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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静电除油烟装置、净化抽油烟装置及系

统

(57)摘要

一种静电除油烟装置、净化抽油烟装置及系

统，包括绝缘外壳，绝缘外壳为两端开口的中空

柱体结构，绝缘外壳内一端设有第一放电组件，

绝缘外壳内另一端设有过滤油烟组件，过滤油烟

组件包括沿绝缘外壳轴向设置的静电油烟收集

板；第一放电组件对油烟颗粒电离得到油烟带电

颗粒，并通过静电油烟收集板对油烟带电颗粒吸

附聚集在静电油烟收集板表面。通过对部件结构

的合理设置，根据负荷控制开启风管的个数，增

加捕烟效率，同时为加热吹灰的自清洁模式，达

到静电吸附油烟以及自动清洁静电油烟收集板

的作用，提高装置的工作效率和寿命，整体装置

具有噪音小、能耗低、净化效率高和节能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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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静电除油烟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绝缘外壳(1‑3)，绝缘外壳(1‑3)为两端开口

的中空柱体结构，绝缘外壳(1‑3)内一端设有第一放电组件(1‑1)，绝缘外壳(1‑3)内另一端

设有过滤油烟组件(1‑2)，所述过滤油烟组件(1‑2)包括沿绝缘外壳(1‑3)轴向设置的静电

油烟收集板(1‑21)；

第一放电组件(1‑1)对油烟颗粒电离得到油烟带电颗粒，并通过静电油烟收集板(1‑

21)对油烟带电颗粒吸附聚集在静电油烟收集板(1‑21)表面。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静电除油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油烟组件(1‑2)还包括

设在静电油烟收集板(1‑21)远离第一放电组件(1‑1)一侧的加热金属板(1‑22)，静电油烟

收集板(1‑21)和加热金属板(1‑22)下方设有集污槽(1‑23)。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静电除油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放电组件(1‑1)包括设

在绝缘外壳(1‑3)内的第一支板(1‑11)，第一支板(1‑11)靠近绝缘外壳(1‑3)一端均匀设有

第一放电针(1‑12)。

4.一种净化抽油烟装置，包括相互连通的集烟罩(4)和烟筒(3)，其特征在于，烟筒(3)

内设有静电除油烟装置(1)，所述静电除油烟装置(1)为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静电除油

烟装置。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净化抽油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静电除油烟装置(1)和集烟

罩(4)间的烟筒(3)内设有负压吸油烟装置(2)；

所述负压吸油烟装置(2)包括至少2组风管(2‑0)，风管(2‑0)一端与集烟罩(4)连通为

风口(4‑1)，风管(2‑0)另一端开口与烟筒(3)连通；

每组风管(2‑0)内设有至少一组电离风动力单元(2‑1)，所述电离风动力单元(2‑1)包

括自上而下设置的电离收集板(2‑11)和第二放电组件(2‑12)。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净化抽油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放电组件(2‑12)包括设

在风管(2‑0)内的第二支板(2‑121)和均匀设在第二支板(2‑121)上方的第二放电针(2‑

122)。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净化抽油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负压吸油烟装置(2)还包括

设在电离风动力单元(2‑1)下方、且在风口(4‑1)内的过滤网(2‑2)。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净化抽油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负压吸油烟装置(2)包括9组

风管(2‑0)，每组风管(2‑0)内设有3组电离风动力单元(2‑1)。

9.如权利要求4‑7任一所述的净化抽油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集烟罩(4)的风口(4‑

1)处设有油烟过滤罩(5)。

10.一种净化抽油烟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净化抽油烟装置，所述净化抽油烟装置为

权利要求4‑9任一所述的净化抽油烟装置；

还包括监测模块，所述监测模块包括风口烟气传感器(7)、风口温度传感器(8)和出口

烟气质量传感器(6)，风口烟气传感器(7)和风口温度传感器(8)用于获取灶台处的烟气浓

度和温度，出口烟气质量传感器(6)用于获取经过净化抽油烟装置的空气质量；

还包括控制模块，所述控制模块用于根据监测模块获取的数据，控制所述净化抽油烟

装置中的静电除油烟装置(1)和负压吸油烟装置(2)的运行；

还包括电源模块，所述电源模块用于给净化抽油烟装置、监测模块和控制模块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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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静电除油烟装置、净化抽油烟装置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抽油烟机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静电除油烟装置、净化抽油烟装置

