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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手裝置

(57)摘要

烘手裝置包括：送風裝置；外殻(1)，係收容該送風裝置，並具有已形成噴出藉送風裝置所產生 

的氣流之在左右方向所延伸之槽狀的噴嘴孔(7a)之朝向下方的下面(21a);以及導引突起(15)，係被 

設置於噴嘴孔(7a)之開口緣中內側的開口緣(7e)，並向比下面(21a)更下方突出。

指定代表圖：



1640285
TW 1640285 B

符號簡單說明：

1 · · •外殼

la · · •透明窗

7 · · •噴嘴

7a · · •噴嘴孔

7b · · •前側壁

7c · · •內側壁

7d · · •前側之開口

緣

7e · · •內側之開口

緣

12 -- •排氣風路

14 · · •加熱器

15 · · •導引突起

15a · • •前面

21 · · •上方外殼

21a · • •下面

21b · • •前面

R · · •半徑

W · · •寬度

L · · •長度

D · · •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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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專利說明書
（本說明書格式、順序，請勿任意更動）

【發明名稱】（中文/英文）

烘手裝置

【技術領域】

【0001】本發明係有關於一種向洗淨後之濕的手噴高速氣 

流而令變成乾燥的烘手裝置。

【先前技術】

【0002】利用一種烘手裝置，該烘手裝置係不以毛巾或手 

帕擦拭洗手後之濕的手，而向手噴從噴嘴孔所噴出之氣流，吹 

掉水分，使手變成乾燥。有在這種烘手裝置，噴嘴被形成於外 

殼之朝向下方的下面，並向從外殼的前面向下面的下方所伸出 

的手噴出氣體的方式。

【0003】在專利文獻1，掲示一種烘手裝置，該烘手裝置係 

為了抑制從手所吹掉之水滴朝向使用者飛散，使噴嘴朝向内側 

傾斜。藉由使噴嘴朝向內側傾斜，使従噴嘴所噴出之氣流的方 

向朝向內側傾斜，從手所吹掉之水滴易朝向内側方向，而難朝 

向使用者飛散。

【先行專利文獻】

【專利文獻】

【0004】［專利文獻1］日本專利第3770255號公報 

【發明內容】

【發明所欲解決之課題】

【0005】可是，從噴嘴之入口至出口需要一些長度。噴嘴

2111-16741-PF 1



1640285

之出口係因為位於外殼的下面，所以噴嘴之大部分係被設置於 

外殼的內部。此處，如專利文獻1所掲示之烘手裝置所示，使 

噴嘴傾斜時，就在外殼的内部以從出口朝向入口向前傾傾斜的 

姿勢設置噴嘴。因為在外殼的內部需要用以收容傾斜之噴嘴的 

空間，所以使噴嘴傾斜的情況之從外殼的前面至噴嘴的出口之 

沿著進深方向的長度比使噴嘴不傾斜的情況長。

【0006】因此，使用者係為了向手噴從噴嘴所噴出之氣 

流，必須將手插人更深。因為深深地插入手，而指尖碰觸烘手 

裝置之背面，而有手之衛生性受損的情況。又，為了避免深深 

地插人的手碰觸烘手裝置之背面，而使從噴嘴至烘手裝置之背 

面的距離變長時，裝置變成大形化，而具有難確保設置空間的 

問題。

【0007】本發明係鑑於上述而開發的，其目的在於得到一 

種烘手裝置，該烘手裝置係可一面使朝向下方噴出氣流之噴嘴 

的噴出方向向内側傾斜，一面使從外殼之前面至噴嘴的距離接 

近。

【解決課題之手段】

【0008】為了解決上述之課題，並達成目的，本發明係特 

徵為包括：送風裝置；外殼，係收容送風裝置，並具有已形成 

噴出藉送風裝置所產生的氣流之在左右方向所延伸之槽狀的 

噴嘴孔之朝向下方的下面；以及導引突起，係被設置於噴嘴孔 

之開口緣中內側的開□緣，並向比下面更下方突出。

【發明效果】.

