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1041404.4

(22)申请日 2019.10.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61754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12.27

(73)专利权人 彭甜甜

地址 510300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街

道新港西路176号后座

(72)发明人 王芳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卓岚智财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11624

代理人 任漱晨

(51)Int.Cl.

F24C 15/2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7230675 U,2018.04.13

CN 106545902 A,2017.03.29

CN 104110713 A,2014.10.22

CN 202303545 U,2012.07.04

GB 2262895 A,1993.07.07

审查员 陈远飞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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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笼罩型抽油烟机，包括左

右对称设置的箱体，所述箱体之间固设有固定

板，所述固定板上端面固设有顶箱，所述顶箱内

设置有上下贯穿的底部腔，所述底部腔端壁内连

通设置有对称的装卡配合腔，所述装卡配合腔内

装卡设置有顶盖，所述顶盖下侧设置有锥型结

构，所述底部腔下端壁内连通设置有存烟腔，所

述存烟腔开口向下，所述固定板内设置有上下贯

穿的中间连通腔，所述中间连通腔与所述存烟腔

连通，本发明设备结构简单，采用了将烹饪区域

包围的方式，使油烟进入到设备内部结构，在相

关结构的驱动下，使油烟进入到清洗溶剂内并且

以干净空气的形式排出于设备之外，极大的提高

了设备清理油烟的效果，也使设备的工作效率上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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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笼罩型抽油烟机，包括左右对称设置的箱体，所述箱体之间固设有固定板，所述

固定板上端面固设有顶箱，所述顶箱内设置有上下贯穿的底部腔，所述底部腔端壁内连通

设置有对称的装卡配合腔，所述装卡配合腔内装卡设置有顶盖，所述顶盖下侧设置有锥型

结构，所述底部腔下端壁内连通设置有存烟腔，所述存烟腔开口向下，所述固定板内设置有

上下贯穿的中间连通腔，所述中间连通腔与所述存烟腔连通，所述固定板上端面相抵设置

有储油箱体，所述储油箱体内设置有开口的储油腔，所述储油箱体为圆环式结构，所述固定

板下端面固设有导烟箱，所述导烟箱内设置有上下贯穿的导烟内腔，所述导烟内腔与所述

中间连通腔连通，所述固定板下端面设置有展开形成包围结构对油烟进行引导的包围装

置，所述存烟腔两侧端壁内设置有对称的且将油烟进引导的引导装置，所述箱体内设置有

将油烟进行处理后排放的过滤装置；包围装置包括与所述固定板下端面固定的若干固定悬

轴，所述固定悬轴下端面固设有环形轨道，所述环形轨道内设置有开口的凹槽，所述凹槽分

别设置于所述环形轨道两侧，所述凹槽内设置有能够进行移动展开形成幕帘遮挡结构的幕

帘组件；幕帘组件包括平板，所述平板上端面固设有若干顶起板，两侧相对的所述顶起板之

间设置有采用滑动装卡的方式与所述凹槽装卡配合连接的连杆结构，所述平板下端面固设

有挂钩，所述挂钩下侧设置有围布结构；其特征在于：连杆结构包括固设于相对的所述顶起

板之间的滑杆，所述滑杆一侧设置有与所述顶起板转动配合连接的转动螺纹轴，所述转动

螺纹轴外表面设置有旋向相反的螺纹线，所述转动螺纹轴一侧端面固设有旋动盘，旋向相

反的螺纹线外表面螺纹配合连接设置有移动板，所述移动板与所述滑杆滑动配合连接，所

述移动板内转动的设置有旋动柄，所述旋动柄一侧设置有安装壳体，所述安装壳体与所述

旋动柄转动配合连接，所述旋动柄之间同轴转动配合连接，所述安装壳体内转动的设置有

装卡轮，所述装卡轮与所述凹槽相抵滑动配合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笼罩型抽油烟机，其特征在于：围布结构包括罩布，所述

罩布的展开结构为矩形，所述罩布上端面固设有若干顶部块，所述顶部块内设置有开口的

配合内腔，所述配合内腔端壁之间固设有配合轴，所述配合轴与所述挂钩悬挂装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笼罩型抽油烟机，其特征在于：引导装置包括设置于所述

存烟腔端壁内的侧腔，所述侧腔对称设置，所述侧腔与所述存烟腔连通，所述顶箱两侧端面

固设有对称的通风管，所述通风管内设置有通气腔，所述通气腔与所述侧腔连通，所述通气

腔一侧端壁内连通设置有通风腔，所述通风腔与导管连通，所述通风腔和通气腔内设置有

用于将油烟引导的排风组件。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笼罩型抽油烟机，其特征在于：排风组件包括固设于所述

