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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风帘式烧烤车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风帘式烧烤车，包括设

有烧烤炉的烧烤车本体、对应设置在烧烤炉上方

的集烟罩、可将烧烤炉产生的烟气全部集中在集

烟罩下方的烟气屏蔽组件；所述烟气屏蔽组件包

括设置在集烟罩开放边的鼓风风道，鼓风风道的

近排气口端设有鼓风机，所述鼓风风道的下表面

开有送风口，鼓风机产生的风通过送风口竖直向

下吹形成空气隔离风帘，所述空气隔离风帘、集

烟罩可将烧烤炉合围，形成一个确保烧烤炉产生

的油烟被封闭在相对独立的受限物理空间。本实

用新型结构可靠、维护方便、能完全阻断油烟废

气逃逸路线的风帘式烧烤车，所述风帘式烧烤车

不仅可以用于室外空间，也可用于商场、超市等

相对封闭的室内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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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风帘式烧烤车，其特征在于：包括设有烧烤炉(11)的烧烤车本体(1)、对应设置

在烧烤炉(11)上方的集烟罩(3)、可将烧烤炉(11)产生的烟气全部集中在集烟罩(3)下方的

烟气屏蔽组件(2)；

所述烟气屏蔽组件(2)包括设置在集烟罩(3)开放边的鼓风风道(21)，鼓风风道(21)的

近排气口端(41)设有鼓风机(22)，所述鼓风风道(21)的下表面开有送风口(23)，鼓风机

(22)产生的风通过送风口(23)竖直向下吹形成空气隔离风帘，所述空气隔离风帘、集烟罩

(3)可将烧烤炉(11)合围，形成一个确保烧烤炉(11)产生的油烟被封闭在相对独立的受限

物理空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帘式烧烤车，其特征在于：所述风帘式烧烤车还包括可将集烟

罩(3)收集的烟气净化后由排气口(41)排出的烟气净化装置(4)；所述烟气净化装置(4)包

括净化组件(43)、抽风机(44)、以及可供净化后的烟气排出的排气口(41)，所述净化组件

(43)的进烟口(431)通过管道连通集烟罩(3)的出烟口，净化组件(43)的出烟口(432)连通

抽风机(44)，抽风机(44)通过适配的管路连通排气口(41)。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风帘式烧烤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净化组件(43)设置在烧烤车本

体(1)上，位于烧烤炉(11)的柜子下方，净化组件(43)通过第一管道(42)连通集烟罩(3)的

出烟口，第一管道(42)的底部连通净化组件(43)的进烟口(431)，抽风机(44)的出烟口

(432)连通排气通道(45)，所述排气口(41)设置在排气通道(45)的顶端。

4.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风帘式烧烤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烧烤炉(11)设置在烧

烤车本体(1)的炉台工作面(12)上，烧烤车本体(1)的底部设有万向轮(13)。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帘式烧烤车，其特征在于：所述送风口(23)处设有整流装置

(24)，所述送风口(23)形状为条缝型风孔或矩形或圆形风孔。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帘式烧烤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烧烤炉(11)可替换为电炸炉或

电扒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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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风帘式烧烤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烧烤车领域，特别是一种可用于相对封闭空间内使用的无油烟外

溢的风帘式烧烤车。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烧烤车通常使用炭火或电加热，烤炉上方的食材和油脂在烧烤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油烟和炭黑，空气污染严重，根本不能在商场、超市等封闭空间使用，现有技术

中虽然也出现了带有抽油烟机的烧烤车，在集烟罩设置吸气口，通过抽风机的抽吸力将烟

气排出。然而，在烧烤过程中产生的烟气呈离散型弥漫在烧烤炉周围，烧烤油烟仅仅通过抽

风机难以达到理想的排净状态，烟气仍然四处逃逸，严重影响附近区域及人们购物的感受，

使得烧烤车在封闭场所仍然不能使用。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结构可靠、维护

方便、能完全阻断油烟废气逃逸路线的风帘式烧烤车，所述风帘式烧烤车不仅可以用于室

外空间，也可用于商场、超市等相对封闭的室内场所。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风帘式烧烤车，包括设有烧烤炉的烧

