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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具有风帘的开放式的烟

罩，其包括罩体，罩体前侧壁的底部高于后侧壁

的底部，前侧壁的底部和后侧壁的底部构成罩体

底部斜向下前方的敞口，罩体内布置有前斜板和

后斜板，前斜板底部布置有前积油槽，后斜板下

方布置有后积油槽，前斜板的上方布置有鼓风

机，前侧壁内侧的底部成型有风帘板，风帘板成

型有若干个出风孔，后斜板布置有至少一个油烟

过滤器，罩体的顶部成型有排气口，排气口安装

有风阀。前积油槽收集前斜板滴落的油滴，后积

油槽收集后斜板滴落的油滴；鼓风机通过风帘板

形成向下吹风的风帘，避免油烟散开；通过开闭

风阀可开关烟罩的工作。本实用新型结构合理，

可广泛应用于厨房电器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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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有风帘的开放式的烟罩，其特征在于：包括罩体，所述罩体包括前侧壁(101)、后侧

壁(102)、左侧壁、右侧壁和顶壁，所述前侧壁(101)的底部高于所述后侧壁(102)的底部，所

述前侧壁(101)的底部和所述后侧壁(102)的底部构成所述罩体底部斜向下前方的敞口，所

述罩体内布置有前斜板(200)和后斜板(300)，所述前斜板(200)位于所述罩体的前侧，所述

后斜板(300)位于所述罩体内的后侧，所述前斜板(200)朝下一侧的底部布置有前积油槽

(201)，所述后斜板(300)下侧边的下方布置有后积油槽(308)，所述前斜板(200)的上方布

置有鼓风机(202)，所述前侧壁(101)内侧的底部成型有风帘板(203)，所述风帘板(203)成

型有若干个出风孔，所述后斜板(300)布置有至少一个油烟过滤器(305)，所述罩体的顶部

布置有排气管(306)，所述排气管(306)位于所述后斜板(300)的上方，所述罩体的顶部成型

有用于安装所述排气管(306)的排气口，所述排气口安装有风阀。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风帘的开放式的烟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后斜板(300)成

型有至少一个用于安装油烟过滤器(305)的吸油烟口，所述后斜板(300)的内侧在所述吸油

烟口的下侧边处成型有用于安装所述油烟过滤器(305)的下支撑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风帘的开放式的烟罩，其特征在于：所述后斜板(300)的

内侧在所述吸油烟口的上侧边处成型有用于安装所述油烟过滤器(305)的上支撑结构，所

述油烟过滤器(305)的上部成型有用于挂住所述上支撑结构的挂钩部(307)。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风帘的开放式的烟罩，其特征在于：所述油烟过滤器

(305)的下侧安装有两个把手。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风帘的开放式的烟罩，其特征在于：所述顶壁布置有用于

安装所述鼓风机(202)的第二壳体(204)，所述第二壳体(204)的下部敞口，所述第二壳体

(204)的顶部成型有若干个吸风口。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风帘的开放式的烟罩，其特征在于：所述罩体内的顶部安

装有照明灯。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风帘的开放式的烟罩，其特征在于：所述风阀包括风阀框

架(401)和多个可转动的风阀叶片(402)，各所述风阀叶片(402)并排安装在所述风阀框架

(401)中。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具有风帘的开放式的烟罩，其特征在于：所述风阀框架(401)

的外侧壁安装有用于驱动所述风阀叶片(402)转动的驱动组件，所述驱动组件包括两个驱

动连杆(403)，两个所述驱动连杆(403)平行布置，其中一个所述驱动连杆(403)用于驱动排

在奇数位的所述风阀叶片(402)，另一个所述驱动连杆(403)用于驱动排在偶数位的所述风

阀叶片(402)，所述驱动连杆(403)安装有多个摆动杆(404)，所述摆动杆(404)的一端铰接

安装在所述驱动连杆(403)，所述摆动杆(404)的另一端固定安装在对应的所述风阀叶片

(402)与所述风阀框架(401)内侧壁的铰接端，两个所述驱动连杆(403)之间布置有连动杆

(405)，所述连动杆(405)的两端分别与两个所述驱动连杆(403)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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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风帘的开放式的烟罩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厨房电器技术领域，特别涉及具有风帘的开放式的烟罩。

