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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集成灶的集烟柜安装

结构,集成灶包括机体、灶台、燃烧系统和吸风挡

板，灶台安装在机体上，吸风挡板位于灶台上部，

机体的下部设置有排风道，机体内设置有集烟装

置，集烟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吸风室和集烟柜，

集烟柜里设置有风机蜗壳组件，集烟柜的具有一

后板和下盖板，后板设置有挂肋，所述机体具有

后封板和底座，后封板具有对应所述挂肋设置并

供其滑行的导槽，集烟柜在所述挂肋沿着导槽滑

行直至所述下盖板抵触所述底座后被限位在机

体内。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结构简单，安装方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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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集成灶的集烟柜安装结构,集成灶包括机体、灶台、燃烧系统和吸风挡板，灶台

安装在机体上，吸风挡板位于灶台上部，机体的下部设置有排风道，机体内设置有集烟装

置，集烟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吸风室和集烟柜，集烟柜里设置有风机蜗壳组件，其特征在

于，集烟柜的具有一后板和下盖板，后板设置有挂肋，所述机体具有后封板和底座，后封板

具有对应所述挂肋设置并供其滑行的导槽，集烟柜在所述挂肋沿着导槽滑行直至所述下盖

板抵触所述底座后被限位在机体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集成灶的集烟柜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挂肋为形成

后封板后表面的凸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集成灶的集烟柜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挂肋为形成

后封板后表面的挂钩，所述挂钩的开口向下，所述导槽内设置有挂槽，集烟柜被限位在机体

内时，挂钩插入所述挂槽内。

4.根据权利要求1至权利要求3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种集成灶的集烟柜安装结构，其

特征在于，所述导槽共有二道分别平行设置于后封板的左右两侧，对应每一道导槽所述后

板具有两个分处上下位置的挂肋。

5.根据权利要求1至权利要求3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种集成灶的集烟柜安装结构，其

特征在于，集烟柜包括罩体、上盖板和所述下盖板，上盖板和下盖板分别封装于罩体的上下

两端口，上盖板设置有进风口，下盖板设置有出风口，所述罩体由一平板经卷制工艺和焊接

工艺而形成，罩体包括依次通过弧形板连接的前板、左板、右板和所述的后板。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集成灶的集烟柜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下盖板包括

承接部和底板，承接部形成于底板的边缘以与所述罩体对接连接，所述底板相对承接部倾

斜设置而形成所述位置最低的角落，底板在位置最低的角落设置有出油口。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集成灶的集烟柜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罩体的下端

口经卷制工艺形成有凹折部，所述下盖板封装于罩体的下端口时，凹折部处在承接部的内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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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集成灶的集烟柜安装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集成灶的集烟柜安装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集成灶是一种集吸油烟机、燃气灶、消毒柜、储藏柜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厨房电

器，具有节省空间、抽油烟效果好，节能低耗环保等优点，近年来越来越受到更多家庭的喜

爱。

[0003] 现有的集成灶包括机体、安装在机体上的灶台、位于灶台上部的吸风挡板、位于灶

台下方的燃烧系统和与吸风挡板的吸风口连通的风道等部件，风道由依次连接的吸风室、

涡轮风机和出风管所组成，涡轮风机由蜗壳和蜗壳内的由电机驱动的叶轮组成，通过风轮

的转动使蜗壳产生负压，使吸风口吸入的油烟并经风道加以排放。为了安全起见及降低涡

轮风机所产生的噪音，人们使用一种整体呈倒梯形结构的集烟柜将整个涡轮风机安装在其

内部，目前集烟柜的安装结构繁杂，存在改进的必要。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结构简单，安装方便的集成灶的集烟柜安装结构。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集成灶的集烟柜安装结构,集成灶包括机体、灶台、燃烧系统和吸风挡板，灶

台安装在机体上，吸风挡板位于灶台上部，机体的下部设置有排风道，机体内设置有集烟装

置，集烟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吸风室和集烟柜，集烟柜里设置有风机蜗壳组件，集烟柜的具

有一后板和下盖板，后板设置有挂肋，所述机体具有后封板和底座，后封板具有对应所述挂

肋设置并供其滑行的导槽，集烟柜在所述挂肋沿着导槽滑行直至所述下盖板抵触所述底座

后被限位在机体内。

[0007]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结构简单，安装方便。

[0008] 本实用新型可通过如下方案进行改进：

[0009] 所述挂肋为形成后封板后表面的凸块。

[0010] 所述挂肋为形成后封板后表面的挂钩，所述挂钩的开口向下，所述导槽内设置有

挂槽，集烟柜被限位在机体内时，挂钩插入所述挂槽内。

[0011] 所述导槽共有二道分别平行设置于后封板的左右两侧，对应每一道导槽所述后板

具有两个分处上下位置的挂肋。

[0012] 集烟柜包括罩体、上盖板和所述下盖板，上盖板和下盖板分别封装于罩体的上下

两端口，上盖板设置有进风口，下盖板设置有出风口，所述罩体由一平板经卷制工艺和焊接

工艺而形成，罩体包括依次通过弧形板连接的前板、左板、右板和所述的后板。

[0013] 所述下盖板包括承接部和底板，承接部形成于底板的边缘以与所述罩体对接连

接，所述底板相对承接部倾斜设置而形成所述位置最低的角落，底板在位置最低的角落设

置有出油口。出油口设置于该角落中后，集烟柜在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油污混杂物可以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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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地通过出油口顺畅地排出集烟柜外部，结构十分简单。

