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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厨房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是

涉及一种静电光解复合油烟净化器。包括净化器

壳体，所述净化器壳体的一侧设置有进风口，相

对的另一侧设置有出风口；所述净化器壳体内设

置有过滤组件、静电过滤器、活性炭吸附组件、光

解组件和抽风装置；所述过滤组件靠近所述进风

口，包括过滤网和旋风过滤器，所述过滤网倾斜

设置，所述旋风过滤器设置在所述过滤网的一

侧；所述抽风装置靠近所述出风口设置。本实用

新型提供的一种静电光解复合油烟净化器，提高

过滤的效率，减小油渍的沉积，便于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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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静电光解复合油烟净化器，包括净化器壳体(101)，其特征在于：所述净化器壳

体(101)的一侧设置有进风口(102)，相对的另一侧设置有出风口(103)；

所述净化器壳体(101)内设置有过滤组件、静电过滤器(203)、活性炭吸附组件(204)、

光解组件和抽风装置；所述过滤组件靠近所述进风口(102)，包括过滤网(201)和旋风过滤

器(202)，所述过滤网(201)倾斜设置，所述旋风过滤器(202)设置在所述过滤网(201)的一

侧；所述抽风装置靠近所述出风口(103)设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静电光解复合油烟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静电过滤器

(203)包括正极板(2032)和负极板(2031)；

所述负极板(2031)靠近所述进风口(102)，所述正极板(2032)远离所述进风口(102)且

与所述负极板(2031)正对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静电光解复合油烟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光解组件包

括灯架(206)和设置在所述灯架(206)上的UV紫外线灯(205)；

多个所述UV紫外线灯(205)竖直等距离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静电光解复合油烟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光解组件的

两侧设置有活性炭吸附组件(204)。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静电光解复合油烟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抽风装置为

吸气风扇(208)。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静电光解复合油烟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净化器内设

置有滑轨(104)，所述过滤组件、所述静电过滤器(203)、所述活性炭吸附组件(204)、所述光

解组件和所述抽风装置滑动设置在所述滑轨(104)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静电光解复合油烟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净化器的底

部开设有排油孔(106)，所述净化器底部的下方设置有集油室(301)，所述集油室(301)的内

壁倾斜设置。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静电光解复合油烟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集油室

(301)一侧设置有集油盒(302)，所述集油盒(302)滑动设置在所述集油室(30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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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电光解复合油烟净化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厨房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静电光解复合油烟净化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餐饮业快速发展，在宾馆、饭

馆、酒家、餐厅等场所，会产生大量的油烟，现有技术通常采用抽烟烟机将油烟从厨房排到

室外，对大气环境会造成污染，严重影响城市卫生。目前市场上的各类油烟净化器，除烟不

彻底，油渍沉积，给清洗造成了很大困难。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静电光解复合油烟净化器，提高过滤的效率，减小

油渍的沉积，便于清洗。

[0004]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实用新型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5] 一种静电光解复合油烟净化器，包括净化器壳体，所述净化器壳体的一侧设置有

进风口，相对的另一侧设置有出风口；

[0006] 所述净化器壳体内设置有过滤组件、静电过滤器、活性炭吸附组件、光解组件和抽

风装置；所述过滤组件靠近所述进风口，包括过滤网和旋风过滤器，所述过滤网倾斜设置，

所述旋风过滤器设置在所述过滤网的一侧；所述抽风装置靠近所述出风口设置。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油烟从进风口进入净化器壳体内，经过滤网过滤后进入