通风腔内的中间固定块，所述中间固定块内固设有转动扇电机，所述转动扇电机一侧动力

连接设置有转动扇叶，所述转动扇叶位于所述通气腔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笼罩型抽油烟机，其特征在于：过滤装置包括设置于所述

箱体内的内部箱体，所述内部箱体内设置有内腔，所述内腔上端壁内连通设置有连接管，所

述连接管上侧连通设置有外侧连管，所述外侧连管与外部空间的排风扇连通，所述内腔上

端壁内设置有导管，所述导管与引导装置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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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笼罩型抽油烟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抽油烟机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笼罩型抽油烟机。

背景技术

[0002] 抽油烟机为现有技术，且为生活常见设备，具有以下缺点：抽油烟机往往设置于灶

台之上，此时，只能对着烹饪厨具进行抽油烟机，但是大多数的油烟弥漫整个厨房，此时人

员不得不关掉厨房门防止油烟继续扩散，在油烟中进行食物加工活动将会影响人员的衣服

及发质，使人员衣服沾染上油烟同时，使人员皮肤变得油腻，且容易焦黄，发质越来越差，对

人体健康有极大的损害，且现有的抽油烟机结构单一，往往采用增加抽风机的功率来提升

抽油烟机效果，这不仅使抽油烟机的声音变大，且也增加了抽油烟机的功耗，不利于人员持

续使用，且持续使用会浪费大量的电力资源，这使得现有的抽烟烟机不具有实用性及可靠

性。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笼罩型抽油烟机，其能够解决上述现在技

术中的问题。

[0004]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本发明的一种笼罩型抽油烟机，包括左右

对称设置的箱体，所述箱体之间固设有固定板，所述固定板上端面固设有顶箱，所述顶箱内

设置有上下贯穿的底部腔，所述底部腔端壁内连通设置有对称的装卡配合腔，所述装卡配

合腔内装卡设置有顶盖，所述顶盖下侧设置有锥型结构，所述底部腔下端壁内连通设置有

存烟腔，所述存烟腔开口向下，所述固定板内设置有上下贯穿的中间连通腔，所述中间连通

腔与所述存烟腔连通，所述固定板上端面相抵设置有储油箱体，所述储油箱体内设置有开

口的储油腔，所述储油箱体为圆环式结构，所述固定板下端面固设有导烟箱，所述导烟箱内

设置有上下贯穿的导烟内腔，所述导烟内腔与所述中间连通腔连通，所述固定板下端面设

置有展开形成包围结构对油烟进行引导的包围装置，所述存烟腔两侧端壁内设置有对称的

且将油烟进引导的引导装置，所述箱体内设置有将油烟进行处理后排放的过滤装置。

[0005]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包围装置包括与所述固定板下端面固定的若干固定悬轴，所

述固定悬轴下端面固设有环形轨道，所述环形轨道内设置有开口的凹槽，所述凹槽分别设

置于所述环形轨道两侧，所述凹槽内设置有能够进行移动展开形成幕帘遮挡结构的幕帘组

件。

[0006]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幕帘组件包括平板，所述平板上端面固设有若干顶起板，两侧

相对的所述顶起板之间设置有采用滑动装卡的方式与所述凹槽装卡配合连接的连杆结构，

所述平板下端面固设有挂钩，所述挂钩下侧设置有围布结构。

[0007]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连杆结构包括固设于相对的所述顶起板之间的滑杆，所述滑

杆一侧设置有与所述顶起板转动配合连接的转动螺纹轴，所述转动螺纹轴外表面设置有旋

向相反的螺纹线，所述转动螺纹轴一侧端面固设有旋动盘，旋向相反的螺纹线外表面螺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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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连接设置有移动板，所述移动板与所述滑杆滑动配合连接，所述移动板内转动的设置

有旋动柄，所述旋动柄一侧设置有安装壳体，所述安装壳体与所述旋动柄转动配合连接，所

述旋动柄之间同轴转动配合连接，所述安装壳体内转动的设置有装卡轮.所述装卡轮与所

述凹槽相抵滑动配合连接。

[0008]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围布结构包括罩布，所述罩布的展开结构为矩形，所述罩布上

端面固设有若干顶部块，所述顶部块内设置有开口的配合内腔，所述配合内腔端壁之间固

设有配合轴，所述配合轴与所述挂钩悬挂装卡。

[0009]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引导装置包括设置于所述存烟腔端壁内的侧腔，所述侧腔对

称设置，所述侧腔与所述存烟腔连通，所述顶箱两侧端面固设有对称的通风管，所述通风管

内设置有通气腔，所述通气腔与所述侧腔连通，所述通气腔一侧端壁内连通设置有通风腔，

所述通风腔与所述导管连通，所述通风腔和通气腔内设置有用于将油烟引导的排风组件。

[0010]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排风组件包括固设于所述通风腔内的中间固定块，所述中间