[0014] 所述罩体的下端口经卷制工艺形成有凹折部，所述下盖板封装于罩体的下端口

时，凹折部处在承接部的内部。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实施例中集成灶的整体结构三维状态示意图。

[0016] 图2是实施例中集成灶的三维部分分解状态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实施例中集烟柜安装在集成灶的机体内的一个纵向剖视图。

[0018] 图4是实施例中集烟柜安装在集成灶的机体内的一个横向剖视图。

[0019] 图5是实施例中集烟柜的一个横向剖视图。

[0020] 图6是实施例中集烟柜的一个纵向剖视图。

[0021] 图7是实施例中罩体、上盖板和下盖板组合的整体结构三维状态示意图。

[0022] 图8是实施例中罩体、上盖板和下盖板的分解三维状态示意图。

[0023] 图9是图4所示图中I的放大状态结构示意图。

[0024] 图10是图6所示图中II的放大状态结构示意图。

[0025] 图11是图6所示图中III的放大状态结构示意图。

[0026] 图12是实施例中下盖板的整体结构三维状态示意图。

[0027] 图13是实施例中下盖板的俯视状态结构示意图。

[0028] 图14是图13所示图中B-B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5是图13所示图中A-A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如附图1至附图15所示，一种集成灶包括机体1、灶台2、燃烧系统3和吸风挡板4，灶

台2安装在机体1上，吸风挡板4位于灶台2上部，机体1的下部设置有排风道，机体1内设置有

集烟装置，集烟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吸风室和集烟柜5，吸风室与吸风挡板4的吸风口611连

通，集烟柜5里设置有风机蜗壳组件。

[0031] 集烟柜5包括罩体51、上盖板52和下盖板53，上盖板52和下盖板53分别封装于罩体

51的上下两端口，上盖板52设置有进风口521，下盖板53设置有出风口531和出油口532。

[0032] 所述罩体51由一平板经卷制工艺和焊接工艺而形成，罩体51包括依次通过弧形板

连接的前板511、左板512、后板513和右板514。所述罩体51的上端口经卷制工艺形成有内翻

边，内翻边的自由端向罩体51中心延伸形成有抵压部515，所述上盖板52的边缘形成的支撑

部522，所述上盖板52封装于罩体51的上端口时，支撑部522抵压所述抵压部515。

[0033] 下盖板53倾斜设置于所述罩体51上使下盖板53形成有相对罩体51位置最低的角

落533，所述出油口532设置于该角落533中。具体而言，所述下盖板53包括承接部534和底板

535，承接部534形成于底板535的边缘以与所述罩体51对接连接，所述底板535相对承接部

534倾斜设置而形成所述位置最低的角落533。所述底板535相对承接部534的倾斜角度在纵

向上为a度，在横向上为b度。

[0034] 所述罩体51的下端口经卷制工艺形成有凹折部516，所述下盖板53封装于罩体51

的下端口时，凹折部516处在承接部534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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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所述出风口531偏离下盖板53的中心且远离所述位置最下的角落设置，下盖板53

封装于罩体51的下端口后，出风口531靠近罩体51的后板513一侧。吸风室与进风口521连

通，出风口531与排风道连通。

[0036] 所述出油口532连接有排油管道，机体1内设置有回收罐，排油管道连接到回收罐

中，排油管道也可以直接连通到机休外部与其它回收装置中。

[0037] 所述风机蜗壳组件包括蜗壳61、叶轮62和电机63，蜗壳61安装在罩体51内壁上，电

机63安装在蜗壳61内腔中，所述叶轮62具有叶片并安装连接在电机63上；蜗壳61具有吸风

口611和排风口612，吸风口611设置在蜗壳61的侧面并朝向所述罩体51的前板511，排风口

612设置在蜗壳61的下端面并与所述进风口521对接连通。

[0038] 集烟柜的后板513设置有挂肋517，所述机体1具有后封板11和底座12，后封板11具

有对应所述挂肋517设置并供其滑行的导槽111，集烟柜5在所述挂肋517沿着导槽111滑行

直至所述下盖板52抵触所述底座12后被限位在机体1内。具体地说，所述挂肋517可以为形

成后封板11后表面的凸块。所述挂肋517也可以为形成后封板11后表面的挂钩，所述挂钩的

开口向下，所述导槽111内设置有挂槽，集烟柜被限位在机体1内时，挂钩插入所述挂槽内。

[0039] 所述导槽111共有二道分别平行设置于后封板11的左右两侧，对应每一道导槽111

所述后板具有两个分处上下位置的挂肋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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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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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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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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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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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图12

说　明　书　附　图 6/7 页

11

CN 208671096 U

11



图13

图14

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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