【0009】本發明之烘手裝置係具有可一面使朝向下方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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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流之噴嘴的噴出方向向内側傾斜，一面使從外殼之前面至噴 

嘴的距離接近之效果。

【圖式簡單說明】

【0010】

第1圖係表示本發明之第1實施形態的烘手裝置之外觀的 

立體圖。

第2圖係從側方觀察第1圖所示之烘手裝置的剖面圖。

第3圖係將第2圖所示之噴嘴部分放大的局部放大剖面

圖。

第4圖係表示第1實施形態之第1變形例的烘手裝置之噴 

嘴部分的圖。

第5圖係表示第1實施形態之第2變形例的烘手裝置之噴 

嘴部分的圖。

第6圖係表示第1實施形態之第3變形例的烘手裝置之噴 

嘴部分的圖。

第7圖係表示第1實施形態之第.4變形例的烘手裝置之噴 

嘴部分的圖。

第8圖係表示本發明之第2實施形態的烘手裝置之外觀的 

立體圖。

第9圖係從側方觀察第8圖所示之烘手裝置的剖面圖。

【實施方式】

【0011】在以下，根據圖面，詳細地說明本發明之實施形 

態的烘手裝置。此外，不是藉本實施形態來限定本發明。

第1實施形態

2111-16741-PF 3



1640285

【0012】第1圖係表示本發明之第1實施形態的烘手裝置 

之外觀的立體圖。第2圖係從側方觀察第1圖所示之烘手裝置 

的剖面圖。

【0013】烘手裝置50包括成為外廓的外殼1。外殼1包括 

使前面向內側凹下所形成的烘手室3。烘手室3之前面側的開 

口部成為將手插入烘手室3的手插入口 2。此外，在以下的說 

明，將外殼1中位於烘手室3之上方的部分稱為上方外殼21， 

將位於烘手室3之内側的部分稱為内側外殼22,將位於烘手室 

3之下方的部分稱為下方外殼23。即，烘手室3係被上方外殼 

21、內側外殼22以及下方外殼23所包圍，而前面及左右的側 

面係開放。

【0014】在烘手室3的下部接受水之水接受部4被形成於 

下方外殼23的頂面。水接受部4係成為往內側之向下傾斜， 

排水口 5被設置於傾斜的下端。在水接受部4的下方，插拔自 

如地設置儲存從排水口 5所滴下之水的排水容器6。

【0015】係朝向下方之面的下面21a被設置於上方外殼 

21。下面21a係面向烘手室3。朝向烘手室3並向下方噴出氣 

流的噴嘴7被設置於上方外殼21的下面21a。噴嘴7成為是出 

口的噴嘴孔7a在左右方向細長地延伸的槽狀。噴嘴7的整體 

被收容於上方外殼21的内部，僅噴嘴孔7a從上方外殼21的 

下面2 1 a露出。

【0016】吸氣口 10被形成於上方外殼21的側面。在上方 

外殼21的內部，收容是具有整流器馬達與渦輪風扇之送風裝 

置的高壓氣流產生裝置9。在上方外殼21的内部，形成將吸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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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1 0與高壓氣流產生裝置9之吸氣側連通的吸氣風路11。在 

