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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自动清洗过滤器油烟净

化器，包括油烟净化器和位于油烟净化器底部四

周的支撑架，所述油烟净化器内部沿其长度向右

依次设有进风装置、吸附装置、清洗装置和出风

装置，所述油烟净化器上设有控制器；所述控制

器分别与进风装置、吸附装置、清洗装置和出风

装置电性连接。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结构简单，

实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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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清洗过滤器油烟净化器，包括油烟净化器(1)和位于油烟净化器(1)底部四

周的支撑架(2)，其特征在于，所述油烟净化器(1)内部沿其长度向右依次设有进风装置、吸

附装置、清洗装置和出风装置，所述油烟净化器(1)上设有控制器(3)；

所述进风装置包括开在油烟净化器(1)左侧表面上的进风口(4)，进风口(4)处固定连

接有进风管道(5)，进风管道(5)进气口端固定安装有连接法兰一(6)；所述油烟净化器(1)

内上下表面固定安装有一组前置过滤网滑轨(7)，前置过滤网滑轨(7)上滑动安装有前置过

滤网(8)，前置过滤网(8)与进风口(4)位置相对应，前置过滤网(8)前表面上固定安装有前

置过滤网握持部(9)；所述油烟净化器(1)内固定安装有风扇驱动电机(10)，风扇驱动电机

(10)旋转端固定安装有吸风风扇(11)，吸风风扇(11)与前置过滤网(8)位置相对应；

所述吸附装置包括固定安装在油烟净化器(1)内上下表面的一组过滤器滑轨(12)，过

滤器滑轨(12)上滑动安装有过滤器(13)，过滤器(13)前表面上固定安装有过滤器握持部

(14)；所述过滤器(13)上均匀分布有若干个竖直阳极板(15)，阳极板(15)两端分别与过滤

器(13)固定连接；所述过滤器(13)内上下两端固定安装有一组负极联接轴(16)，负极联接

轴(16)上均匀分布有若干个竖直阴极板(17)，阴极板(17)两端分别与负极联接轴(16)固定

连接；所述竖直阳极板(15)与竖直阴极板(17)交替分部；

所述清洗装置包括固定安装在油烟净化器(1)内上下表面上的一组横向安装板(18)，

安装板(18)内开有条形凹槽(19)，条形凹槽(19)一侧内壁上设有矩形齿条(20)；所述条形

凹槽(19)上滑动安装滑动块(21)，滑动块(21)内设有步进电机(22)，步进电机(22)旋转端

上固定安装有主动齿轮(23)；所述主动齿轮(23)与矩形齿条(20)互相啮合；所述滑动块

(21)上固定安装有旋转电机(24)，旋转电机(24)旋转端竖直朝上，旋转电机(24)旋转端固

定安装有毛刷滚筒(25)，毛刷滚筒(25)位于过滤器(13)左侧；所述油烟净化器(1)上表面固

定安装有清洗液箱(26)，清洗液箱(26)上表面开有进液口(27)，进液口(27)上活动铰接有

密封盖(28)；所述清洗液箱(26)内安装有抽液泵(29)，抽液泵(29)出水端固定连接有出液

管道(30)；所述油烟净化器(1)内固定安装有分水管道(31)，分水管道(31)位于过滤器(13)

右侧，分水管道(31)上均匀分布有若干个喷淋头(32)；所述分水管道(31)与出液管道(30)

固定连接；所述油烟净化器(1)底部固定安装有废液收集槽(33)，废液收集槽(33)底部设有

废液控制阀(34)；

所述出风装置包括开在油烟净化器(1)右侧表面上的出风口(35)，出风口(35)处固定

连接有出风管道(36)，出风管道(36)出气口端固定安装有连接法兰二(37)；所述油烟净化

器(1)内上下表面固定安装有一组后置过滤网滑轨(38)，后置过滤网滑轨(38)上滑动安装

有后置过滤网(39)，后置过滤网(39)与出风口(35)位置相对应，后置过滤网(39)前表面上

固定安装有后置过滤网握持部(40)；所述出风口(35)内壁上固定安装有空气检测器(41)；

所述控制器(3)分别与进风装置、吸附装置、清洗装置和出风装置电性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清洗过滤器油烟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法兰