旋风过滤器，旋风过滤器能够带动油烟旋转，油烟中的大颗粒受离心力作用而分离出去，甩

到净化器壳体的内壁上，最终受重力作用回流；油烟在接有高压直流电源的负极板(又称电

晕极)和接地的正极板之间所形成的高压电场通过时，由于阴极发生电晕放电、气体被电

离，此时，带负电的气体离子，在电场力的作用下，向正极板运动，在运动中与油烟颗粒相

碰，则使油烟颗粒荷以负电，荷电后的油烟颗粒在电场力的作用下，亦向正极板运动，到达

正极板后，放出所带的电子，油烟颗粒则沉积于正极板上，而得到净化的气体排出净化器

外；活性炭吸附组件能够有效吸除油烟中的颗粒；光解组件可以裂解并氧化油脂分子；抽风

组件将油烟吸入净化器壳体内，提高进气量。

[0008]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静电过滤器包括正极板和负极板；

[0009] 所述负极板靠近所述进风口，所述正极板远离所述进风口且与所述负极板正对设

置。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油烟在接有高压直流电源的负极板(又称电晕极)和接地

的正极板之间所形成的高压电场通过时，由于阴极发生电晕放电、气体被电离，此时，带负

电的气体离子，在电场力的作用下，向正极板运动，在运动中与油烟颗粒相碰，则使油烟颗

粒荷以负电，荷电后的油烟颗粒在电场力的作用下，亦向正极板运动，到达正极板后，放出

所带的电子，油烟颗粒则沉积于正极板上，而得到净化的气体排出净化器外。

[001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光解组件包括灯架和设置在所述灯架上的UV紫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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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灯；

[0012] 多个所述UV紫外线灯竖直等距离设置。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UV紫外线灯照射油烟中的油脂，裂解油脂的分子键，使呈

游离状态的油脂分子与臭氧氧化结合成小分子无害或低害的化合物，如二氧化碳、水等；UV

紫外线灯分解空气中的氧分子产生游离氧，即活性氧，因游离氧所携正负电子不平衡所以

需与氧分子结合，进而产生臭氧，臭氧的强氧化性能够清除油烟的异味。

[0014]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光解组件的两侧设置有活性炭吸附组件。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活性炭吸附组件具有较强的吸附能力，能够将油烟的油

脂颗粒吸除。

[0016]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抽风装置为吸气风扇。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提高油烟的进气量，进而提高油烟的净化率。

[0018]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净化器的底部设置有滑轨，所述过滤组件、所述静

电过滤器、所述活性炭吸附组件、所述光解组件和所述抽风装置滑动设置在所述滑轨上。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方便各组件的安装、定期清洗、维护和更换。

[0020]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净化器的底部开设有排油孔，所述净化器底部的

下方设置有集油室，所述集油室的内壁倾斜设置。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净化器壳体内的油脂受重力作用流到净化器的底部，通

过排油口进入集油室，集油室倾斜的内壁有利于油脂的回流收集。

[0022]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集油室一侧设置有集油盒，所述集油盒滑动设置

在所述集油室上。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方便将集油盒取出并清洗。

[0024]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0025] 1 .油烟从进风口进入净化器壳体内，经过滤网过滤后进入旋风过滤器，旋风过滤

器能够带动油烟旋转，油烟中的大颗粒受离心力作用而分离出去，甩到净化器壳体的内壁

上，最终受重力作用回流；油烟在接有高压直流电源的负极板(又称电晕极)和接地的正极

板之间所形成的高压电场通过时，由于阴极发生电晕放电、气体被电离，此时，带负电的气

体离子，在电场力的作用下，向正极板运动，在运动中与油烟颗粒相碰，则使油烟颗粒荷以

负电，荷电后的油烟颗粒在电场力的作用下，亦向正极板运动，到达正极板后，放出所带的

电子，油烟颗粒则沉积于正极板上，而得到净化的气体排出净化器外；活性炭吸附组件能够

有效吸除油烟中的颗粒；抽风组件将油烟吸入净化器壳体内，提高进气量。

[0026] 2.UV紫外线灯照射油烟中的油脂，裂解油脂的分子键，使呈游离状态的油脂分子

与臭氧氧化结合成小分子无害或低害的化合物，如二氧化碳、水等；UV紫外线灯分解空气中

的氧分子产生游离氧，即活性氧，因游离氧所携正负电子不平衡所以需与氧分子结合，进而

产生臭氧，臭氧的强氧化性能够清除油烟的异味。

[0027] 3.净化器壳体内的油脂受重力作用流到净化器的底部，通过排油口进入集油室，

集油室倾斜的内壁有利于油脂的回流收集；集油室一侧设置有集油盒，集油盒滑动设置在

集油室上，方便将集油盒取出并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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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静电光解复合油烟净化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静电光解复合油烟净化器各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静电光解复合油烟净化器壳体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中，101、净化器壳体；102、进风口；103、出风口；104、滑轨；105、支脚；106、排油

孔；201、过滤网；202、旋风过滤器；203、静电过滤器；2031、负极板；2032、正极板；204、活性

炭吸附组件；205、UV紫外线灯；206、灯架；207、滤材层；208、吸气风扇；301、集油室；302、集

油盒；401、净化器门。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3] 参照图1，为本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静电光解复合油烟净化器，包括净化器壳体