背景技术

[0002] 烟罩又称吸油烟机或抽油烟机，是一种净化厨房油烟的厨房电器，通常安装在厨

房炉灶的上方，用于迅速抽走烹饪产生的油烟，净化室内空气，减少室内污染。然而目前常

见的烟罩表面会有一些凝聚的油滴，油滴凝聚成股后流淌至烟罩边缘滴落，滴在地面会弄

脏地板，滴在人身上也不好，弄脏衣服或头发。而且烹饪产生的油烟飘散飞扬，甚至会飞散

至离灶台较远的人身上。另外，在餐馆和酒店的后厨中一般有多个炉灶，相应的每个炉灶会

安装一个烟罩，通常采用一个功率较大的风机通过管道向各烟罩抽油烟，这种情况下不方

便单独开关各烟罩。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防止凝聚的油滴滴落，避免油烟四散飞扬，便于烟罩的单独

开关，本实用新型提供具有风帘的开放式的烟罩，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4] 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具有风帘的开放式的烟罩包括罩体，所述罩体包括前侧壁、

后侧壁、左侧壁、右侧壁和顶壁，所述前侧壁的底部高于所述后侧壁的底部，所述前侧壁的

底部和所述后侧壁的底部构成所述罩体底部斜向下前方的敞口，所述罩体内布置有前斜板

和后斜板，所述前斜板位于所述罩体的前侧，所述后斜板位于所述罩体内的后侧，所述前斜

板朝下一侧的底部布置有前积油槽，所述后斜板下侧边的下方布置有后积油槽，所述前斜

板的上方布置有鼓风机，所述前侧壁内侧的底部成型有风帘板，所述风帘板成型有若干个

出风孔，所述后斜板布置有至少一个油烟过滤器，所述罩体的顶部布置有排气管，所述排气

管位于所述后斜板的上方，所述罩体的顶部成型有用于安装所述排气管的排气口，所述排

气口安装有风阀。

[0005] 进一步，所述后斜板成型有至少一个用于安装油烟过滤器的吸油烟口，所述后斜

板的内侧在所述吸油烟口的下侧边处成型有用于安装所述油烟过滤器的下支撑结构。

[0006] 进一步，所述后斜板的内侧在所述吸油烟口的上侧边处成型有用于安装所述油烟

过滤器的上支撑结构，所述油烟过滤器的上部成型有用于挂住所述上支撑结构的挂钩部。

[0007] 进一步，所述油烟过滤器的下侧安装有两个把手。

[0008] 进一步，所述顶壁布置有用于安装所述鼓风机的第二壳体，所述第二壳体的下部

敞口，所述第二壳体的顶部成型有若干个吸风口。

[0009] 进一步，所述罩体内的顶部安装有照明灯。

[0010] 进一步，所述风阀包括风阀框架和多个可转动的风阀叶片，各所述风阀叶片并排

安装在所述风阀框架中。

[0011] 进一步，所述风阀框架的外侧壁安装有用于驱动所述风阀叶片转动的驱动组件，

所述驱动组件包括两个驱动连杆，两个所述驱动连杆平行布置，其中一个所述驱动连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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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驱动排在奇数位的所述风阀叶片，另一个所述驱动连杆用于驱动排在偶数位的所述风阀

叶片，所述驱动连杆安装有多个摆动杆，所述摆动杆的一端铰接安装在所述驱动连杆，所述

摆动杆的另一端固定安装在对应的所述风阀叶片与所述风阀框架内侧壁的铰接端，两个所

述驱动连杆之间布置有连动杆，所述连动杆的两端分别与两个所述驱动连杆铰接。

[0012] 有益效果：前斜板下侧面凝聚的油滴顺着流淌至前斜板的底部滴落在前积油槽

中，后斜板下方的后积油槽用于收集后斜板处滴落的油滴，避免油滴滴在地面或人身上；鼓

风机通过风帘板形成向下吹风的风帘，避免油烟散开；在排气口安装风阀，通过开闭风阀可

开关烟罩的工作。本实用新型结构合理，可广泛应用于厨房电器技术领域。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烟罩的结构图；

[0014] 图2为烟罩的剖视图；

[0015] 图3为风阀的剖视图，图中各风阀叶片转动至开启排气口的位置；

[0016] 图4为风阀的外侧壁结构图；

[0017] 图5为油烟过滤器安装在吸油烟口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图1至图5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说明。