一(6)与连接法兰二(37)大小相同。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清洗过滤器油烟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前置过滤

网(8)、过滤器(13)和后置过滤网(39)分别为抽拉式，便于维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清洗过滤器油烟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阳极板

(15)与阴极板(17)之间可以形成涡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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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清洗过滤器油烟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负极联接

轴(16)两端通过绝缘连接座(42)固定安装在过滤器(13)内上下两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清洗过滤器油烟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毛刷滚筒

(25)用以清理过滤器(13)上附着的油污杂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清洗过滤器油烟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液箱

(26)外侧表面上固定安装有液位检测器(43)，液位检测器(43)内安装有液位报警器(44)。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清洗过滤器油烟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

(3)与进风装置内的风扇驱动电机(10)电性连接；所述控制器(3)分别与吸附装置内的阳极

板(15)和阴极板(17)电性连接；所述控制器(3)分别与清洗装置内的步进电机(22)、旋转电

机(24)和抽液泵(29)电性连接；所述控制器(3)与出风装置内的空气检测器(41)电性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清洗过滤器油烟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

(3)内设有控制系统(45)，所述控制器(3)上设有功能按钮(46)和开关装置(47)。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清洗过滤器油烟净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

(3)上设有用电接口(48)，所述用电接口(48)与外部电源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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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清洗过滤器油烟净化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气净化领域，特别是一种自动清洗过滤器油烟净化器。

背景技术

[0002] 油烟净化器主要应用于机关、工厂食堂、酒店、餐饮酒楼等厨房工程油烟净化处

理。目前市场上所使用的油烟净化器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净化处理效果会降低，需要人工对

油烟净化器内的过滤器进行清理，费时费力，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设计了一种自动清洗过滤器油烟净化器。

[0004] 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自动清洗过滤器油烟净化器，包括油烟

净化器和位于油烟净化器底部四周的支撑架，所述油烟净化器内部沿其长度向右依次设有

进风装置、吸附装置、清洗装置和出风装置，所述油烟净化器上设有控制器；

[0005] 所述进风装置包括开在油烟净化器左侧表面上的进风口，进风口处固定连接有进

风管道，进风管道进气口端固定安装有连接法兰一；所述油烟净化器内上下表面固定安装

有一组前置过滤网滑轨，前置过滤网滑轨上滑动安装有前置过滤网，前置过滤网与进风口

位置相对应，前置过滤网前表面上固定安装有前置过滤网握持部；所述油烟净化器内固定

安装有风扇驱动电机，风扇驱动电机旋转端固定安装有吸风风扇，吸风风扇与前置过滤网

位置相对应；

[0006] 所述吸附装置包括固定安装在油烟净化器内上下表面的一组过滤器滑轨，过滤器

滑轨上滑动安装有过滤器，过滤器前表面上固定安装有过滤器握持部；所述过滤器上均匀

分布有若干个竖直阳极板，阳极板两端分别与过滤器固定连接；所述过滤器内上下两端固

定安装有一组负极联接轴，负极联接轴上均匀分布有若干个竖直阴极板，阴极板两端分别

与负极联接轴固定连接；所述竖直阳极板与竖直阴极板交替分部；

[0007] 所述清洗装置包括固定安装在油烟净化器内上下表面上的一组横向安装板，安装

板内开有条形凹槽，条形凹槽一侧内壁上设有矩形齿条；所述条形凹槽上滑动安装滑动块，

滑动块内设有步进电机，步进电机旋转端上固定安装有主动齿轮；所述主动齿轮与矩形齿

条互相啮合；所述滑动块上固定安装有旋转电机，旋转电机旋转端竖直朝上，旋转电机旋转

端固定安装有毛刷滚筒，毛刷滚筒位于过滤器左侧；所述油烟净化器上表面固定安装有清

洗液箱，清洗液箱上表面开有进液口，进液口上活动铰接有密封盖；所述清洗液箱内安装有

抽液泵，抽液泵出水端固定连接有出液管道；所述油烟净化器内固定安装有分水管道，分水

管道位于过滤器右侧，分水管道上均匀分布有若干个喷淋头；所述分水管道与出液管道固

定连接；所述油烟净化器底部固定安装有废液收集槽，废液收集槽底部设有废液控制阀；

[0008] 所述出风装置包括开在油烟净化器右侧表面上的出风口，出风口处固定连接有出

风管道，出风管道出气口端固定安装有连接法兰二；所述油烟净化器内上下表面固定安装

有一组后置过滤网滑轨，后置过滤网滑轨上滑动安装有后置过滤网，后置过滤网与出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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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相对应，后置过滤网前表面上固定安装有后置过滤网握持部；所述出风口内壁上固定