及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抽油烟机成为了万千人家必备的厨房电器。如今市面上大部分的抽油烟机都采用

风机作为抽吸油烟的动力装置，然而传统风机在实用过程中具有噪音大，能耗大等缺点。另

外油烟中含有大量的固体小颗粒和有害气体，如果没有经过净化装置处理就排出室外，会

造成环境污染问题，例如大气雾霾等。抽油烟机的净化功能大多以金属过滤网为主，这只能

初步过滤大颗粒油滴，油烟去除效率低；而活性炭的吸附材料很快会被大量油烟吸附饱和，

需要频繁更换因而造成浪费，不适用于国内大量油烟净化；紧接着是静电除尘在油烟净化

领域的应用，但这种净化器由于积尘板上集灰太多时会大大削弱电离效果，甚至会在机器

内进行二次扬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抽油烟机的性能的需求不仅仅只

限于传统的基本功能，而是更加追逐高品质的生活体验。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静电除油烟装置、净化抽油烟装置及系

统，通过对部件结构的合理设置，根据负荷控制开启风管的个数，增加捕烟效率，同时为加

热吹灰的自清洁模式，达到静电吸附油烟以及自动清洁静电油烟收集板的作用，提高装置

的工作效率和寿命，整体装置具有噪音小、能耗低、净化效率高和节能等特点。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包括：

[0005] 一种静电除油烟装置，包括绝缘外壳，绝缘外壳为两端开口的中空柱体结构，绝缘

外壳内一端设有第一放电组件，绝缘外壳内另一端设有过滤油烟组件，过滤油烟组件包括

沿绝缘外壳轴向设置的静电油烟收集板；第一放电组件对油烟颗粒电离得到油烟带电颗

粒，并通过静电油烟收集板对油烟带电颗粒吸附聚集在静电油烟收集板表面。

[0006] 优选的，过滤油烟组件还包括设在静电油烟收集板远离第一放电组件一侧的加热

金属板，静电油烟收集板和加热金属板下方设有集污槽。

[0007] 优选的，第一放电组件包括设在绝缘外壳内的第一支板，第一支板靠近绝缘外壳

一端均匀设有第一放电针。

[0008] 一种净化抽油烟装置，包括相互连通的集烟罩和烟筒，烟筒内设有静电除油烟装

置，静电除油烟装置为本实用新型公开的静电除油烟装置。

[0009] 优选的，静电除油烟装置和集烟罩间的烟筒内设有负压吸油烟装置；负压吸油烟

装置包括至少2组风管，风管一端与集烟罩连通为风口，风管另一端开口与烟筒连通；每组

风管内设有至少一组电离风动力单元，电离风动力单元包括自上而下设置的电离收集板和

第二放电组件。

[0010] 优选的，第二放电组件包括设在风管内的第二支板和均匀设在第二支板上方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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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放电针。

[0011] 优选的，负压吸油烟装置还包括设在电离风动力单元下方、且在风口内的过滤网。

[0012] 优选的，负压吸油烟装置包括9组风管，每组风管内设有3组电离风动力单元。

[0013] 优选的，集烟罩的风口处设有油烟过滤罩。

[0014] 一种净化抽油烟系统，包括净化抽油烟装置，净化抽油烟装置为本实用新型公开

的净化抽油烟装置；还包括监测模块，监测模块包括风口烟气传感器、风口温度传感器和出

口烟气质量传感器，风口烟气传感器和风口温度传感器用于获取灶台处的烟气浓度和温

度，出口烟气质量传感器用于获取经过净化抽油烟装置的空气质量；还包括控制模块，控制

模块用于根据监测模块获取的数据，控制净化抽油烟装置中的静电除油烟装置和负压吸油

烟装置的运行；还包括电源模块，电源模块用于给净化抽油烟装置、监测模块和控制模块供

电。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为：

[0016] (1)一种静电除油烟装置，通过对部件结构的合理设置，整体为加热吹灰的自清洁

模式，达到静电吸附油烟以及自动清洁静电油烟收集板的作用，此套装置具有噪音小、能耗

低、净化效率高和节能等特点，同时提高装置的工作效率和寿命。

[0017] (2)一种净化抽油烟装置及系统，通过对部件结构的合理设置，烟筒内部由多组风

管组成，为了增加离子风的风速和风量，每个风管里设有多组串联的电离风动力单元，在保

证抽油烟动力的同时降低噪音，每个风管的前端设有过滤网，用于初步过滤油烟。

[0018] (3)一种净化抽油烟装置及系统，通过对部件结构的合理设置，根据负荷控制开启

风管的个数，整体由效率高、能耗低、净化效率高和节能等特点。

附图说明

[0019] 附图是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下面的具

体实施方式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但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制。在附图中：