上方外殼21的內部，形成將高壓氣流產生裝置9之排氣側與 

噴嘴7連通的排氣風路12。此外，上方外殼21之背面係由底 

座8所構成。高壓氣流產生裝置9運轉時，從吸氣口 10所吸 

人之空氣經由吸氣風路11、高壓氣流產生裝置9以及排氣風路 

12，從噴嘴7的噴嘴孔7a成為氣流並被噴出。

【0017】藉由從噴嘴孔7a所噴出之氣流被噴在被插入烘手 

室3的手，吹掉附著於手的水滴而手變成乾燥。從手所吹掉之 

水滴係被水接受部4所接受，並從排水口 5滴下後被儲存於排 

水容器6。

【0018】在吸氣風路11的中途並接近吸氣口 10的位置， 

被設置防止塵埃及垃圾與從吸氣口 10所吸人之空氣一起侵人 

之未圖示的空氣過濾器。在排氣風路12的中途之接近噴嘴7 

的位置，被設置對從噴嘴7所噴出之空氣加熱而變成暖風的加 

熱器14。

【0019】第3圖係將第2圖所示之噴嘴7部分放大的局部 

放大剖面圖。噴嘴7具有被設置於前側的前側壁7b、與被設置 

於内側的內側壁7c。是噴嘴7的出口並包圍噴嘴孔7a之周圍 

的開口緣係構成為具有是前側壁7b的下端之前側的開口緣 

7d、與是內側壁7c的下端之內側的開口緣。

【0020】向比下面21a更下方突出的導引突起15被設置於 

內側之開口緣7e。這可換言之，在內側的開口緣7e之沿著氣 

流的噴出方向向下游突出的導引突起15被設置於内側之開口 

緣7e。導引突起15係與噴嘴孔7a —樣地在左右方向延伸。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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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突起15中成為前側之壁面的前面15a成為愈接近下端位於 

愈內側的傾斜面。成為傾斜面的前面15a係以在前側成為凸的 

曲面形狀所形成，在本第1實施形態成為圓弧面形狀。導引突 

起15之前側的上端係與噴嘴孔7a圓滑地連接。前面15a之下 

端的切線係傾斜成愈往下方愈往內側。此外，在本第1實施形 

態，一體地形成噴嘴7與導引突起15，但是亦可分開地形成各 

個。

【0021】手偵測感測器16被設置於上方外殼21的内部。 

手偵測感測器16之發光方向及受光方向係都被設置成朝向烘 

手室3。手偵測感測器16係透過被設置於上方外殼21的下面 

21a並使可見光及紅外線的透明窗la，偵測烘手室3內有無 

手。又，省略圖示之控制電路被設置於外殼1的內部，該控制 

電路係進行在手偵測感測器16偵測到在烘手室3內有手的情 

況使高壓氣流產生裝置9動作，而在手偵測感測器16偵測到 

在烘手室3內無手的情況使高壓氣流產生裝置9停止的控制。

【0022】在高壓氣流產生裝置9動作時從噴嘴孔7a所噴出 

之氣流的噴出方向係藉附壁效應(coanda effect)氣流被吸至導 

引突起15的前面15a側，成為朝向烘手室3之內側的方向。 

尤其，因為前面15a成為傾斜面，所以氣流的噴出方向係易成 

為沿著前面15a之下端之切線的方向，即朝向内側的方向。進 

而，在傾斜面是圓弧面的情況，在圓弧面之等效曲率半徑R是 

噴嘴孔7a之沿著進深方向的寬度W之5倍以上時，受到附壁 

效應的影響，氣流的噴出方向易成為沿著前面15a之下端之切 

線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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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依此方式，藉由設置導引突起15，可利用附壁效 

