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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用式循环净化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两用式循环净化机，其包

括壳体，油烟净化装置，新风供给装置，及其双翼

挡板装置，其中，该油烟净化装置包括吸烟口，第

一排风口，油脂分离器，吸烟腔，第一风机，烟气

净化室，烟气净化滤层；该新风供给装置包括吸

风口，第二排风口，粉尘阻截器，吸风腔，第二风

机，气体净化室，气体净化滤层；该双翼挡板装置

包括第一挡板及其第二挡板，其中，该第一挡板

的上端可旋转地固定于该吸烟口上方，该第二挡

板的上端可旋转地固定于该吸风口上方。本发明

既可以净化室内的油烟废气，又能室内提供净化

后的新风，极大地改善和提高社会环境和居室的

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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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两用式循环净化机，其特征在于：包括壳体，油烟净化装置，新风供给装置，及其

双翼挡板装置，其中，该油烟净化装置及该新风供给装置均安置于该壳体内；该油烟净化装

置包括吸烟口，第一排风口，油脂分离器，吸烟腔，第一风机，烟气净化室，烟气净化滤层，其

中，该油脂分离器设置于该吸烟口处或该吸烟腔内，该烟气净化滤层设置于该烟气净化室

内；该新风供给装置包括吸风口，第二排风口，粉尘阻截器，吸风腔，第二风机，气体净化室，

气体净化滤层，其中，该粉尘阻截器设置于该吸风口处或该吸风腔内，该气体净化滤层设置

于该气体净化室内；该双翼挡板装置包括第一挡板及其第二挡板，其中，该第一挡板的上端

可旋转地固定于该吸烟口上方，该第二挡板的上端可旋转地固定于该吸风口上方；该双翼

挡板装置的第一挡板及其第二挡板分别由第一电机和第二电机带动旋转，或该双翼挡板装

置的第一挡板及其第二挡板由一驱动电机带动旋转；

该吸烟口设置于该壳体下部内侧，该第一排风口设置于该壳体上部外侧；该吸风口设

置于该壳体下部且于该吸烟口背向的外侧，该第二排风口设置于该壳体上部内侧；

所述的两用式循环净化机，还包括置热交换装置，该置热交换装置包括吸热器，散热

器，及其循环管道，其中，该吸热器安置于该循环管道下端且位于该吸烟腔内，该散热器安

置于该循环管道上端且位于该新风供给装置内。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两用式循环净化机，其特征在于：该双翼挡板装置还包括第一推

动杆，第二推动杆，第一电机，及其第二电机，其中，该第一推动杆一端与该第一挡板相连，

该第二推动杆一端与该第二挡板相连。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两用式循环净化机，其特征在于：该双翼挡板装置还包括第一撑

杆，第二撑杆，第一连杆，第二连杆，第一主驱杆，第一辅驱杆，第二驱杆，固定座，及其驱动

电机，其中，该第一撑杆的一端与该第一挡板相连，另一端同时与该第一连杆的一端及该第

一辅驱杆的一端相连，该第一连杆的另一端可旋转地固定于该固定座上，该第一辅驱杆的

另一端与该第一主驱杆的一端相连，该第一主驱杆的另一端与该驱动电机相连；该第二撑

杆的一端与该第二挡板相连，另一端与该第二驱杆的一端相连，该第二驱杆的另一端与该

驱动电机相连，该第二连杆的一端可旋转地固定于该固定座上，另一端与该第二撑杆相连。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两用式循环净化机，其特征在于：该置热交换装置还包括增压

泵，该增压泵与该循环管道相连。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两用式循环净化机，其特征在于：该吸烟腔及该吸风腔为连体结

构，中间设置分隔板。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两用式循环净化机，其特征在于：该第一风机及该第二风机分别

安装于该分隔板两侧。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两用式循环净化机，其特征在于：该第一风机及该第二风机组成

一个风机组，该风机组包括装有风轮的两只蜗壳，及其共用的双出轴同芯电机，其中，该两

只蜗壳夹装在该分隔板上，该电机纵向地安装在该分隔板上，该电机两端出轴分别与该两

只蜗壳内的风轮连接。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两用式循环净化机，其特征在于：该烟气净化滤层采用无机棉滤

网层、高效HEPA网层、活性炭过滤层及纳米光触媒TiO2层其中的一种或几种组合；该气体净

化滤层采用无机棉滤网层、高效HEPA网层、活性炭过滤层及纳米光触媒TiO2层其中的一种

或几种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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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两用式循环净化机，其特征在于：该油脂分离器采用机械式油脂