[0020] 图1为本发明静电除油烟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净化油烟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图2中负压吸油烟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的油烟捕集原理图；

[0024] 图中各标号表示为：1静电除油烟装置；1‑1第一放电组件；1‑11第一支板；  1‑12第

一放电针；1‑2过滤油烟组件；1‑21静电油烟收集板；1‑22加热金属板；1‑23集污槽；1‑3绝缘

外壳；2负压吸油烟装置；2‑0风管；2‑1电离风动力单元；2‑11电离收集板；2‑12第二放电组

件；2‑121第二支板；2‑122第二放电针；2‑2过滤网；3烟筒；4集烟罩；4‑1风口；5油烟过滤罩；

6出口烟气质量传感器；7风口烟气传感器；8风口温度传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所述是对本发明的解释而不是限

定。

[0026] 本实用新型公开的设备均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型号：

[0027] 出口烟气质量传感器6为深圳市鸿瑞泰电子有限公司的CRK‑018‑Y油烟传感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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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灵敏度高，检测精度高，适用于各种应用集成；

[0028] 风口烟气传感器7为深圳市鸿瑞泰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AGNC002烟气传感器，该产

品可通过组态软件等直接进行通信，方便二次开发；

[0029] 风口温度传感器8为苏州优利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TNTST/A温度传感器，该产品耐