應使氣流的噴出方向朝向內側。因此，不必為了使氣流的噴出 

方向朝向内側而使噴嘴7傾斜。因此，如第3圖所示，即使是 

將噴嘴7的前側壁7b作成鉛垂地延伸之壁的情況，亦可使氣 

流的噴出方向朝向内側。另一方面，在不設置導引突起15的 

情況，為了使氣流的噴出方向朝向內側，需要使噴嘴7傾斜。 

更具體而言，需要使噴嘴7傾斜成噴嘴7的上方位於前側。在 

此情況，因為前側壁7b亦傾斜成上方位於前側，所以前側壁 

7b的上端與噴嘴孔7a之間之沿著進深方向的長度變長。為了 

在上方外殼21內確保收容前側壁7b的空間，上方外殼21的 

前面21b與噴嘴孔7a之沿著進深方向的長度亦變長。

【0024】另一方面，在本第1實施形態，因為將前側壁7b 

作成鉛垂地延伸的壁，所以可使上方外殼21的前面21b與噴 

嘴孔7a之前側的開口緣7d之沿著進深方向的長度L變短。若 

長度L變短，噴出氣流之噴嘴孔7a接近前面21b。因此，在 

使用者進行烘手時可使將手插入烘手室3的深度變淺。藉此， 

可在使烘手室3之沿著進深方向的深度不太深下，插人烘手室 

3之手難與內側外殼22的前面22a接觸。亦即，能不大形化烘 

手裝置50，使手難與内側外殼22的前面22a接觸。又，長度 

L越短因不會被上方外殼21干擾而可容易看到自己的手，故 

使用者自己的手越不易與内側外殼22的前面22a接觸。因此， 

不會與内側外殼22的前面22a接觸，而易確保手的衛生性。 

例如，將長度L作成10mm以下較佳。

【0025】又，因為氣流的噴出方向朝向内側，所以從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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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掉之水亦易朝向内側被吹掉。因此，從手所吹掉之水難朝向 

使用者飛散。

【0026】此外，藉由從噴嘴孔7a所噴出之氣流衝撞插入烘 

手室3的手，附著於手之水滴被吹掉。在氣流垂直地噴在手的 

情況，所吹掉之水滴飛散的方向係主要與噴嘴孔7a之延伸方 

向垂直的方向，即沿著進深方向的前側與内側。可是，水滴亦 

飛散至前側時，不僅水滴朝向使用者飛散，而且在下方接受所 

飛散之水的水接受部4亦需要變大，而引起烘手裝置50的大 

形化。

【0027】在本第1實施形態，因為氣流的噴出方向朝向內 

側，所以氣流係不會垂直地衝撞手，而衝撞後之氣流以朝向手 

之前端側流動的角度衝撞手。藉此可一面如上述所示抑制從手 

所吹掉之水朝向使用者飛散，一面使水接受部4小形化。在為 

了使烘手裝置50小形化，而使形成水接受部4之下方外殼23 

與上方外殼21的進深尺寸變成相等的情況，藉由使氣流的噴 

出方向從鉛垂方向向後方傾斜15°，可回收從手所飛散之水滴 

的大半。在如本第1實施形態所示將導引突起15之前面15a 

作成圓弧面的情況，只要將導引突起15的前面之下端的切線 

方向與鉛垂方向的夾角D設定成15°即可。

【0028】另一方面，在氣流垂直地衝撞手的情況，進行烘 

手之效率最高，氣流對手的衝撞角度愈是銳角，進行烘手之效 

率愈降低。因此，氣流的噴出方向愈向內側，進行烘手之效率 

愈降低。在考慮該烘手裝置50之小形化、與進行烘手之效率 

之雙方的情況，使氣流的噴出方向從鉛垂方向向後方傾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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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較佳。在如本第1實施形態般將導引突起15之前面15a 

