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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涡轮式湿法油烟净化系统

(57)摘要

一种涡轮式湿法油烟净化系统，包括电机、

机头、置于机头内的至少一个涡轮、洗涤液喷雾

装置、将洗涤液循环回收使用的循环回流装置、

高速甩水网盘，所述机头右端设有油烟吸口，洗

涤液喷雾装置设在机头右端内侧，与油烟吸口相

对，工作时洗涤液喷雾装置向油烟吸口吸进的油

烟喷洒雾状洗涤液；机头左侧上部出气口处至少

设有一个排气甩水的高速甩水网盘；循环回流装

置的一端连通左侧机头内腔，另一端连通洗涤液

喷雾装置；所述高速甩水网盘通过一回流管连通

循环回流装置，将高速甩水网盘甩出的混合液引

入循环回流装置。本发明将吸烟、净化、排烟、消

防、回收循环利用多功能于一体，合理利用本身

构造，达到最佳的净化效果，减小体积，减小安装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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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涡轮式湿法油烟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电机、与电机连接的机头、置于机

头内的至少一个涡轮、洗涤液喷雾装置、将洗涤液循环回收使用的循环回流装置、高速甩水

网盘，所述机头右端设有油烟吸口，洗涤液喷雾装置设在机头右端内侧，与油烟吸口相对，

工作时洗涤液喷雾装置向油烟吸口吸进的油烟喷洒雾状洗涤液；

高速甩水网盘分为结构相同的第一高速甩水网盘、第二高速甩水网盘；

洗涤液喷雾装置包括固定在机头右端内壁上的若干水雾喷头，若干水雾喷头对准油烟

吸口，工作时向油烟吸口吸进的油烟喷洒雾状洗涤液，让雾状洗涤液与油烟充分接触混合，

将油烟大小颗粒初步净化分离；

所述机头右端的油烟吸口处至少设有一个第一高速甩水网盘，将从油烟吸口进入的油

烟进行初步脱油；第一高速甩水网盘通过一回流管连通一废油回收箱，将第一高速甩水网

盘甩出的混合液引入废油回收箱内；

机头左侧上部出气口处至少设有一个排气甩水的第二高速甩水网盘；所述循环回流装

置的一端连通左侧机头内腔，另一端连通洗涤液喷雾装置；所述第二高速甩水网盘通过一

回流管连通循环回流装置，将第二高速甩水网盘甩出的混合液引入循环回流装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涡轮式湿法油烟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涡轮设有两到六

个。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涡轮式湿法油烟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循环回流装置包括加

压泵、洗涤液储存箱、与加压泵连接的过滤网，所述洗涤液储存箱通过回流管连通左侧机头

内腔，加压泵通过回流管连通水雾喷头。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涡轮式湿法油烟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头左侧内腔底

部设有收集洗涤液的回流池，洗涤液储存箱通过一回流管连通回流池。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涡轮式湿法油烟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第二高速甩水网盘的

内壁设有用于收集甩在内壁上混合液的液体回收腔，液体回收腔通过管道与回流池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涡轮式湿法油烟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洗涤液储存箱上设有

加液口、自动出液口、洗涤液检测装置和加液报警装置，所述洗涤液检测装置设在洗涤液储

存箱内，检测洗涤液的液位、浓度、PH值；当洗涤液检测装置检测到储存箱内洗涤液的液位、

浓度、PH值数值低于设定值时，自动出液口自动排液；当洗涤液储存箱内的洗涤液液位不足

设定液位值时，加液报警装置发出警示，提醒操作者加洗涤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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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涡轮式湿法油烟净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涡轮式湿法油烟净化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油烟净化一般需要配备烟罩、抽烟风机、油烟分离装置、风管、油液回收装

置等多个体积较大的装置组合，制造成本高，体积大，安装成本高，净化效果不佳。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涡轮式湿法油烟净化系统，以解决上述问题的至少一个

