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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自清洁排风机，包括壳体、

风道、进风网罩、出风网罩、电机筒、电机、传动轴

和叶轮；所述壳体的内部设置有雨水流道，所述

雨水流道连通有雨水出口和雨水收集口，所述壳

体的内部设置有排水流道，所述排水流道连通有

排水口组合和出水口；通过雨水收集口、雨水流

道和雨水出口能把雨水排至进风网罩上，并能通

过雨水对进风网罩进行洗刷清洁，从而能减少进

风网罩上的灰尘，再通过排水口组合、排水流道

和出水口能把污水排至室外，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自清洁排风机不需要在风道内部安装清扫组

件，也不需要外接进水组件和动力源，就能通过

雨水实现进风网罩的自动清洁，因此本自清洁排

风机具有结构简单、便于安装和节能环保的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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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清洁排风机，包括壳体，设置在所述壳体内部的风道，设置在所述风道内的进

风网罩，设置在所述风道内的出风网罩，设置在风道内的、且位于所述进风网罩和出风网罩

之间的电机筒，设置在所述电机筒内部的电机，设置在所述电机的一端的、且延伸至所述电

机筒的外部的传动轴，套装设置在所述传动轴上的叶轮；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的内部设置

有位于风道上方的雨水流道，所述雨水流道的一端连通有位于进风网罩上方的、且用于把

雨水排至所述进风网罩上的雨水出口，所述雨水流道的另一端连通有用于收集雨水的雨水

收集口，所述壳体的内部设置有位于风道下方的排水流道，所述排水流道的一端连通有位

于进风网罩下方的排水口组合，所述排水流道的另一端连通有出水口。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清洁排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雨水收集口为上大下小的

漏斗形设置。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清洁排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雨水收集口的顶部设置有

过滤网。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清洁排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风道包括第一进风段，设

置在所述第一进风段一端的第二进风段，以及设置在所述第二进风段远离第一进风段的一

端的排风段；所述进风网罩设置在排风段，所述雨水出口设置在所述排风段上，且所述雨水

出口位于第二进风段和进风网罩之间；所述排水口组合包括设置在排风段上的、且位于所

述进风网罩一侧的第一排水口，设置在所述排风段上的、且位于所述进风网罩另一侧的第

二排水口，以及设置在所述第二进风段上的第三排水口。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自清洁排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进风段的为沿第二进

风段至排风段的方向逐渐缩小的喇叭形设置，所述第二进风段的内径为沿第一进风段至排

风段的方向逐渐缩小的喇叭形设置，所述排风段为沿第一进风段至第二进风段的方向逐渐

扩大的喇叭形设置。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自清洁排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进风段的最大内径大

于第一进风段的最小内径，所述排风段的最小内径大于第二进风段的最小内径。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清洁排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筒的外壁上固定连接

有若干个导叶，所述电机筒通过导叶与风道的内壁进行固定连接。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清洁排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叶轮包括风筒，以及设置

在所述风筒的外壁上的若干片扇叶。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自清洁排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扇叶设置有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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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清洁排风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排风机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自清洁排风机。

背景技术

[0002] 排风机由电动机带动风叶旋转驱动气流，使室内外空气交换的一类空气调节电

器，又称通风机；排风的目的就是要除去室内的污浊空气，调节温度、湿度和感觉效果；由于

排风机一般都是固定安装在室内顶部，长期使用会在排风机上积有很多灰尘，打扫起来很

不方便，而且灰尘会影响排风机的工作效率。

[0003] 现 有技术中 也出现了带自 清洁 功能的 排风机 ，如中国 专 利 [申 请号

201810283661.8]公开的一种排风机，包括机壳、电缸、电机、扇叶、连接轴、除尘装置、进风

网罩、出风网罩、离合装置、安装板和排水装置；电机的转轴端头设有配合连接除尘装置的

离合装置；除尘装置通过连接轴转动安装在进风网罩中心；进风网罩上方设有喷淋管，进风

网罩下方设有排水装置；虽然该专利能通过除尘装置、离合装置、喷淋管和排水装置实现进

风网罩的自动清洁，除去进风网罩上的灰尘；但是该专利除尘装置的刮水板和刷板均位于

风道内，且刮水板的表面还设置有毛刷块和海绵块，刮水板和刷板会在风道内对风流形成

阻挡，对风机的工作效率具有极大的不利影响，且该专利是通过在进风网罩的上方设置喷

淋管，利用喷淋管对进风网罩进行喷水洗刷，由于排风机一般都是按照在建筑物的顶部的，

该专利设置了喷淋管，就必须设置与喷淋管连通的进水管，进水管需要连通水泵和蓄水池，

因此该专利的这种喷淋洗刷进风网罩的方式具有结构繁琐、安装复杂和耗能大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不需要在风道内安装清扫组件的、结构简单的、