安装有空气检测器；

[0009] 所述控制器分别与进风装置、吸附装置、清洗装置和出风装置电性连接。

[0010] 所述连接法兰一与连接法兰二大小相同。

[0011] 所述前置过滤网、过滤器和后置过滤网分别为抽拉式，便于维修。

[0012] 所述阳极板与阴极板之间可以形成涡流。

[0013] 所述负极联接轴两端通过绝缘连接座固定安装在过滤器内上下两端。

[0014] 所述毛刷滚筒用以清理过滤器上附着的油污杂质。

[0015] 所述清洗液箱外侧表面上固定安装有液位检测器，液位检测器内安装有液位报警

器。

[0016] 所述控制器与进风装置内的风扇驱动电机电性连接；所述控制器分别与吸附装置

内的阳极板和阴极板电性连接；所述控制器分别与清洗装置内的步进电机、旋转电机和抽

液泵电性连接；所述控制器与出风装置内的空气检测器电性连接。

[0017] 所述控制器内设有控制系统，所述控制器上设有功能按钮和开关装置。

[0018] 所述控制器上设有用电接口，所述用电接口与外部电源电性连接。

[0019] 利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制作的自动清洗过滤器油烟净化器，通过位于油烟净化器

内的吸附装置能够有效过滤吸附油烟气中的油粒子，清洗装置可对过滤器进行自动清洗，

减少人工劳动力，提高设备过滤效果。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所述自动清洗过滤器油烟净化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发明所述过滤器侧视图；

[0022] 图3是本发明所述毛刷滚筒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是本发明所述喷淋头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是本发明所述控制器示意图；

[0025] 图中，1、油烟净化器；2、支撑架；3、控制器；4、进风口；5、进风管道；6、连接法兰一；

7、前置过滤网滑轨；8、前置过滤网；9、前置过滤网握持部；10、风扇驱动电机；11、吸风风扇；

12、过滤器滑轨；13、过滤器；14、过滤器握持部；15、阳极板；16、负极联接轴；17、阴极板；18、

安装板；19、条形凹槽；20、矩形齿条；21、滑动块；22、步进电机；23、主动齿轮；24、旋转电机；

25、毛刷滚筒；26、清洗液箱；27、进液口；28、密封盖；29、抽液泵；30、出液管道；31、分水管

道；32、喷淋头；33、废液收集槽；34、废液控制阀；35、出风口；36、出风管道；37、连接法兰二；

38、后置过滤网滑轨；39、后置过滤网；40、后置过滤网握持部；41、空气检测器；42、绝缘连接

座；43、液位检测器；44、液位报警器；45、控制系统；46、功能按钮；47、开关装置；48、用电接

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具体描述，如图1-5所示，一种自动清洗过滤器油烟净

化器，包括油烟净化器1和位于油烟净化器1底部四周的支撑架2，其特征在于，所述油烟净

化器1内部沿其长度向右依次设有进风装置、吸附装置、清洗装置和出风装置，所述油烟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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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器1上设有控制器3；所述进风装置包括开在油烟净化器1左侧表面上的进风口4，进风口4