方面。

[0004] 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提供一种涡轮式湿法油烟净化系统，包括电机、机头、置于

机头内的至少一个涡轮、洗涤液喷雾装置、将洗涤液循环回收使用的循环回流装置、高速甩

水网盘，高速甩水网盘分为结构相同的第一高速甩水网盘、第二高速甩水网盘；所述机头右

端设有油烟吸口，洗涤液喷雾装置设在机头右端内侧，与油烟吸口相对，工作时洗涤液喷雾

装置向油烟吸口吸进的油烟喷洒雾状洗涤液；机头左侧上部出气口处至少设有一个排气甩

水的第二高速甩水网盘；所述循环回流装置的一端连通左侧机头内腔，另一端连通洗涤液

喷雾装置；所述第二高速甩水网盘通过一回流管连通循环回流装置，将第二高速甩水网盘

甩出的混合液引入循环回流装置。

[0005] 该装置将吸烟、净化、排烟、消防、回收循环利用多功能于一体，合理利用本身构

造，达到最佳的净化效果，减小体积，减小安装成本。

[0006] 优选的，所述涡轮设有两到六个，根据实际使用便于加大机头的功率。

[0007] 优选的，洗涤液喷雾装置包括固定在机头右端内壁上的若干水雾喷头，若干水雾

喷头对准油烟吸口，工作时向油烟吸口吸进的油烟喷洒雾状洗涤液，让雾状洗涤液与油烟

充分接触混合，将油烟大小颗粒初步净化分离。

[0008] 优选的，循环回流装置包括加压泵、洗涤液储存箱、与加压泵连接的过滤网，所述

洗涤液储存箱通过回流管连通左侧机头内腔，加压泵通过回流管连通水雾喷头。

[0009] 优选的，所述机头左侧内腔底部设有收集洗涤液的回流池，洗涤液储存箱通过回

流管连通回流池。

[0010] 优选的，所述机头右端的油烟吸口处至少设有一个第一高速甩水网盘，将从油烟

吸口进入的油烟进行初步脱油；第一高速甩水网盘通过一回流管连通一废油回收箱，将第

一高速甩水网盘甩出的混合液引入废油回收箱内。

[0011] 优选的，第二高速甩水网盘的内壁设有用于收集甩在内壁上混合液的液体回收

腔，液体回收腔通过管道与回流池连通。

[0012] 优选的，洗涤液储存箱上设有加液口、自动出液口、洗涤液检测装置和加液报警装

置，所述洗涤液检测装置设在洗涤液储存箱内，检测洗涤液的液位、浓度、PH值等；当洗涤液

检测装置检测到储存箱内洗涤液的液位、浓度、PH值等数值低于设定值时，自动出液口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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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液；当洗涤液储存箱内的洗涤液液位不足设定液位值时，加液报警装置发出警示，提醒操

作者加洗涤液。

[0013] 优选的，涡轮高速运转时，洗涤液与油烟颗粒和涡轮叶片充分接触，在吸收油烟颗

粒的同时可清洁涡轮叶片上的污垢；在涡轮高速抽排风和离心的作用下，洗涤液沿机头内

壁向左侧流动，可清洁机头内壁污垢；机头内壁流动的部分洗涤液进入回流池，一部分洗涤

液进入高速甩水网盘被甩出。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本发明的工作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和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17] 图1、图2中，一种涡轮式湿法油烟净化系统，包括电机、与电机轴连接的机头1、置