烤车本体、对应设置在烧烤炉上方的集烟罩、可将烧烤炉产生的烟气全部集中在集烟罩下

方的烟气屏蔽组件；

[0005] 所述烟气屏蔽组件包括设置在集烟罩开放边的鼓风风道，鼓风风道的近排气口端

设有鼓风机，所述鼓风风道的下表面开有送风口，鼓风机产生的风通过送风口竖直向下吹

形成空气隔离风帘，所述空气隔离风帘、集烟罩可将烧烤炉合围，形成一个确保烧烤炉产生

的油烟被封闭在相对独立的受限物理空间。

[0006] 作为优选方式，所述风帘式烧烤车还包括可将集烟罩收集的烟气净化后由排气口

排出的烟气净化装置；所述烟气净化装置包括净化组件、抽风机、以及可供净化后的烟气排

出的排气口，所述净化组件的进烟口通过管道连通集烟罩的出烟口，净化组件的出烟口连

通抽风机，抽风机通过适配的管路连通排气口。

[0007] 作为优选方式，所述净化组件设置在烧烤车本体上，位于烧烤炉的柜子下方，净化

组件通过第一管道连通集烟罩的出烟口，第一管道的底部连通净化组件的进烟口，抽风机

的出烟口连通排气通道，所述排气口设置在排气通道的顶端。

[0008] 作为优选方式，所述烧烤炉设置在烧烤车本体的炉台工作面上，烧烤车本体的底

部设有万向轮。

[0009] 作为优选方式，所述送风口处设有整流装置，所述送风口形状为条缝型风孔或矩

形或圆形风孔。

[0010] 作为优选方式，所述烧烤炉可替换为电炸炉或电扒炉。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结构合理、维护简单易行，具有以下突出的优点：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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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使用空气作为工作介质，使用空气流体作为包围风帘，很好约束了油烟废气的四散弥漫

范围，大大提高了抽排烟效率，设计合理简便，易于实施应用，成本费用低廉，效果显著；因

受风帘包围和引导作用，变油烟废气不受控的四散弥漫为可受控的朝集烟罩有序流动，完

全阻断油烟废气逃逸路线，油烟废气从而被全部排出至室外，解决了现有技术中烧烤车油

烟外溢的缺点；进一步地，集烟罩收集的烟气经烟气净化及除味装置处理后排放，无烟无

味、更加环保。

附图说明

[0012]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13] 图1是实施例风帘式烧烤车立体示意图；

[0014] 图2是图1中A处局部放大透视示意图；

[0015] 图3是实施例风帘式烧烤车使用状态示意图；

[0016] 图4是实施例风帘式烧烤车主视透视示意图；

[0017] 图5是实施例风帘式烧烤车左视透视示意图；

[0018] 图6是实施例俯视透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描述方便，实施例中，以图1中所示为参考，定义人员工作时站立的一侧为“前”，

与“前”相对的另一侧为“后”。定义集烟罩3不靠近墙体或其他物体、裸露在外的边为开放

边。

[0020] 如图1-6所示，一种风帘式烧烤车，包括设有烧烤炉11的烧烤车本体1、对应设置在

烧烤炉11上方的集烟罩3、可将烧烤炉11产生的烟气全部集中在集烟罩3  下方的烟气屏蔽

组件2、以及可将集烟罩3收集的烟气净化后由排气口41排出的烟气净化装置4，所述烧烤炉

11设置在烧烤车本体1的炉台工作面12上，烧烤车本体1的底部设有万向轮13。

[0021] 所述烟气屏蔽组件2包括设置在集烟罩3开放边的鼓风风道21，鼓风风道  21连接

有鼓风机22，鼓风风道21的下表面开有送风口23，鼓风机22产生的气流通过送风口23竖直

向下吹形成空气隔离风帘，所述空气隔离风帘、集烟罩3  可将烧烤炉11产生的废烟气合围，

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受限物理空间，确保烧烤炉11产生的油烟被封闭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受