分离器、辐射形多叶转盘、静电式油脂分离器中的任意一种，其中，该机械式油脂分离器采

用双层凹形过滤网，该过滤网的凹面相对扣合成一体；该辐射形多叶转盘中心固定于该第

一风机的出轴端上；该静电式油脂分离器采用在该吸烟腔内设置静电式电场及油脂碰吸单

元的结构；该粉尘阻截器采用该机械式油脂分离器、该辐射形多叶转盘、该静电式油脂分离

器中的任意一种的相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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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用式循环净化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净化设备，尤其涉及一种油烟空气两用循环净化机。

背景技术

[00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同时人们赖以生存的大气环境

却不断地恶化，虽然政府治霾付出了代价，舍弃了污染高排放企业并采取了其它一些治理

大气的措施收到了一些效果，但造成大气污染的源头之一的厨房餐饮污染排放并未得到根

本改善，继续困扰着社会。

[0003] 因现有技术的原因，国内商业餐饮业的油烟排放仍采用的是几十年前的接管排空

技术，净化标准低，且还有很大部分餐饮业净化处理流于形式；居民家庭餐饮排放更不乐

观，现有吸油烟机并无完全意义上的净化标准，普遍采用多层共用烟道将油烟废气集中排

空。有证据证明在一些大中城市由餐饮的排放造成的大气污染已超过了工业污染的排放。

故，解决城市人们生活油烟污染的排放是我们大气治理的当务之急。

[0004] 现有管道式的油烟排放一方面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的建筑成本和单位排烟产品的

使用能耗；更有甚者，居家共用烟道因排烟不畅、倒灌、互邻窜味等普遍现象直接影响人们

室内生活环境。因此，研究开发一种既能有效地解决餐饮排放污染大气，又能有效改善人们

居室生活环境的两用式循环净化机摆在我们面前。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两用式循环

净化机，其既可以净化室内的烟气，为室内提供净化后的新风，又能利用烹饪中产生的余

热。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两用式循环净化机，其包括壳体，油烟净化装

置，新风供给装置，及其双翼挡板装置，其中，该油烟净化装置及该新风供给装置均安置于

该壳体内；该油烟净化装置包括吸烟口，第一排风口，油脂分离器，吸烟腔，第一风机，烟气

净化室，烟气净化滤层，其中，该油脂分离器设置于该吸烟口处或该吸烟腔内，该烟气净化

滤层设置于该烟气净化室内；该新风供给装置包括吸风口，第二排风口，粉尘阻截器，吸风

腔，第二风机，气体净化室，气体净化滤层，其中，该粉尘阻截器设置于该吸风口处或该吸风

腔内，该气体净化滤层设置于该气体净化室内；该双翼挡板装置包括第一挡板及其第二挡

板，其中，该第一挡板的上端可旋转地固定于该吸烟口上方，该第二挡板的上端可旋转地固

定于该吸风口上方。

[0007] 该吸烟口设置于该壳体下部内侧，该第一排风口设置于该壳体上部外侧；该吸风

口设置于该壳体下部且于该吸烟口背向的外侧，该第二排风口设置于该壳体上部内侧。

[0008] 该双翼挡板装置还包括第一推动杆，第二推动杆，第一电机，及其第二电机，其中，

该第一推动杆一端与该第一挡板相连，该第二推动杆一端与该第二挡板相连。

[0009] 作为可供选择的实施例，该双翼挡板装置还包括第一撑杆，第二撑杆，第一连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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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连杆，第一主驱杆，第一辅驱杆，第二驱杆，固定座，及其驱动电机，其中，该第一撑杆的