作為圓弧面的情況，只要使導引突起15之前面之下端的切線 

方向與鉛垂方向的夾角位於從10°至15°的範圍即可。此外，因 

為傾斜成氣流的噴出方向從鉛垂方向向後方超過30°時進行烘 

手之效率顯著地降低，所以氣流的噴出方向係被限定於從鉛垂 

方向向後方5°至30°的範圍。

【0029】此外，亦可被設置於導引突起15之前面15a的傾 

斜面係以橢圓、抛物線、其他的曲面、平面、平面與曲面之組 

合、或複數個平面的組合所形成。第4圖係表示第1實施形態 

之第1變形例的烘手裝置50之噴嘴7部分的圖。在第1變形 

例，以平面與曲面將傾斜面形成於導引突起15的前面15a。第 

5圖係表示第1實施形態之第2變形例的烘手裝置50之噴嘴7 

部分的圖。在第2變形例，以平面將傾斜面形成於導引突起15 

的前面15a。第6圖係表示第1實施形態之第3變形例的烘手 

裝置50之噴嘴7部分的圖。在第3變形例，藉浮花壓製加工 

等將上下地排列之微小的凹凸設置於導引突起15的前面 

15a。藉由微小的凹凸被形成於前面15a，與微小的凹凸未被形 

成的情況相比，更易受到附壁效應之影響。因此，即使是傾斜 

面之等效曲率半徑R小的情況，亦可使氣流的噴出方向朝向內 

側。

【0030】第7圖係表示第1實施形態之第4變形例的烘手 

裝置50之噴嘴7部分的圖。在第4變形例，遮蔽板18被設置 

於在噴嘴孔7a的開口緣中比前側之開口緣7d更前側與前側之 

開口緣7d隔著間隔的位置。遮蔽板18係向比上方外殼2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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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21a更下方突出。遮蔽板18與導引突起15係彼此相對向。 

又，遮蔽板18的下端與導引突起15的下端係高度一致。

【0031】前側之開口緣7d與遮蔽板18之內側面18a的距 

離小於2mm時，因附壁效應的影響而氣流被迫靠近遮蔽板 

18,而無法使氣流的噴出方向朝向内側。

【0032】在本第4變形例，藉由將前側之開口緣7d與遮蔽 

板18之內側面18a的距離設定成2mm以上，防止氣流被迫靠 

近遮蔽板18。又，可藉遮蔽板18遮蔽因氣流的噴出而在噴嘴 

孔7a所產生之噪音。藉此，可抑制在噴嘴孔7a所產生之噪音 

傳至烘手裝置50的周圍。

【0033】遮蔽板1 8係亦可與噴嘴7 —體地形成，亦可分開 

地形成。又，亦可遮蔽板1 8係與上方外殼21 —體地形成。即， 

只要遮蔽板18之內側面18a與前側之開口緣7d的距離是2mm 

以上，遮蔽板18係不被限定為實施形態所舉例表示者。

第2實施形態

【0034】第8圖係表示本發明之第2實施形態的烘手裝置 

60之外觀的立體圖。第9圖係從側方觀察第8圖所示之烘手裝 

置60的剖面圖。此外，對於與第1實施形態一樣的構成，附 

加相同的符號，並省略詳細的說明。第2實施形態之烘手裝置 

60所包括的外殼61係成為從該第1實施形態之烘手裝置50 

所包括的外殼1省略了內側外殼22與下方外殼23的形態。因 

此，在烘手裝置60，外殼61之下方整體成為可插入手的烘手 

室63。

【0035】又，與第1實施形態一樣，噴嘴7及導引突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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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設置於外殼61的下面61a。依此方式，只要是噴出氣流的噴 

嘴被設置於外殼的下面之構成的烘手裝置，可作成不論外殼的 

形狀，都藉導引突起使氣流的噴出方向朝向內側，而可一面使 

裝置小形化，一面合乎衛生地進行烘手的烘手裝置。

【0036】此外，亦可如該第1實施形態之變形例所示，將 

遮蔽板設置於外殼61的下面61a。

【0037】以上之實施形態所示的構成係表示本發明之内容 

的一例，亦可能與別的周知之技術組合，亦可能在不超出本發 

明之主旨的範圍，省略或變更構成之一部分。

【符號說明】

【0038】

1 ' 61 外殼、

la 透明窗、

2 手插人口、

3 ' 63 烘手室、

4 水接受部、

5 排水口、

6 排水容器、

7 噴嘴、

7a 噴嘴孔、

7b 前側壁、

7c 内側壁、

7d 前側之開口緣、

7e 內側之開口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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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底座、

9 高壓氣流產生裝置、

10 吸氣口、

11 吸氣風路、

12 排氣風路、

14 加熱器、

15 導引突起、

15a 前面、

16 手偵測感測器、

18 遮蔽板、

18a 內側面、

21 上方外殼、

21a 、61a 下面、

21b 前面、

22 內側外殼、

23 下方外殼、

50、 60 烘手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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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285 發明摘要

