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2845594.4

(22)申请日 2021.11.19

(73)专利权人 南昌大学

地址 330000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学

府大道999号

(72)发明人 陈文华　王贺　缪贝烨　林玥　

彭冬根　郭兴国　

(51)Int.Cl.

F24C 15/20(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新型立式吹吸式抽油烟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新型立式吹吸式抽

油烟机，包括灶台，灶台两侧分别设置有补风装

置和抽油烟机，所述补风装置通过其上端开设的

出风口喷射气流，而抽油烟机通过吸风口吸入所

述喷射气流，使得灶台上方形成卷吸油烟的射流

区域，能够充分卷吸烹饪和燃气燃烧所产生的油

烟和其他对人体有害气体，油烟去除效率高；同

时出风口和吸风口设置在灶台两侧，不会影响正

常烹饪操作；射流区域位于灶台上方，使得灶台

下方易于空气进入，使燃气充分燃烧，不会因燃

气未充分燃烧产生CO，对炊者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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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立式吹吸式抽油烟机，包括灶台(1)，其特征在于：所述灶台(1)两侧分别设

置有补风装置(2)和抽油烟机(3)，所述补风装置(2)通过其上端开设的出风口(9)喷射气

流，而抽油烟机(3)通过吸风口(12)吸入所述喷射气流，使得灶台(1)上方形成卷吸油烟气

体的射流区域(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立式吹吸式抽油烟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补风装置

(2)包括送风机(6)，所述送风机(6)的出风端固定连接有送风管道(7)，所述送风管道(7)远

离送风机(6)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出风板(8)，所述出风口(9)开设于出风板(8)上，所述送风

机(6)的进风端固定连接有进风管道(5)。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新型立式吹吸式抽油烟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出风口

(9)为间隔设置的若干个条形缝。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新型立式吹吸式抽油烟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抽油烟机

(3)的排风口固定连接有连接管(11)，所述连接管(11)远离抽油烟机(3)的一端与排烟风机

(10)的进口端固定连接，所述排烟风机(10)的出口端固定连接有排烟通道(22)。

5.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一种新型立式吹吸式抽油烟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抽油烟机

(3)下表面安装有钢板(20)，所述钢板(20)下表面固定连接有支撑杆(21)，所述支撑杆(21)

支撑在灶台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立式吹吸式抽油烟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抽油烟机

(3)的吸风口(12)处设置有油烟过滤网(13)，抽油烟机(3)底端开设有插槽(16)，所述插槽

(16)内滑动插设有油杯(17)，所述油杯(17)前表面设置有把手(18)。

7.根据权利要求1或6所述的一种新型立式吹吸式抽油烟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出风口

(9)喷射气流的方向设置为相对于水平方向向上倾斜20～23度，所述抽油烟机(3)上端向靠

近补风装置(2)的一端向下弯曲。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新型立式吹吸式抽油烟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抽油烟机

(3)内部嵌设有电控模块，抽油烟机(3)前表面设置有控制面板(14)，所述控制面板(14)上

设置有开关(15)，控制面板(14)通过导线与电控模块电连接，抽油烟机(3)顶端设置有颗粒

物浓度传感器(19)，所述颗粒物浓度传感器(19)电连接电控模块的输入端，电控模块的输

出端电连接送风机(6)和排烟风机(10)。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新型立式吹吸式抽油烟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送风管道

(7)为柔性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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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立式吹吸式抽油烟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抽油烟机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新型立式吹吸式抽油烟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良好的生活环境有着更高

的要求。如今大多数家庭安装的油烟机与燃气灶台之间存在一定的高度，大约在75公分，但

是，油烟机的捕集能效区的范围一般在油烟机下方40公分左右的区域内。所以，一般的吸油

烟机无法全面的吸入烹饪和燃气燃烧所产生的油烟和其他对人体有害气体，从而对人的身

体健康、生活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另外，因为油烟机的不完全吸入油烟和有害气体以及习惯