一端与该第一挡板相连，另一端同时与该第一连杆的一端及该第一辅驱杆的一端相连，该

第一连杆的另一端可旋转地固定于该固定座上，该第一辅驱杆的另一端与该第一主驱杆的

一端相连，该第一主驱杆的另一端与该驱动电机相连；该第二撑杆的一端与该第二挡板相

连，另一端与该第二驱杆相连，该第二连杆的一端可旋转地固定于该固定座上，另一端与该

第二撑杆相连。

[0010] 该两用式循环净化机还包括置热交换装置，该置热交换装置包括吸热器，散热器，

及其循环管道，其中，该吸热器安置于该循环管道下端且位于该吸烟腔内，该散热器安置于

该循环管道上端且位于该新风供给装置内。

[0011] 该置热交换装置还包括增压泵，该增压泵与循环管道连通。

[0012] 该吸烟腔及该吸风腔为连体结构，中间设置分隔板。

[0013] 该第一风机及该第二风机分别安装于该分隔板两侧。

[0014] 作为可供选择的实施例，该第一风机及该第二风机组成一个风机组，该风机组包

括装有风轮的两只蜗壳，及其共用的双出轴同芯电机，其中，两只该蜗壳夹装在该分隔板

上，该电机纵向地安装在该分隔板上，该电机两端出轴分别与两只该蜗壳内的风轮连接。

[0015] 该烟气净化滤层采用无机棉滤网层、高效HEPA网层、活性炭过滤层及纳米光触媒

TiO2层其中的一种或几种组合；该气体净化滤层采用无机棉滤网层、高效HEPA网层、活性炭

过滤层及纳米光触媒TiO2层其中的一种或几种组合。

[0016] 该油脂分离器采用机械式油脂分离器、辐射形多叶转盘、静电式油脂分离器中的

任意一种，其中，该机械式油脂分离器采用双层凹形过滤网，该过滤网的凹面相对扣合成一

体；该辐射形多叶转盘中心固定于该第一风机的出轴端上；该静电式油脂分离器采用在该

吸烟腔内设置静电式电场及油脂碰吸单元的结构；该粉尘阻截器采用该机械式油脂分离

器、该辐射形多叶转盘、该静电式油脂分离器中的任意一种的相同结构。

[0017] 本发明两用式循环净化机的有益效果是：(1)油烟净化与新风供给有机地结合构

成的吸油烟机产品，极大地改善和提高社会环境和居室的空气质量；(2)既大量地节约了建

筑成本，增加了住户实得面积，又使得人们室内空气长久清新；(3)在不便直接排放的室内

使用本发明，通过循环净化处理室内烟气，满足了消费者在不同场合上的使用需求；(4)本

发明无管道净化排放，降低了风机运行风阻及能耗，节约了能源；(5)本发明设置的双翼型

挡板不但能增强烟气的吸附效果，还能起到防护作用，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

[0018] 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构思、具体结构及产生的技术效果作进一步说明，以

充分地了解本发明的目的、特征和效果。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两用式循环净化机的侧剖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发明双翼挡板装置的侧剖示意图。

[0021] 图3是本发明两用式循环净化机窗式安装后的侧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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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如图1至图3所示，本发明两用式循环净化机，其包括壳体1，油烟净化装置2，新风

