从吸烟格栅口33处吸入，

并通过排烟管道排出到外面。拢烟板34具有拢烟作用，即阻隔油烟，使得烹饪油烟气于吸烟

格栅口33处抽吸干净，不会上升逸散。此外，拢烟板34还能隔断出风口422吹出的风，避免吸

排离心机31将出风口422吹出的风吸走。

[0039] 优选的，为了进一步使吹风风机41抽取清洁的空气，将抽油烟组件3的吸排离心机

31设于吸油烟腔2的下部。

[0040] 在本实用新型更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出风口422处于导风盖板  44和拢烟板34之

间的位置。出风口422吹出的风会形成一道气幕，阻挡外侧空气流入吸烟格栅口33，具有拢

烟作用，增加抽油烟组件3 的吸烟效果。

[0041] 优选的，所述第二开合驱动装置(图上未示出，结构类似于第一开合驱动装置45)

包括固定在外壳1上的第二驱动电机，所述第二驱动电机输出端和拢烟板34的下部之间有

连接二者的第二连杆组件  (所述第二连杆组件结构类似于第一连杆组件452，这里不再赘

述)，且所述拢烟板34的上部铰接在外壳1上。

[0042] 显然，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了清楚说明本实用新型所作的举例，而

并非是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

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

穷举。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

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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