处固定连接有进风管道5，进风管道5进气口端固定安装有连接法兰一6；所述油烟净化器1

内上下表面固定安装有一组前置过滤网滑轨7，前置过滤网滑轨7上滑动安装有前置过滤网

8，前置过滤网8与进风口4位置相对应，前置过滤网8前表面上固定安装有前置过滤网握持

部9；所述油烟净化器1内固定安装有风扇驱动电机10，风扇驱动电机10旋转端固定安装有

吸风风扇11，吸风风扇11与前置过滤网8位置相对应；所述吸附装置包括固定安装在油烟净

化器1内上下表面的一组过滤器滑轨12，过滤器滑轨12上滑动安装有过滤器13，过滤器13前

表面上固定安装有过滤器握持部14；所述过滤器13上均匀分布有若干个竖直阳极板15，阳

极板15两端分别与过滤器13固定连接；所述过滤器13内上下两端固定安装有一组负极联接

轴16，负极联接轴16上均匀分布有若干个竖直阴极板17，阴极板17两端分别与负极联接轴

16固定连接；所述竖直阳极板15与竖直阴极板17交替分部；所述清洗装置包括固定安装在

油烟净化器1内上下表面上的一组横向安装板18，安装板18内开有条形凹槽19，条形凹槽19

一侧内壁上设有矩形齿条20；所述条形凹槽19上滑动安装滑动块21，滑动块21内设有步进

电机22，步进电机22旋转端上固定安装有主动齿轮23；所述主动齿轮23与矩形齿条20互相

啮合；所述滑动块21上固定安装有旋转电机24，旋转电机24旋转端竖直朝上，旋转电机24旋

转端固定安装有毛刷滚筒25，毛刷滚筒25位于过滤器13左侧；所述油烟净化器1上表面固定

安装有清洗液箱26，清洗液箱26上表面开有进液口27，进液口27上活动铰接有密封盖28；所

述清洗液箱26内安装有抽液泵29，抽液泵29出水端固定连接有出液管道30；所述油烟净化

器1内固定安装有分水管道31，分水管道31位于过滤器13右侧，分水管道31上均匀分布有若

干个喷淋头32；所述分水管道31与出液管道30固定连接；所述油烟净化器1底部固定安装有

废液收集槽33，废液收集槽33底部设有废液控制阀34；所述出风装置包括开在油烟净化器1

右侧表面上的出风口35，出风口35处固定连接有出风管道36，出风管道36出气口端固定安

装有连接法兰二37；所述油烟净化器1内上下表面固定安装有一组后置过滤网滑轨38，后置

过滤网滑轨38上滑动安装有后置过滤网39，后置过滤网39与出风口35位置相对应，后置过

滤网39前表面上固定安装有后置过滤网握持部40；所述出风口35内壁上固定安装有空气检

测器41；所述控制器3分别与进风装置、吸附装置、清洗装置和出风装置电性连接；所述连接

法兰一6与连接法兰二37大小相同；所述前置过滤网8、过滤器13和后置过滤网39分别为抽

拉式，便于维修；所述阳极板15与阴极板17之间可以形成涡流；所述负极联接轴16两端通过

绝缘连接座42固定安装在过滤器13内上下两端；所述毛刷滚筒25用以清理过滤器13上附着

的油污杂质；所述清洗液箱26外侧表面上固定安装有液位检测器43，液位检测器43内安装

有液位报警器44；所述控制器3与进风装置内的风扇驱动电机10电性连接；所述控制器3分

别与吸附装置内的阳极板15和阴极板17电性连接；所述控制器3分别与清洗装置内的步进

电机22、旋转电机24和抽液泵29电性连接；所述控制器3与出风装置内的空气检测器41电性

连接；所述控制器3内设有控制系统45，所述控制器3上设有功能按钮46和开关装置47；所述

控制器3上设有用电接口48，所述用电接口48与外部电源电性连接。

[0027] 本实施方案的特点为，所述进风装置包括开在油烟净化器左侧表面上的进风口，

进风口处固定连接有进风管道，进风管道进气口端固定安装有连接法兰一；所述油烟净化

器内上下表面固定安装有一组前置过滤网滑轨，前置过滤网滑轨上滑动安装有前置过滤

网，前置过滤网与进风口位置相对应，前置过滤网前表面上固定安装有前置过滤网握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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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油烟净化器内固定安装有风扇驱动电机，风扇驱动电机旋转端固定安装有吸风风扇，