供给装置3，及其双翼挡板装置4，其中，该油烟净化装置2及该新风供给装置3均安置于该壳

体1内，该油烟净化装置2安装朝向室内的灶具上方，用于油烟废气的净化，该新风供给装置

3安装朝向室外，用于室内的新风供给净化，该双翼挡板装置4用于在不运作时挡住两侧的

开口。值得提醒的是，该两用式循环净化机也可以采用室内独立空间的吊装，即，该两用式

循环净化机可以作为针对于室外吸排的窗式使用，也可以在室内的任意空间吊装使用，以

下为简便说明技术方案，以窗式使用为基础进行详解。

[0024] 该油烟净化装置2包括吸烟口21，第一排风口22，油脂分离器23，吸烟腔24，第一风

机25，烟气净化室26，烟气净化滤层27，其中，该吸烟口21设置于该壳体1下部内侧，该第一

排风口22设置于该壳体1上部，该油脂分离器23设置于该吸烟口21处或该吸烟腔24内，该烟

气净化滤层27设置于该烟气净化室26内。该第一风机25提供吸排力，将室内的油烟废气通

过该吸烟口21进入该吸烟腔24，先由该油脂分离器23将油脂与气体分离，烟气经该第一风

机25压排至该烟气净化室26，经该烟气净化滤层27处理，对烟气中的烟颗粒及有害气体和

异味全部进行净化处理由第一排风口22排除，且第一排风口22排出的是无害气体。

[0025] 该新风供给装置3包括吸风口31，第二排风口32，粉尘阻截器33，吸风腔34，第二风

机35，气体净化室36，气体净化滤层37，其中，该吸风口31设置于该壳体1下部且于该吸烟口

21背向的外侧，该第二排风口32设置于该壳体1上部内侧，该粉尘阻截器33设置于该吸风口

31处或该吸风腔34内，该气体净化滤层37设置于该气体净化室36内。该第二风机35提供吸

排力，室外的空气通过该吸风口31进入该吸风腔34，由该粉尘阻截器33将空气中的粉尘分

离，然后再由该气体净化滤层37进行进一步净化，最后通过该第二排风口32向室内补充洁

净的新风。

[0026] 该第一排风口22、该第二排风口32设置于该壳体1上部，该吸烟口21、该吸风口31

设置于该壳体1下部，以实现气体吸排流畅，且互不干扰。该机作为窗式使用时该第一排风

口22朝向室外排放无害气体，该第二排风口32朝向室内供应新风；该机作为净化室内空气

使用时，位于该壳体1上部的该第一排风口22、该第二排风口32可任意朝向，该油烟净化装

置与该新风供给装置以上述工作原理同时对室内污染气体进行循环净化，使室内空气实现

清新。

[0027] 该吸烟腔24及该吸风腔34为连体结构，中间设置分隔板5，以形成两个互为独立的

空间，在该分隔板5两侧各安装该第一风机25及该第二风机35。

[0028] 作为可供选择的实施例，该第一风机25及该第二风机35组成一个风机组，采用同

一个电机驱动，该风机组包括装有风轮的两只蜗壳，及其共用的双出轴同芯电机251(351)，

其中，两只该蜗壳夹装在该分隔板5上，两只该蜗壳进风口分别朝向该吸烟口及该吸风口，

该电机251(351)纵向地安装在该分隔板5上，该电机251(351)两端出轴分别与两只该蜗壳

内的风轮连接。此种由单电机驱动的双风轮双烟槽的吸排结构既能实现双向吸气分道排

气，同时又使得整机产品运转平稳，噪音小，能效高。

[0029] 作为第一种可选择实施例，该油脂分离器23采用机械式油脂分离器，该机械式油

脂分离器采用双层凹形过滤网，该过滤网的凹面相对扣合成一体，混合在烟气中的油脂在

该过滤网内形成高速旋流，油脂颗粒经碰撞至滤网凹壁，油脂颗粒集结流下，实现油气分离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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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作为第二种可供选择的实施例，该油脂分离器23采用辐射形多叶转盘，该多叶转