便于安装的和节能环保的自清洁排风机。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自清洁排风机，包括壳体，设

置在所述壳体内部的风道，设置在所述风道内的进风网罩，设置在所述风道内的出风网罩，

设置在风道内的、且位于所述进风网罩和出风网罩之间的电机筒，设置在所述电机筒内部

的电机，设置在所述电机的一端的、且延伸至所述电机筒的外部的传动轴，套装设置在所述

传动轴上的叶轮；所述壳体的内部设置有位于风道上方的雨水流道，所述雨水流道的一端

连通有位于进风网罩上方的、且用于把雨水排至所述进风网罩上并对进风网罩进行洗刷的

雨水出口，所述雨水流道的另一端连通有用于收集雨水的雨水收集口，所述壳体的内部设

置有位于风道下方的排水流道，所述排水流道的一端连通有位于进风网罩下方的排水口组

合，所述排水流道的另一端连通有出水口。

[0006] 进一步的，所述雨水收集口为上大下小的漏斗形设置。

[0007] 进一步的，所述雨水收集口的顶部设置有过滤网。

[0008] 进一步的，所述风道包括第一进风段，设置在所述第一进风段一端的第二进风段，

以及设置在所述第二进风段远离第一进风段的一端的排风段；所述进风网罩设置在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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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所述雨水出口设置在所述排风段上，且所述雨水出口位于第二进风段和进风网罩之间；

所述排水口组合包括设置在排风段上的、且位于所述进风网罩一侧的第一排水口，设置在

所述排风段上的、且位于所述进风网罩另一侧的第二排水口，以及设置在所述第二进风段

上的第三排水口。

[0009] 更进一步的，所述第一进风段的为沿第二进风段至排风段的方向逐渐缩小的喇叭

形设置，所述第二进风段的内径为沿第一进风段至排风段的方向逐渐缩小的喇叭形设置，

所述排风段为沿第一进风段至第二进风段的方向逐渐扩大的喇叭形设置。

[0010] 更进一步的，所述第二进风段的最大内径大于第一进风段的最小内径，所述排风

段的最小内径大于第二进风段的最小内径。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电机筒的外壁上固定连接有为周向分布的若干个导叶，所述电机

筒通过导叶与风道的内壁进行固定连接。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叶轮包括风筒，以及设置在所述风筒的外壁上的若干片扇叶。

[0013] 更进一步的，所述扇叶设置有六片。

[0014] 本发明技术效果主要体现：通过雨水收集口、雨水流道和雨水出口能把雨水排至

进风网罩上，并能通过雨水对进风网罩进行洗刷清洁，从而能减少进风网罩上的灰尘，再通

过排水口组合、排水流道和出水口能把污水排至室外，与现有技术相比，本自清洁排风机不

需要在风道内部安装清扫组件，也不需要外接进水组件和动力源，就能通过雨水实现进风

网罩的自动清洁，因此本自清洁排风机具有结构简单、便于安装和节能环保的优点，且本自

清洁排风机还能通过第一进风段、第二进风段和排风段的台阶形设置，避免雨水倒灌至室

内。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一种自清洁排风机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图1的壳体和风道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图1的电机、传动轴和叶轮的连接示意图；

[0018] 图4为图3的叶轮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述，以使本发明技术方案更

易于理解和掌握。

[0020] 在本实施例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中间”、“上”、“下”、“顶部”、“右侧”、“左端”、

“上方”、“背面”、“中部”、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

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

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1] 另，在本具体实施方式中如未特别说明部件之间的连接或固定方式，其连接或固

定方式均可为通过现有技术中常用的螺栓固定或钉销固定，或销轴连接等方式，因此，在本

实施例中不在详述。

[0022] 一种自清洁排风机，如图1所示，包括壳体1，设置在所述壳体1内部的、且为两端开

口设置的风道2，设置在所述风道2内的进风网罩3，设置在所述风道2内的出风网罩4，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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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道2内的、且位于所述进风网罩3和出风网罩4之间的电机筒5，设置在所述电机筒5内部