限物理空间内，送风口23处优选设有整流装置24。实施例中，集烟罩3的左右两侧与烧烤车

本体1之间设有通过待处理废烟气的第一管道42、烟气净化后的排气通道45，集烟罩3的前

后两侧为开放边，即鼓风风道21设置在集烟罩3的前后两侧。

[0022] 实施例中，所述鼓风机22设置在鼓风机箱221内，所述鼓风机箱221与鼓风风道21

隔离地设置在鼓风风道21外，鼓风机箱221与鼓风风道21之间设有连通口222。所述鼓风机

22也可直接设置在鼓风风道21内。

[0023] 所述烟气净化装置4包括净化组件43、抽风机44、以及可供净化后的烟气排出的排

气口41，所述净化组件43的进烟口431通过管道连通集烟罩3的出烟口，净化组件43的出烟

口432连通抽风机44，抽风机44通过适配的管路连通净化气排气口41。

[0024] 具体的，本实施例中，净化组件43设置在烧烤车本体1内，位于烧烤炉11  的下方，

净化组件43通过第一管道42连通集烟罩3的出烟口，第一管道42的底部连通净化组件4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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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烟口431，净化组件43的净化出烟口432通过抽风机  44连通排气通道45的下端，所述排气

口41设置在排气通道45的顶端。实施例中，烧烤炉11的下方为设有柜门14的柜体，所述净化

组件43设置在柜体内，第一管道42、排气通道45向下穿出柜体的柜顶分别与净化组件43的

进烟口431、出烟口432连通，整体美观实用。

[0025] 所述排气口41为消声排气口，噪音小，不扰民，方便在封闭空间内使用。

[0026] 所述净化组件43优选为高压静电捕集装置，是运用静电吸附的基本原理来实现除

尘净化功能，其构造是一个有直流高压电源、高压放电极系统、集尘极、高压绝缘子、外壳

体、电控系统、进出风口均风板共同构造而成的总成装置，高压放电极系统由框架、电晕线、

高压连接触板构成，直流高压电源的高压输出端碰触压紧连接放电极，直流高压电源的接

地端连接集尘极，放电极与集尘极之间使用高压绝缘子固定连接并形成一个高压电场,电

晕线安装在两两集尘极中心线处的框架上，高压电场即是烟气排放通道。工作时燃烧及油

烟废气依次经过进口均风板、电场通道、出口均风板、排风机、排烟管排放。当启动直流高压

电源和排风机时，本净化装置输入直流高压电，高压电场形成，放电极系统中的电晕线向对

面集尘极板作电晕放电，电离气体，形成携带大量正负极性电荷的冷等离子体，从中通过的

油烟废气中的油雾、粉尘粒子被荷上不同极性电子，并在电场库仑力作用下各自向异极迁

移运动，最后沉积在集尘极上，集聚多了油雾粒子形成油膜因重力作用向下流至集油盘，完

成油烟净化过程，一段时间间隔下对电场进行清洗清洁，恢复原有性能。本高压静电除尘净

化装置的电场形式既可以采用管线式电场结构，又可采用板线式电场结构，既可以采用单

区电场结构，也可采用双区板线式电场结构，所运用原理相同，技术成熟可用，可以选用市

场上已有的同类成熟产品。

[0027] 所述烧烤车工作时，集烟罩3作为油烟进气口由集烟罩3的中心向周围产生从强到

弱的负压区，鼓风机22推进鼓风风道21的正压气流经整流装置24、送风口23竖直向下射出，

形成围绕在集烟罩3外缘的空气隔离风帘，所述空气隔离风帘调整了集烟罩3抽吸下所形成

的负压作用区域原有形状，负压被更高效利用，所述空气隔离风帘前锋的气流在集烟罩3生

成的负压作用下向集烟罩3 的中心方向弯曲和流动，使得烧烤炉11产生的油烟废气被动态

约束于集烟罩3  与集烟罩3四周边缘均匀下吹的空气隔离风帘之内，废烟气由不可控的四

散弥漫变为受控向油烟废气，当油烟废气弥漫到空气隔离风帘的边缘时被向下气流拦阻并

跟随空气隔离风帘转向集烟罩3方向，从根本上能阻断油烟废气四散弥漫逃逸路线，将油烟

废气全部被吸进集烟罩3，最后经烟气净化装置净化后排放。

[0028] 所述集烟罩3也可为顶部集气罩与侧吸式集气罩组合等其他常用的形式。所述可

使鼓风风道21内的气流竖直向下吹形成空气隔离风帘的送风口23形状为条缝型风孔，也可

以为矩形、圆形风孔或其他形状。所述烧烤炉11可替换为电炸炉或电扒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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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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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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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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