固定块内固设有转动扇电机，所述转动扇电机一侧动力连接设置有转动扇叶，所述转动扇

叶位于所述通气腔内。

[0011]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过滤装置包括设置于所述箱体内的内部箱体，所述内部箱体

内设置有内腔，所述内腔上端壁内连通设置有连接管，所述连接管上侧连通设置有外侧连

管，所述外侧连管与外部空间的排风扇连通，所述内腔上端壁内设置有导管，所述导管与引

导装置连通。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当人员烹饪时，首先人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调整所述罩布

的位置，此时直接滑动的所述平板后即可使所述平板带动所述挂钩移动，使所述挂钩带动

时配合轴和顶部块移动，使所述罩布展开与折叠，以便于将烹饪区域进行高效包裹，以防止

油烟跑出到厨房其他区域，此后拧动所述旋动盘后，使所述转动螺纹轴转动后带动所述移

动板移动，使所述移动板带动所述旋动柄摆动后使所述安装壳体带动所述装卡轮与所述凹

槽端壁装卡固定，使所述平板的位置保持不变，防止烹饪过程中造成所述罩布对烹饪区域

的遮挡失效，上述步骤也可以用于将所述平板取下，在使用时间较久之后，可以将所述罩布

取下后清洗，以便于所述罩布的持续使用且能够提高所述罩布对油烟的阻拦效果，油烟由

所述导烟内腔进入都所述中间连通腔后并且进入到所述存烟腔，且所述转动扇电机工作后

使所述转动扇叶工作后将油烟由所述通气腔和通风腔通入到所述导管内，并且使油烟与洗

涤溶剂充分混合，此时油烟内油污被清除，干净的空气由所述连接管和外侧连管排入到外

部空间的排风扇，所述顶盖下侧的锥型设计有利于冷凝的油污进入到所述储油腔内，在所

述储油腔内堆积满油污之后即可将所述储油腔内的油污进行清除；

[0013] 本发明设备结构简单，采用了将烹饪区域包围的方式，使油烟进入到设备内部结

构，在相关结构的驱动下，使油烟进入到清洗溶剂内并且以干净空气的形式排出于设备之

外，极大的提高了设备清理油烟的效果，也使设备的工作效率上升。

附图说明

[0014] 为了易于说明，本发明由下述的具体实施例及附图作以详细描述。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笼罩型抽油烟机内部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图1中A-A方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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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图3为图2中B方向示意图；

[0018] 图4为图1中C方向示意图；

[0019] 图中，罩布10、箱体11、导管12、内腔13、内部箱体14、环形轨道15、凹槽16、固定板

17、连接管18、外侧连管19、通风腔20、通风管21、中间固定块22、转动扇电机23、通气腔24、

转动扇叶25、侧腔26、顶盖27、底部腔28、存烟腔29、中间连通腔30、固定悬轴31、装卡配合腔

32、顶箱33、储油腔34、储油箱体35、导烟箱36、挂钩37、配合轴38、配合内腔39、顶部块40、导

烟内腔41、转动螺纹轴50、顶起板51、移动板52、旋动柄53、滑杆54、旋动盘55、安装壳体56、

装卡轮57、平板58。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如图1-图4所示，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为叙述方便，现对下文所说的方位规定

如下：下文所说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与图1本身投影关系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一致，本发明