问题，炊者在烹饪时一般会关闭厨房门，断绝和其他房间的接触。再加之一些气候条件的影

响，有时会关闭窗户。从而厨房空气相对来说流动性降低，自然补风已经不满足厨房排风系

统的要求，从而会导致抽油烟机处于空抽状态，大量未排除的油烟会进一步影响身体健康，

同时会污染厨房墙体。在开窗通风的状态下，由于未对室外新风进行一定的约束，气流的不

稳定性会可能会加剧油烟的扩散外溢。

[0003] 为了进一步提高吸油烟机效果，有人采用了室外进风除油烟装置。但是这些系统

容易造成气流分叉外溢，从而造成二次污染。也有专利提供了风幕隔膜式燃气灶，如专利号

为CN202110422356.4的“风墙阻隔式排油烟机”新型专利，利用在排油烟机壳内安装向下吹

风的风墙管，使排油烟机四周形成一道风墙，发挥阻隔作用。但是使用上有很多缺点，在操

作时，人的手臂以及各种厨房用具会影响风幕的效果，造成油烟外溢，垂直的风幕向下冲

击，不利于油烟向上排除，容易造成灶台表面存积油污。另一方面，封闭的气流幕墙会很大

程度的影响燃烧过程中氧气的补充，燃气燃烧程度会下降，会诱发大量的CO，对人体造成危

害，同时，会影响烹饪过程中对燃气的要求，造成燃气浪费，增加日常生活成本。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背景技术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加以改进和创新，提供一

种新型立式吹吸式抽油烟机。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新型立式吹吸式抽油烟机，

包括灶台，所述灶台两侧分别设置有补风装置和抽油烟机，所述补风装置通过其上端开设

的出风口喷射气流，而抽油烟机通过吸风口吸入所述喷射气流，使得灶台上方形成卷吸油

烟的射流区域。

[0006] 进一步的方案是，所述补风装置包括送风机，所述送风机的出风端固定连接有送

风管道，所述送风管道远离送风机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出风板，所述出风口开设于出风板上，

所述送风机的进风端固定连接有进风管道。

[0007] 进一步的方案是，所述出风口为间隔设置的若干个条形缝。

[0008] 进一步的方案是，所述抽油烟机的排风口固定连接有连接管，所述连接管远离抽

油烟机的一端与排烟风机的进口端固定连接，所述排烟风机的出口端固定连接有排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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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0009] 进一步的方案是，所述抽油烟机下表面安装有钢板，所述钢板下表面固定连接有

支撑杆，所述支撑杆支撑在灶台上。

[0010] 进一步的方案是，所述抽油烟机的吸风口处设置有油烟过滤网，抽油烟机底端开

设有插槽，所述插槽内滑动插设有油杯，所述油杯前表面设置有把手。

[0011] 进一步的方案是，所述出风口喷射气流的方向设置为相对于水平方向向上倾斜20

～23度，所述抽油烟机上端向靠近补风装置的一端向下弯曲。

[0012] 进一步的方案是，所述抽油烟机内部嵌设有电控模块，抽油烟机前表面设置有控

制面板，所述控制面板上设置有开关，控制面板通过导线与电控模块电连接，抽油烟机顶端

设置有颗粒物浓度传感器，所述颗粒物浓度传感器电连接电控模块的输入端，电控模块的

输出端电连接送风机和排烟风机。

[0013] 进一步的方案是，所述送风管道为柔性软管。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1)通过在灶台两侧分别设置补风装

置和抽油烟机，补风装置通过其上端开设的出风口喷射气流，而抽油烟机通过吸风口吸入

所述喷射气流，使得灶台上方形成卷吸油烟的射流区域，而油烟气体为热气体，比重较轻向

上升起，导致射流区域能够充分卷吸烹饪和燃气燃烧所产生的油烟和其他对人体有害气

体，油烟去除效率高；同时出风口和吸风口设置在灶台两侧，不会影响正常烹饪操作；射流

区域位于灶台上方，使得灶台下方易于空气进入，使燃气充分燃烧，不会因燃气未充分燃烧

产生CO，对炊者造成危害；

[0015] (2)通过将出风口喷射气流的方向设置为相对于水平方向向上倾斜20～23度，从

而抬高射流区域中部距离灶台平面的高度，使得炊者烹饪过程中不容易干扰到射流区域；

抽油烟机上端向靠近补风装置的一端向下弯曲，使得抽油烟机剖面呈弧形，有利于增大抽

油烟机机吸风口面积，便于充分吸入油烟和污染物；

[0016] (3)通过将送风机和排烟风机隐藏于灶台内部，有利于减小送风机和排烟风机工

作过程中的噪音，达到减低噪音的目的，提高炊者的舒适感；

[0017] (4)通过在油烟过滤网的下方设置油杯，油杯便于对油污进行收集，同时通过把手

便于将油杯从抽油烟机上拆卸下来，操作方便快捷。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位于灶台上表面的补风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实用新型位于灶台上表面的抽油烟机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是本实用新型油杯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标记：灶台1、补风装置2、抽油烟机3、射流区域4、进风管道5、送风机6、送风管