高温，导热快速；

[0030] 控制模块包括p  l  c控制器和继电器，p  l  c控制器为三菱p  l  c控制器  FX1  S‑

14MR，继电器为欧姆龙LY2N‑J  DC24  BY  OM  I通用继电器；

[0031] 电源模块为苏州派尔机电的HCP系列通用型直流电源供应器和AC‑DC电源模块，该

产品体积小，采用PWM调制，晶体模块的消耗功率低，效率高，更省电，输入电压AC为220V，输

出电压和输出电流为0‑额定值。

[0032] 一种静电除油烟装置，包括绝缘外壳1‑3，绝缘外壳1‑3为两端开口的中空柱体结

构，绝缘外壳1‑3内一端设有第一放电组件1‑1，绝缘外壳1‑3内另一端设有过滤油烟组件1‑

2，过滤油烟组件1‑2包括沿绝缘外壳1‑3轴向设置的静电油烟收集板1‑21；第一放电组件1‑

1对油烟颗粒电离得到油烟带电颗粒，并通过静电油烟收集板1‑21对油烟带电颗粒吸附聚

集在静电油烟收集板1‑21  表面；

[0033] 其作用为：绝缘外壳1‑3用于对外界绝缘，使得绝缘外壳1‑3内的电磁场不会受到

外界的干扰；第一放电组件1‑1用于对周围气体放电，周围空气被电离后在绝缘外壳1‑3内

扩散，空气中的油烟颗粒物和有害气体结合形成带电颗粒；带电的油烟颗粒受到了电磁场

力的作用而向过滤油烟组件1‑2运动，在静电油烟收集板1‑21上吸附聚集，从而达到静电吸

附油烟的效果。

[0034] 具体的，过滤油烟组件1‑2还包括设在静电油烟收集板1‑21远离第一放电组件1‑1

一侧的加热金属板1‑22，静电油烟收集板1‑21和加热金属板1‑22下方设有集污槽1‑23；

[0035] 其作用为：加热金属板1‑22用于加热聚集在静电油烟收集板1‑21上的油滴小颗

粒，使整个装置在空负荷运作时将含尘颗粒吹落至位于下方的集污槽  1‑23里，以达到有效

清洁静电油烟收集板1‑21的作用，从而维护机器的工作效率和寿命；同时集污槽1‑23下方

的底板可拆卸，方便定期清理。

[0036] 具体的，第一放电组件1‑1包括设在绝缘外壳1‑3内的第一支板1‑11，第一支板1‑

11靠近绝缘外壳1‑3一端均匀设有第一放电针1‑12。

[0037] 一种净化抽油烟装置，包括相互连通的集烟罩4和烟筒3，烟筒3内设有静电除油烟

装置1，静电除油烟装置1为本实用新型公开的静电除油烟装置1；

[0038] 其作用为：集烟罩4和烟筒3用于传送净化抽油烟机装置抽取到的油烟，装置整体

为加热吹灰的自清洁模式，达到静电吸附油烟以及自动清洁清洁静电油烟收集板的作用，

此套装置具有噪音小，能耗低，净化效率高、节能等特点，同时也方便维护机器的工作效率

和寿命。

[0039] 具体的，静电除油烟装置1和集烟罩4间的烟筒3内设有负压吸油烟装置2；负压吸

油烟装置2包括至少2组风管2‑0，风管2‑0一端与集烟罩4连通为风口4‑1，风管2‑0另一端开

口与烟筒3连通；每组风管2‑0内设有至少一组电离风动力单元2‑1，电离风动力单元2‑1包

括自上而下设置的电离收集板2‑11  和第二放电组件2‑12；

[0040] 其作用为：电离风动力单元2‑1通过第二放电组件2‑12产生电晕放电，周围电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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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分子在强电场作用下向上方的电离收集板2‑11运动，同时与周围中性空气分子碰撞，

在电极之间形成离子风，使风管2‑0内产生负压效果，已达到装置整体抽油烟的功能；烟筒3

内部由多组风管2‑0组成，为了增加离子风的风速和风量，每个风管2‑0里设有多组串联的

电离风动力单元2‑1，在保证抽油烟动力的同时降低噪音。

[0041] 具体的，第二放电组件2‑12包括设在风管2‑0内的第二支板2‑121和均匀设在第二

支板2‑121上方的第二放电针2‑122。

[0042] 具体的，负压吸油烟装置2还包括设在电离风动力单元2‑1下方、且在风口4‑1内的

过滤网2‑2；其作用为：油烟由风口4‑1进入风管2‑0，过滤网2‑2  用于初步过滤油烟，过滤网

2‑2可拆卸、方便清洁，高装置的工作效率和寿命。

[0043] 优选的，负压吸油烟装置2包括9组风管2‑0，每组风管2‑0内设有3组电离风动力单

元2‑1。

[0044] 具体的，集烟罩4的风口4‑1处设有油烟过滤罩5；其作用为：油烟过滤罩  5用过二

次过滤通过过滤网2‑2的油烟气体，油烟过滤罩5可拆卸、方便清洁，高装置的工作效率和寿

命。

[0045] 一种净化抽油烟系统，包括净化抽油烟装置，净化抽油烟装置为本实用新型公开

的净化抽油烟装置；还包括监测模块，监测模块包括风口烟气传感器7、风口温度传感器8和

出口烟气质量传感器6，风口烟气传感器7和风口温度传感器8用于获取灶台处的烟气浓度

和温度，出口烟气质量传感器6用于获取经过净化抽油烟装置的空气质量；还包括控制模

块，控制模块用于根据监测模块获取的数据，控制净化抽油烟装置中的静电除油烟装置1和

负压吸油烟装置的运行2；还包括电源模块，电源模块用于给净化抽油烟装置、监测模块和

控制模块供电。

[0046] 实施例

[0047] 烹饪时会产生大量的高温油烟，当风口烟气传感器7和风口温度传感器8  检测到

烟气浓度和温度时，控制模块接收到风口烟气传感器7和风口温度传感器8的检测信息后，

电源模块开始根据负荷给若干个风管2‑0供电，风管2‑0  内的负压吸油烟装置2开始运作，

在风管2‑0内形成负压。油烟通过烟筒3在进入静电除油烟装置1后，经过第一放电组件1‑1，

过滤油烟组件1‑2后，油烟得到净化，这时出口烟气质量传感器6实时检测烟筒3出口烟气质

量，将信息反馈给控制模块，控制模块对电源模块的电压进行开度调节来控制净化效果，最

后净化后的油烟排出排烟管。

[0048] 以上结合附图详细描述了本公开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是，本公开并不限于上述实

施方式中的具体细节，在本公开的技术构思范围内，可以对本公开的技术方案进行多种简

单变型，这些简单变型均属于本公开的保护范围。

[0049]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中所描述的各个具体技术特征，在不矛

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任何合适的方式进行组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本公开对各种可

能的组合方式不再另行说明。

[0050] 此外，本发公开的各种不同的实施方式之间也可以进行任意组合，只要其不违背

本公开的思想，其同样应当视为本公开所发明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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