吸风风扇与前置过滤网位置相对应；所述吸附装置包括固定安装在油烟净化器内上下表面

的一组过滤器滑轨，过滤器滑轨上滑动安装有过滤器，过滤器前表面上固定安装有过滤器

握持部；所述过滤器上均匀分布有若干个竖直阳极板，阳极板两端分别与过滤器固定连接；

所述过滤器内上下两端固定安装有一组负极联接轴，负极联接轴上均匀分布有若干个竖直

阴极板，阴极板两端分别与负极联接轴固定连接；所述竖直阳极板与竖直阴极板交替分部；

所述清洗装置包括固定安装在油烟净化器内上下表面上的一组横向安装板，安装板内开有

条形凹槽，条形凹槽一侧内壁上设有矩形齿条；所述条形凹槽上滑动安装滑动块，滑动块内

设有步进电机，步进电机旋转端上固定安装有主动齿轮；所述主动齿轮与矩形齿条互相啮

合；所述滑动块上固定安装有旋转电机，旋转电机旋转端竖直朝上，旋转电机旋转端固定安

装有毛刷滚筒，毛刷滚筒位于过滤器左侧；所述油烟净化器上表面固定安装有清洗液箱，清

洗液箱上表面开有进液口，进液口上活动铰接有密封盖；所述清洗液箱内安装有抽液泵，抽

液泵出水端固定连接有出液管道；所述油烟净化器内固定安装有分水管道，分水管道位于

过滤器右侧，分水管道上均匀分布有若干个喷淋头；所述分水管道与出液管道固定连接；所

述油烟净化器底部固定安装有废液收集槽，废液收集槽底部设有废液控制阀；所述出风装

置包括开在油烟净化器右侧表面上的出风口，出风口处固定连接有出风管道，出风管道出

气口端固定安装有连接法兰二；所述油烟净化器内上下表面固定安装有一组后置过滤网滑

轨，后置过滤网滑轨上滑动安装有后置过滤网，后置过滤网与出风口位置相对应，后置过滤

网前表面上固定安装有后置过滤网握持部；所述出风口内壁上固定安装有空气检测器；通

过位于油烟净化器内的吸附装置能够有效过滤吸附油烟气中的油粒子，清洗装置可对过滤

器进行自动清洗，减少人工劳动力，提高设备过滤效果。

[0028] 在本实施方案中，使用时，接通电源，打开开关装置，使用者将外部油烟管道通过

连接法兰一与进风管道固定连接，风扇驱动电机开始工作，带动旋转端上的吸风风扇进行

吸风，油烟气通过进风口进入油烟净化器内，前置过滤对油烟气进行初步过滤，过滤吸附油

烟气中大颗粒杂质，初步过滤后的油烟气通过过滤器，过滤器上的阳极板与阴极板之间形

成涡流，过滤器对油烟气中的油粒子进行吸附，吸附的油粒子顺着阳极板和阴极板流入废

液收集槽内，除去油粒子的烟雾废气通过后置过滤网，后置过滤网为活性炭过滤网，用于除

去油烟气中的各种气味，以达到真正净化油烟气的目的，使用者通过连接法兰二将出风管

道与外部排烟管道固定连接，过滤后的油烟气通过出风口排出，空气检测器收集并检测出

风口处油烟气信号，当空气检测器检测出风口处油烟气超标时，说明过滤器上堆积过多油

粒子等杂质，抽液泵开始工作，将清洗液箱内的清洗液抽至出液管道内，出液管道与分水管

道固定连接，最后清洗液通过喷淋头喷出，对过滤器进行冲洗，同时步进电机开始工作，带

动旋转端上的主动齿轮，主动齿轮与矩形齿条互相啮合，实现滑动块在横向安装板上的移

动，旋转电机带动旋转端上的毛刷滚筒对过滤器进行清洗，清洗后的废液杂质落入废液收

集槽，使用者可通过废液控制阀进行定期清理，前置过滤网、过滤器和后置过滤网分别为抽

拉式，便于维修，通过位于油烟净化器内的吸附装置能够有效过滤吸附油烟气中的油粒子，

清洗装置可对过滤器进行自动清洗，减少人工劳动力，提高设备过滤效果。

[0029] 上述技术方案仅体现了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优选技术方案，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对其中某些部分所可能做出的一些变动均体现了本发明的原理，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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