[0019] 本实用新型涉及具有风帘的开放式的烟罩，其包括罩体，罩体包括前侧壁101、后

侧壁102、左侧壁、右侧壁和顶壁，前侧壁101的底部高于后侧壁102的底部，前侧壁101的底

部和后侧壁102的底部构成罩体底部斜向下前方的敞口，从而构成一开放式的罩体。

[0020] 罩体内布置有前斜板200和后斜板300，罩体内的顶部安装有照明灯。前斜板200位

于罩体的前侧，前斜板200朝下一侧的底部布置有前积油槽201，在前斜板200冷凝积聚的油

滴顺着流下至前积油槽201，可避免油滴滴落。

[0021] 前斜板200的上方布置有鼓风机202，顶壁布置有用于安装鼓风机202的第二壳体

204，第二壳体204的下部敞口，第二壳体204的顶部成型有若干个吸风口。前斜板200和前侧

壁101构成一鼓风腔，前侧壁101内侧的底部成型有风帘板203，风帘板203成型有若干个出

风孔，鼓风机202向下鼓风，经风帘板203的各出风孔吹出，在烟罩的前侧壁101下方形成一

风帘，可避免油烟从烟罩的前侧散出。

[0022] 后斜板300位于罩体内的后侧，后斜板300布置有至少一个油烟过滤器305，罩体的

顶部布置有排气管306，排气管306连接吸油烟的抽风泵，排气管306位于后斜板300的上方，

后斜板300与罩体的后侧壁102构成一吸油烟腔。

[0023] 罩体的顶部成型有用于安装排气管306的排气口，排气口安装有风阀，排气管306

安装在风阀的上侧，风阀用于开关排气口。风阀包括风阀框架401和多个可转动的风阀叶片

402，各风阀叶片402并排安装在风阀框架401中，风阀叶片402的转动通过电动的方式实现。

当风阀关闭排气口时，各风阀叶片402转动至连成一片的状态，从而将排气口隔断，若需要

开启排气口，则转动各风阀叶片402，控制风阀叶片402在90°范围内转动，可控制排气口的

开启程度。

[0024] 各风阀叶片402的两端分别铰接安装在风阀框架401的内侧壁，风阀框架401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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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壁安装有用于驱动风阀叶片402转动的驱动组件，驱动组件包括两个驱动连杆403，两个

驱动连杆403平行布置，其中一个驱动连杆403用于驱动排在奇数位的风阀叶片402，另一个

驱动连杆403用于驱动排在偶数位的风阀叶片402，驱动连杆403安装有多个摆动杆404，摆

动杆404的一端铰接安装在驱动连杆403，摆动杆404的另一端固定安装在对应的风阀叶片

402与风阀框架401内侧壁的铰接端，两个驱动连杆403之间布置有连动杆405，连动杆405的

两端分别与两个驱动连杆403铰接，其中一个驱动连杆403的一端铰接安装在一电动机的输

出端，电动机使该驱动连杆403往复移动，该驱动连杆403通过摆动杆404带动对应的风阀叶

片402转动，同时通过连动杆405带动另一个驱动连杆403移动。

[0025] 各油烟过滤器305的下侧安装有冷凝板309，后斜板300下侧边的下方布置有后积

油槽308，冷凝板309上凝聚的油滴顺着留下至后积油槽308中，避免油滴滴落。

[0026] 后斜板300成型有至少一个用于安装油烟过滤器305的吸油烟口，油烟过滤器305

的下侧安装有两个把手，握住两个把手将油烟过滤器305安装在吸油烟口。

[0027] 后斜板300的内侧在吸油烟口的下侧边处成型有用于安装油烟过滤器305的下支

撑结构，下支撑结构具有用于放置油烟过滤器305下侧的安装槽口。后斜板300的内侧在吸

油烟口的上侧边处成型有用于安装油烟过滤器305的上支撑结构，油烟过滤器305的上部成

型有用于挂住上支撑结构的挂钩部307。通过上支撑结构和下支撑结构对油烟过滤器305的

安装，避免油烟过滤器305出现振动。

[0028] 下支撑结构包括第一下连接部301、第二下连接部302、第三下连接部303和第四下

连接部304，第一下连接部301的一侧边与吸油烟口的下侧边连接，第一下连接部301的另一

侧边与第二下连接部302的一侧边连接，第二下连接部302的另一侧边与第三下连接部303

的一侧边连接，第三下连接部303的另一侧边与第四下连接部304的一侧边连接，第二下连

接部302和第四下连接部304位于第三下连接部303朝上的一侧面，第二下连接部302位于第

一下连接部301朝下的一侧面，第二下连接部302、第三下连接部303和第四下连接部304构

成安装槽口。第一下连接部301、第二下连接部302、第三下连接部303、第四下连接部304以

及吸油烟口的下侧边一体成型。

[0029] 上支撑结构包括第一上连接部310和第二上连接部312，第一上连接部310的一侧

边与吸油烟口的上侧边连接，第一上连接部310的另一侧边与第二上连接部312的一侧边连

接，第二上连接部312位于第一上连接部310朝上的一侧面。

[0030] 以上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实用新型不限于上

述实施方式，在所述技术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实用

新型宗旨的前提下作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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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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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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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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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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