101，净化器壳体101的一侧为进风口102，相对的另一侧为出风口103，油烟从进风口102进

入净化器壳体101内，经净化器处理后从出风口103排出。净化器的一侧铰接有净化器门

401，保护内部的组件且方便打开清理。净化器的底部安装有支脚105，用于固定支撑。

[0034] 参照图1和图2，净化器壳体101内依次设置有过滤组件、静电过滤器203、活性炭吸

附组件204、光解组件和抽风装置，净化器的底部设置有滑轨104，过滤组件、静电过滤器

203、活性炭吸附组件204、光解组件和抽风装置滑动设置在滑轨104上，方便取出清理。过滤

组件靠近进风口102设置，包括过滤网201和旋风过滤器202，过滤网201倾斜设置在滑轨104

上，过滤网201靠近净化器门401的一侧固定安装有把手，可以方便将过滤网201拉出；旋风

过滤器202安装在过滤网201远离进风口102的一侧，旋风过滤器202能够带动油烟旋转，油

烟中的大颗粒受离心力作用而分离出去，甩到净化器壳体101的内壁上，最终受重力作用回

流。静电过滤器203包括正极板2032和负极板2031，负极板2031靠近进风口102，正极板2032

与负极板2031正对，负极板2031接有高压直流电源，正极板2032接地，正极板2032和负极板

2031之间形成的高压电场。当油烟通过静电过滤器203时，由于阴极发生电晕放电、气体被

电离，此时，带负电的气体离子，在电场力的作用下，向正极板2032运动，在运动中与油烟颗

粒相碰，则使油烟颗粒荷以负电，荷电后的油烟颗粒在电场力的作用下，亦向正极板2032运

动，到达正极板2032后，放出所带的电子，油烟颗粒则沉积于正极板2032上。光解组件包括

灯架206和安装在灯架206上的多个UV紫外线灯205，UV紫外线灯205在竖直方向上等距离安

装，保证照射的充分。UV紫外线灯205照射油烟中的油脂，裂解油脂的分子键，使呈游离状态

的油脂分子与臭氧氧化结合成小分子无害或低害的化合物，如二氧化碳、水等；UV紫外线灯

205分解空气中的氧分子产生游离氧，即活性氧，因游离氧所携正负电子不平衡所以需与氧

分子结合，进而产生臭氧，臭氧的强氧化性能够清除油烟的异味。在光解组件的两侧安装有

活性炭吸附组件204，利用活性炭的强吸附性，吸除油烟中的油脂。在活性炭吸附组件204与

抽风装置之间倾斜设置有滤材层207，可以进一步过滤油烟。抽风装置靠近出风口103，这里

采用吸气风扇208，提高油烟的进气量，将油烟吸入净化器内过滤净化。

[0035] 参照图2和图3，净化器底部开设有排油孔106，下方设置有集油室301，且集油室

301的内壁倾斜，集油室301内一侧滑动安装有集油盒302，集油盒302可以向外抽出。净化器

壳体101内的油脂受重力作用流下经排油孔106进入集油室301，集油室301倾斜的内壁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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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油脂流下，进入集油盒302，方便将集油盒302取出并清洗。

[0036]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油烟从进风口102进入净化器壳体101内，经过滤网201过

滤后进入旋风过滤器202，旋风过滤器202能够带动油烟旋转，油烟中的大颗粒受离心力作

用而分离出去，甩到净化器壳体101的内壁上，最终受重力作用回流；油烟在接有高压直流

电源的负极板2031(又称电晕极)和接地的正极板2032之间所形成的高压电场通过时，由于

阴极发生电晕放电、气体被电离，此时，带负电的气体离子，在电场力的作用下，向正极板

2032运动，在运动中与油烟颗粒相碰，则使油烟颗粒荷以负电，荷电后的油烟颗粒在电场力

的作用下，亦向正极板2032运动，到达正极板2032后，放出所带的电子，油烟颗粒则沉积于

正极板2032上，而得到净化的气体排出净化器外；活性炭吸附组件204能够有效吸除油烟中

的颗粒；UV紫外线灯205照射油烟中的油脂，裂解油脂的分子键，使呈游离状态的油脂分子

与臭氧氧化结合成小分子无害或低害的化合物，如二氧化碳、水等；UV紫外线灯205分解空

气中的氧分子产生游离氧，即活性氧，因游离氧所携正负电子不平衡所以需与氧分子结合，

进而产生臭氧，臭氧的强氧化性能够清除油烟的异味；抽风组件将油烟吸入净化器壳体101

内，提高进气量。

[0037]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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