的电机6，设置在所述电机6的一端的、且延伸至所述电机筒5的外部的传动轴7，套装设置在

所述传动轴7上的叶轮8。所述电机筒6的外壁上固定连接有为周向分布的若干个导叶61，所

述电机筒6通过导叶61与风道2的内壁进行固定连接。标号101为进风箭头。

[0023] 如图2所示，所述壳体1的内部设置有位于风道2上方的雨水流道11，所述雨水流道

11的一端连通有位于进风网罩3上方的、且用于把雨水排至所述进风网罩3上并对进风网罩

3进行洗刷的雨水出口12，所述雨水流道11的另一端连通有用于收集雨水的雨水收集口13，

所述壳体1的内部设置有位于风道2下方的排水流道14，所述排水流道14的一端连通有位于

进风网罩3下方的排水口组合15，所述排水流道14的另一端连通有出水口16。

[0024] 所述雨水收集口13为上大下小的漏斗形设置。在雨天时，漏斗形设置的雨水收集

口13能收集更多的雨水，从而使得雨水出口12能把更多的雨水排至进风网罩3上并对进风

网罩3进行更彻底的洗刷，减少更多粘附在进风网罩3上的灰尘。所述雨水收集口13的顶部

设置有过滤网131。设置过滤网131能拦截大块的杂质，避免大块杂质进入雨水流道11并堵

塞雨水流道。

[0025] 所述风道2包括第一进风段21，设置在所述第一进风段21一端的第二进风段22，以

及设置在所述第二进风段22远离第一进风段21的一端的排风段23；所述进风网罩3设置在

排风段23，所述雨水出口12设置在所述排风段23上，且所述雨水出口12位于第二进风段22

和进风网罩3之间；灰尘主要粘附在进风网罩3的进风侧，因此把雨水出口12设置在进风网

罩3的进风侧，能更好的利用雨水洗刷进风网罩3，减少进风网罩3上的灰尘。

[0026] 所述第一进风段21为沿第二进风段22至排风段23的方向逐渐缩小的喇叭形设置，

所述第二进风段22为沿第一进风段21至排风段23的方向逐渐缩小的喇叭形设置，所述排风

段23为沿第一进风段21至第二进风段23的方向逐渐扩大的喇叭形设置。第一进风段21的内

径沿风向逐渐缩小，能通过增大有利于增大进风流量，从而提高风机的全压效率；室内空气

经过叶轮8的旋转变成全压，排风段23的内径沿风向逐渐扩大，能通过减慢全压中的风速而

降低压力损失，从而提高风机的静压效率。

[0027] 所述第二进风段22的最大内径大于第一进风段21的最小内径，所述排风段23的最

小内径大于第二进风段22的最小内径。结合图1‑2理解，限定第一进风段21、第二进风段22

和排风段23的内径关系之后，第一进风段21与第二进风段22之间存在一个台阶形的凸起，

第二进风段22与排风段23之间存在另一个台阶形凸起，通过这两个台阶形的凸起能阻挡从

雨水出口12落进风道2的雨水通过第一进风段21和第二进风段22倒灌至室内，从而使得本

风机既能通过利用雨水对进风网罩3进行洗刷，减少进风网罩3上粘附的灰尘，又能通过台

阶形的凸起避免雨水倒灌至室内。

[0028] 所述排水口组合15包括设置在排风段23上的、且位于所述进风网罩3一侧的第一

排水口151，设置在所述排风段23上的、且位于所述进风网罩3另一侧的第二排水口152，以

及设置在所述第二进风段22上的第三排水口153。通过第一排水口151、第二排水口152和第

三排水口153的组合运用，能把通过雨水出口12进入风道2的雨水更好更快的排出至室外，

避免雨水倒灌进室内。

[0029] 如图3‑4所示，所述叶轮8包括风筒81，以及设置在所述风筒81的外壁上的若干片

扇叶82。所述扇叶82设置有六片。与五片扇叶的排风机相比，六片扇叶的排风机的风速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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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

[0030] 本发明技术效果主要体现：通过雨水收集口、雨水流道和雨水出口能把雨水排至

进风网罩上，并能通过雨水对进风网罩进行洗刷清洁，从而能减少进风网罩上的灰尘，再通

过排水口组合、排水流道和出水口能把污水排至室外，与现有技术相比，本自清洁排风机不

需要在风道内部安装清扫组件，也不需要外接进水组件和动力源，就能通过雨水实现进风

网罩的自动清洁，因此本自清洁排风机具有结构简单、便于安装和节能环保的优点，且本自

清洁排风机还能通过第一进风段、第二进风段和排风段的台阶形设置，避免雨水倒灌至室

内。

[0031] 当然，以上只是本发明的典型实例，除此之外，本还可以有其它多种具体实施方

式，凡采用等同替换或等效变换形成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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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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