※申請案號：106139132
※申請日：106/11/13 ※IPC 分類：A47K 10/48 （2006.01）

【發明名稱】（中文/英文）

烘手裝置

【中文】

烘手裝置包括：送風裝置；外殼（1），係收容該送風裝置， 

並具有已形成噴出藉送風裝置所產生的氣流之在左右方向所 

延伸之槽狀的噴嘴孔（7a）之朝向下方的下面（21a）;以及導引突 

起（1 5），係被設置於噴嘴孔（7a）之開口緣中内側的開口緣（7e）， 

並向比下面（21a）更下方突出。

【英文】

無Ο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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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利範匱

1. 一種烘手裝置，其特徵為包括：

送風裝置；

外殼，係收容該送風裝置，並具有已形成噴出藉該送風裝 

置所產生的氣流之在左右方向所延伸之槽狀的噴嘴孔之朝 

向下方的下面；以及

導引突起，係被設置於該噴嘴孔之開口緣中内側的開口 

緣，並向比該下面更下方突出。

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烘手裝置，其中愈接近下端位於 

愈內側的傾斜面被形成於該導引突起之前側的壁面。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項之烘手裝置，其中該傾斜面係在前 

側成為凸的曲面形狀。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項之烘手裝置，其中該傾斜面係圓弧 

面形狀。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4項之烘手裝置，其中該圓弧面形狀的 

，等效曲率半徑係在該噴嘴孔之進深方向的寬度之5倍以上。

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項之烘手裝置，其中該傾斜面之下端 

的切線方向與鉛垂方向的夾角是從5°至30°。

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項之烘手裝置，其中該傾斜面之下端 

的切線方向與鉛垂方向的夾角是從5°至30°。

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4項之烘手裝置，其中該傾斜面之下端 

的切線方向與鉛垂方向的夾角是從5°至30°。

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項之烘手裝置，其中該傾斜面之下端 

的切線方向與鉛垂方向的夾角是從5°至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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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9項中任一項之烘手裝置，其中在 

上下排列的凹凸被形成於該導引突起之前側的壁面。

1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9項中任一項之烘手裝置，其中該 

噴嘴孔之開口緣中前側的開口緣與該外殼的前面之沿著進 

深方向的距離是10mm以下。

1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之烘手裝置，其中該噴嘴孔之開口 

緣中前側的開口緣與該外殼的前面之沿著進深方向的距離 

是1 0mm以下。

1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9項中任一項之烘手裝置，其中更 

包括遮蔽板，該遮蔽板係在該噴嘴孔之開口緣中比前側的 

開口緣更前側被設置於與該前側的開口緣隔著間隔的位 

置，並向比該下面更下方突出。

1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之烘手裝置，其中更包括遮蔽板， 

該遮蔽板係在該噴嘴孔之開口緣中比前側的開口緣更前側 

被設置於與該前側的開口緣隔著間隔的位置，並向比該下 

面更下方突出。

1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之烘手裝置，其中更包括遮蔽板， 

該遮蔽板係在該噴嘴孔之開口緣中比前側的開口緣更前側 

被設置於與該前側的開口緣隔著間隔的位置，並向比該下 

面更下方突出。

1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2項之烘手裝置，其中更包括遮蔽板， 

該遮蔽板係在該噴嘴孔之開口緣中比前側的開口緣更前側 

被設置於與該前側的開口緣隔著間隔的位置，並向比該下 

面更下方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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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圖】

【本案指定代表圖】：第（3）圖。 

【本代表圖之符號簡單說明】：

1 外殼、

la 透明窗 、

7 噴嘴、

7a 噴嘴孔 、

7b 前側壁

7c 内側壁 、

7d 前側之 開 □ 緣、

7e 內側之 開 □ 緣、

12 排氣風 路 、

14 加熱器 、

15 導引突 起 、

15a 前面、

21 上方外 殼 、

21a 下面、

21b 前面、

R 半徑。

W 寬度、

L 長度、

D 夾角。

【本案若有化學式時，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學式】： 

触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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