于机头1内的至少一个涡轮3、洗涤液喷雾装置、将洗涤液循环回收使用的循环回流装置、高

速甩水网盘2，高速甩水网盘分为结构相同的第一高速甩水网盘、第二高速甩水网盘；所述

机头1右端设有油烟吸口6，油烟吸口6与室内厨房油烟产生处相对设置；洗涤液喷雾装置设

在机头1右端内侧，与油烟吸口6相对，工作时洗涤液喷雾装置向油烟吸口6吸进的油烟喷洒

雾状洗涤液；机头1左侧上部出气口处8设有排气甩水的第二高速甩水网盘；所述循环回流

装置的一端连通左侧机头1内腔，另一端连通洗涤液喷雾装置；所述第二高速甩水网盘通过

一回流管连通循环回流装置，将第二高速甩水网盘甩出的混合液引入循环回流装置。该装

置将吸烟、净化、排烟、消防、回收循环利用多功能于一体，合理利用本身构造，达到最佳的

净化效果，减小体积，减小安装成本。

[0018] 本实施例中，所述涡轮3设有两到六个，根据实际使用便于加大机头1的功率。

[0019] 本实施例中，洗涤液喷雾装置包括固定在机头1右端内壁上的若干水雾喷头7，依

次分布在机头1右端内壁上，若干水雾喷头7对准油烟吸口6，机头1工作时向油烟吸口6吸进

的油烟喷洒雾状洗涤液，让雾状洗涤液与油烟充分接触混合，将油烟大小颗粒初步净化分

离。

[0020] 本实施例中，所述机头1左侧内腔底部设有收集洗涤液的回流池5，洗涤液储存箱

通过回流管连通回流池5。

[0021] 本实施例中，循环回流装置包括加压泵10、洗涤液储存箱、与加压泵10连接的过滤

网11，所述洗涤液储存箱通过回流管连通回流池5，加压泵10通过回流管连通水雾喷头7。加

压泵10工作时，通过过滤网11过滤掉洗涤液储存箱内的杂质，将干净的洗涤液通过水雾喷

头7快速喷出。

[0022] 本实施例中，所述机头1右端的油烟吸口6处至少设有一个第一高速甩水网盘，一

般两个为宜，将从油烟吸口6进入的油烟进行初步脱油；第一高速甩水网盘通过一回流管连

通一废油回收箱，将第一高速甩水网盘甩出的混合液引入废油回收箱内，排出的废液可以

卖给废油回收站，作为生物燃料材质，达到循环使用的目的。

[0023] 本实施例中，第二高速甩水网盘与外接排气管连通，第二高速甩水网盘的内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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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于收集甩在内壁上混合液的液体回收腔4，液体回收腔4通过管道与回流池5连通。第二

高速甩水网盘高速转动时，将经过网盘的油烟高速甩动，油液被高速甩到液体回收腔4，通

过管道流入回流池5中进入洗涤液储存箱。

[0024] 本实施例中，洗涤液储存箱上设有加液口9、自动出液口12、洗涤液检测装置和加

液报警装置、微控器，所述洗涤液检测装置设在洗涤液储存箱内，检测洗涤液的液位、浓度、

PH值等；当洗涤液检测装置检测到储存箱内洗涤液的液位、浓度、PH值等数值低于设定值

时，自动出液口12自动排液；当洗涤液储存箱内的洗涤液浓度、PH值等数值不足设定液位值

时，微控器控制加液报警装置发出警示，提醒操作者更换洗涤液。当洗涤液储存箱内的洗涤

液液位不足设定液位值时，微控器控制加液报警装置发出警示，提醒操作者加洗涤液。

[0025] 本实施例中，涡轮3高速运转时，洗涤液与油烟颗粒和涡轮3叶片充分接触摩擦，在

吸收油烟颗粒的同时可清洁涡轮3叶片上的污垢；在涡轮3高速抽排风和离心的作用下，洗

涤液沿机头1内壁向左侧流动，可清洁机头1内壁污垢；整体上达到高效的自洁效果，无需人

工拆卸清洁。机头1底部内壁流动的部分洗涤液进入回流池5，另一部分洗涤液在高速风力

下进入高速甩水网盘2被甩出。

[0026] 在整体的工作中，洗涤液起到给机头1降温的效果，避免了传统油烟机自身高温引

起火灾的问题，在净化方面更加快捷，解决了传统油烟机复杂低效的净化系统。

[0027]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

脱离本发明创造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至少一个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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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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