的一种笼罩型抽油烟机，包括左右对称设置的箱体11，所述箱体11之间固设有固定板17，所

述固定板17上端面固设有顶箱33，所述顶箱33内设置有上下贯穿的底部腔28，所述底部腔

28端壁内连通设置有对称的装卡配合腔32，所述装卡配合腔32内装卡设置有顶盖27，所述

顶盖27下侧设置有锥型结构，所述底部腔28下端壁内连通设置有存烟腔29，所述存烟腔29

开口向下，所述固定板17内设置有上下贯穿的中间连通腔30，所述中间连通腔30与所述存

烟腔29连通，所述固定板17上端面相抵设置有储油箱体35，所述储油箱体35内设置有开口

的储油腔34，所述储油箱体35为圆环式结构，所述固定板17下端面固设有导烟箱36，所述导

烟箱36内设置有上下贯穿的导烟内腔41，所述导烟内腔41与所述中间连通腔30连通，所述

固定板17下端面设置有展开形成包围结构对油烟进行引导的包围装置，所述存烟腔29两侧

端壁内设置有对称的且将油烟进引导的引导装置，所述箱体11内设置有将油烟进行处理后

排放的过滤装置。

[0021] 有益地，其中，包围装置包括与所述固定板17下端面固定的若干固定悬轴31，所述

固定悬轴31下端面固设有环形轨道15，所述环形轨道15内设置有开口的凹槽16，所述凹槽

16分别设置于所述环形轨道15两侧，所述凹槽16内设置有能够进行移动展开形成幕帘遮挡

结构的幕帘组件。

[0022] 有益地，其中，幕帘组件包括平板58，所述平板58上端面固设有若干顶起板51，两

侧相对的所述顶起板51之间设置有采用滑动装卡的方式与所述凹槽16装卡配合连接的连

杆结构，所述平板58下端面固设有挂钩37，所述挂钩37下侧设置有围布结构。

[0023] 有益地，其中，连杆结构包括固设于相对的所述顶起板51之间的滑杆54，所述滑杆

54一侧设置有与所述顶起板51转动配合连接的转动螺纹轴50，所述转动螺纹轴50外表面设

置有旋向相反的螺纹线，所述转动螺纹轴50一侧端面固设有旋动盘55，旋向相反的螺纹线

外表面螺纹配合连接设置有移动板52，所述移动板52与所述滑杆54滑动配合连接，所述移

动板52内转动的设置有旋动柄53，所述旋动柄53一侧设置有安装壳体56，所述安装壳体56

与所述旋动柄53转动配合连接，所述旋动柄53之间同轴转动配合连接，所述安装壳体56内

转动的设置有装卡轮57，所述装卡轮57与所述凹槽16相抵滑动配合连接。

[0024] 有益地，其中，围布结构包括罩布10，所述罩布10的展开结构为矩形，所述罩布10

上端面固设有若干顶部块40，所述顶部块40内设置有开口的配合内腔39，所述配合内腔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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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壁之间固设有配合轴38，所述配合轴38与所述挂钩37悬挂装卡。

[0025] 有益地，其中，引导装置包括设置于所述存烟腔29端壁内的侧腔26，所述侧腔26对

称设置，所述侧腔26与所述存烟腔29连通，所述顶箱33两侧端面固设有对称的通风管21，所

述通风管21内设置有通气腔24，所述通气腔24与所述侧腔26连通，所述通气腔24一侧端壁

内连通设置有通风腔20，所述通风腔20与所述导管12连通，所述通风腔20和通气腔24内设

置有用于将油烟引导的排风组件。

[0026] 有益地，其中，排风组件包括固设于所述通风腔20内的中间固定块22，所述中间固

定块22内固设有转动扇电机23，所述转动扇电机23一侧动力连接设置有转动扇叶25，所述

转动扇叶25位于所述通气腔24内。

[0027] 有益地，其中，过滤装置包括设置于所述箱体11内的内部箱体14，所述内部箱体14

内设置有内腔13，所述内腔13上端壁内连通设置有连接管18，所述连接管18上侧连通设置

有外侧连管19，所述外侧连管19与外部空间的排风扇连通，所述内腔13上端壁内设置有导

管12，所述导管12与引导装置连通。

[0028] 初始状态时，上述装置、组件和结构处于停止工作状态，在设备初始状态时，需要

将所述罩布10笼罩到烹饪区域，由于所述罩布10采用整块矩形遮挡布设计，使所述罩布10

能够开口便于人员烹饪，在所述内腔13内充满洗涤溶剂。

[0029] 当人员烹饪时，首先人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调整所述罩布10的位置，此时直接滑

动的所述平板58后即可使所述平板58带动所述挂钩37移动，使所述挂钩37带动时配合轴38

和顶部块40移动，使所述罩布10展开与折叠，以便于将烹饪区域进行高效包裹，以防止油烟

跑出到厨房其他区域，此后拧动所述旋动盘55后，使所述转动螺纹轴50转动后带动所述移

动板52移动，使所述移动板52带动所述旋动柄53摆动后使所述安装壳体56带动所述装卡轮

57与所述凹槽16端壁装卡固定，使所述平板58的位置保持不变，防止烹饪过程中造成所述

罩布10对烹饪区域的遮挡失效，上述步骤也可以用于将所述平板58取下，在使用时间较久

之后，可以将所述罩布10取下后清洗，以便于所述罩布10的持续使用且能够提高所述罩布

10对油烟的阻拦效果，油烟由所述导烟内腔41进入都所述中间连通腔30后并且进入到所述

存烟腔29，且所述转动扇电机23工作后使所述转动扇叶25工作后将油烟由所述通气腔24和

通风腔20通入到所述导管12内，并且使油烟与洗涤溶剂充分混合，此时油烟内油污被清除，

干净的空气由所述连接管18和外侧连管19排入到外部空间的排风扇，所述顶盖27下侧的锥

型设计有利于冷凝的油污进入到所述储油腔34内，在所述储油腔34内堆积满油污之后即可

将所述储油腔34内的油污进行清除。

[003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不经过创造性劳动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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