盘中心固定于该第一风机的出轴端上，该多叶转盘与该第一风机联动对应于该吸烟口，利

用该多叶转盘高速旋转与油气碰撞离心的作用实现油脂分离。

[0031] 作为第三种可供选择的实施例，该油脂分离器23采用静电式油脂分离器，在该吸

烟腔内设置静电式电场及油脂碰吸单元，实现油脂与烟气的分离。

[0032] 值得提醒的是，上述例举的三种该油脂分离器同样适用于粉尘阻截，即，该粉尘阻

截器33可以采用与该油脂分离器23相同的技术方案，其区别在于，该粉尘阻截器33的作用

是阻截室外空气中的粉尘颗粒、花粉及空气中其它的污染物，以实现外部空气在进入该气

体净化室之前的初步过滤。进一步，上述三种技术方案可以在该两用式循环净化机不同朝

向的两面(即该油烟净化装置及该新风供给装置)采取同一种方式或采用不同的两种方式

分别设置，既能实现油脂分离又能实现粉尘阻截的目的。

[0033] 该烟气净化滤层27采用无机棉滤网层、高效HEPA网层、活性炭过滤层及纳米光触

媒TiO2层其中的一种或几种组合，以净化或清除油烟气体中的烟颗粒物、烟气中的有害气

体及异味。同理，该气体净化滤层37可以采用与该烟气净化滤层27相同的技术方案。

[0034] 该双翼挡板装置4采用双电机分别驱动，包括第一挡板411，第二挡板421，第一推

动杆，第二推动杆，第一电机，及其第二电机，其中，该第一挡板411的上端通过铰链可旋转

地固定于该吸烟口上方，该第一推动杆一端与该第一挡板411相连，另一端与该第一电机直

接或间接相连，工作时，该第一电机驱动该第一推动杆，使该第一推动杆推动该第一挡板

411撑开一定角度，该第一挡板411覆盖于灶具上方，其烹饪中产生的腾升的油烟气体被该

挡板阻截于该吸烟口21的负压区，在该吸烟口21负压的作用下油烟气体进入该吸烟腔24，

有效地防止油烟的流窜，增强了该油烟净化装置的吸附效果，不工作时，该第一挡板411覆

盖住该吸烟口，不但避免杂质进入该吸烟腔，同时显得整洁美观；该第二挡板421的上端通

过铰链可旋转地固定于该吸风口上方，该第二推动杆一端与该第二挡板421相连，另一端与

该第二电机直接或间接相连，工作时，该第二电机驱动该第二推动杆，使该第二推动杆推动

该第二挡板421撑开一定角度，在雨雪天起到屋檐式的防护作用，不工作时，该第二挡板421

覆盖住该吸风口，避免风沙杂质(特别是虫子类)进入该吸风腔。

[0035] 如图2所示，作为可选择的实施例，该双翼挡板装置采用单电机结构，即采用一只

电机驱动双翼挡板的开合机构，包括第一挡板411，第二挡板421，第一撑杆412，第二撑杆

422，第一连杆413，第二连杆423，第一主驱杆414，第一辅驱杆415，第二驱杆424，固定座43，

及其驱动电机44，其中，该第一挡板411的上端通过铰链可旋转地固定于该吸烟口上方，该

第一撑杆412的一端与该第一挡板411相连，另一端同时与该第一连杆413的一端及该第一

辅驱杆415的一端相连，该第一连杆413的另一端可旋转地固定于该固定座43上，该第一辅

驱杆415的另一端与该第一主驱杆414的一端相连，该第一主驱杆414的另一端与该驱动电

机44相连，当该驱动电机44顺时针转动其电机转轴时，该第一主驱杆414也顺着转动，驱动

该第一辅驱杆415向上，该第一辅驱杆415带动三杆连接点向上，该第一撑杆412与该第一连

杆413趋向平直，又由于该第一连杆413的另一端固定于该固定座43上，该第一撑杆412只能

朝一个方向延伸，即，该第一挡板411被该第一撑杆412撑起一定角度，当该驱动电机44逆时

针转动其电机转轴时，该第一挡板411被收回，覆盖于该吸烟口；该第二挡板421的上端通过

铰链可旋转地固定于该吸风口上方，该第二撑杆422的一端与该第二挡板421相连，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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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该第二驱杆424相连，该第二连杆423的一端可旋转地固定于该固定座43上，另一端与该

第二撑杆422相连，当该驱动电机44顺时针转动其电机转轴时，该第二驱杆424也顺着转动，

驱动与之相连的该第二撑杆422的一端向下，又由于该第二连杆423的一端可旋转地固定于

该固定座43上，该第二撑杆422产生跷跷板效应，该第二撑杆422的另一端向上，即，该第二

挡板421被该第二撑杆422撑起一定角度，当该驱动电机44逆时针转动其电机转轴时，该第

二挡板421被收回，覆盖于该吸风口。值得提醒的是，该第一挡板411及该第二挡板421的开

合由该驱动电机44驱动，其最大开启和闭合定位的控制电路可采用定时控制和过载保护控

制来实现。在必要时也可以采用手动开合的实施方式。

[0036] 该两用式循环净化机还包括置热交换装置6，该置热交换装置6是采用以自来水或

冷却液为热传导媒介的传热系统，用于在寒冷季节提高进入室内的气体的温度，包括吸热

器61，散热器62，及其循环管道63，其中，该吸热器61安置于该循环管道63下端，该散热器62

安置于该循环管道63上端，三者构成一个液体循环回路，该吸热器61安置于该吸烟腔24内，

用于吸收油烟气体中的热量，该散热器62安置于该新风供给装置3内，用于对新风进行加

热。在寒冷季节，在液体循环回路中加入自来水或冷却液，油烟中的余热被该吸热器61吸

收，利用液体位差和温差自然沉降的原理，使得下面的该吸热器61与上面的该散热器62内

的液体冷热相互传导交换，经该新风供给装置3输入的新风将该散热器62散发的热量吹撒

至室内，既实现了对室内的新风补偿，又实现了将油烟中产生的热量通过转换回收利用以

提高室内的气温。值得提醒的是，当液体循环回路中未添加自来水或冷却液时，由于缺少有

效的传热媒介，该散热器62并不会对新风进行加热。

[0037] 在必要时为增加热交换效果，在该置热交换装置6中增设增压泵，该增压泵安置与

该循环管道63相连，以加速自来水或冷却液的流动，促进热量交换。

[0038] 该该吸热器61及该散热器62均可采用冷凝器结构，采用铜质盘管且在盘管上串叠

多层翅片，以实现良好的吸热和散热效能。

[0039]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较佳具体实施例。应当理解，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

需创造性劳动就可以根据本发明的构思作出诸多修改和变化。因此，凡本技术领域中技术

人员依本发明的构思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实验可以得到的

技术方案，皆应在由权利要求书所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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