道7、出风板8、出风口9、排烟风机10、连接管11、吸风口12、油烟过滤网13、控制面板14、开关

15、插槽16、油杯17、把手18、颗粒物浓度传感器19、钢板20、支撑杆21、排烟通道22。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结合附图1～4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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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一种新型立式吹吸式抽油烟机，包括灶台1，所述灶台1两侧分别设置有补风装置2

和抽油烟机3，所述补风装置2通过其上端开设的出风口9喷射气流，而抽油烟机3通过吸风

口12吸入所述喷射气流，使得灶台1上方形成卷吸油烟的射流区域4，而油烟气体为热气体，

比重较轻向上升起，导致射流区域4能够充分卷吸烹饪和燃气燃烧所产生的油烟和其他对

人体有害气体，油烟去除效率高。同时补风装置2和抽油烟机3设置在灶台1两侧，不会影响

正常烹饪操作。另外，射流区域4位于灶台1上方，使得灶台1下方易于空气进入，使燃气充分

燃烧，不会因燃气未充分燃烧产生CO，对炊者造成危害。

[0025]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补风装置2包括送风机6，所述送风机6的出风端固定连接有送

风管道7，所述送风管道7远离送风机6的一端贯穿灶台1后固定连接有出风板8，所述出风口

9开设于出风板8上，所述出风口9为间隔设置的若干个条形缝。所述送风机6的进风端固定

连接有进风管道5。工作时，送风机6通过进风管道5引入自然新风，再依次通过送风管道7和

出风口9喷出，实现对射流区域4的补风。

[0026] 在实施例中，所述抽油烟机3的排风口固定连接有连接管11，所述连接管11远离抽

油烟机3的一端贯穿灶台1后与排烟风机10的进口端固定连接，所述排烟风机3的出口端固

定连接有排烟通道22。在排烟风机10的作用下，射流区域4的气流依次通过抽油烟机3、连接

管11和排烟通道22排出室外，去除烹饪和燃气燃烧所产生的油烟和其他对人体有害气体。

排烟风机10为多翼式双进风离心风机，同时排烟风机10置于灶台1内，使得排烟风机10工作

过程中噪音小，提高了炊者的舒适感。

[0027]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抽油烟机3下表面安装有钢板20，所述钢板20下表面固定连接

有支撑杆21，所述支撑杆21支撑在灶台1上，钢板21起到支撑抽油烟机3整体重量的作用，避

免连接管11承受重力。

[0028]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抽油烟机3的吸风口12处设置有油烟过滤网13，油烟过滤网13

用于滤去气流中的液体油污；抽油烟机3底端开设有插槽16，所述插槽16内滑动插设有油杯

17，油杯17用于收集液体油污；所述油杯17前表面设置有把手18，手持把手18便于将油杯17

从插槽16上抽取出来，从而方便了对油杯17的安装与拆卸。

[0029]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出风口9喷射气流的方向设置为相对于水平方向向上倾斜20

～23度，从而抬高射流区域4中部距离灶台1平面的高度，使得炊者烹饪过程中不容易干扰

到射流区域4；所述抽油烟机3上端向靠近补风装置2的一端向下弯曲，使得抽油烟机3剖面

呈弧形，如此设置，有利于增大抽油烟机3的吸风口12面积，便于充分吸入油烟和污染物；进

一步的，所述送风管道7可以为柔性软管，通过对送风管道7管身施力，能够调节送风管道7

上方出风板8的倾斜角度，使得出风板8吹出的气流相对于水平方向上的倾斜角度能够与不

同身高的炊者相适应。

[0030]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抽油烟机3内部嵌设有电控模块，抽油烟机3前表面设置有控

制面板14，所述控制面板14上设置有开关15，控制面板14通过导线与电控模块电连接，抽油

烟机3顶端设置有颗粒物浓度传感器19，所述颗粒物浓度传感器19电连接电控模块的输入

端，电控模块的输出端电连接送风机6和排烟风机10，电控模块接受颗粒物质量浓度传感器

19传输的反馈信号后，向送风机6和抽油烟机3发送运行指令，使得送风机6和抽油烟机3能

够根据颗粒物浓度自动工作。

[0031]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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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16716322 U

6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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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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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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