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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风帘式家用抽油烟机，

包括集气烟罩、油烟机壳体、设置在油烟机壳体

内腔中的排烟风机、出风口及电路及开关控制模

块，灶具的上方设有防止油烟由灶具上方逃逸的

烟气阻挡隔断，所述烟气阻挡隔断的外缘设有与

鼓风机连通的鼓风风道，所述鼓风风道的下端面

开有可使鼓风风道内的风竖直向下吹形成空气

隔离风帘的送风口，所述烟气阻挡隔断、空气隔

离风帘将油烟与外界隔离地将灶台上方立体空

间合围。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维护方便、能完全

阻断油烟废气逃逸路线的风帘式家用抽油烟机，

所述家用抽油烟机确保烹调产生的油烟能全部

通过抽风机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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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风帘式家用抽油烟机，包括集气烟罩(1)、油烟机壳体(2)、设置在油烟机壳体

(2)内腔中的排烟风机(3)、出风口(4)及电路及开关控制模块，其特征在于：灶具的上方设

有防止油烟由灶具上方逃逸的烟气阻挡隔断，所述烟气阻挡隔断的外缘设有与鼓风机(6)

连通的鼓风风道(5)，所述鼓风风道(5)的下端面开有可使鼓风风道(5)内的风竖直向下吹

形成空气隔离风帘的送风口(51)，所述烟气阻挡隔断、空气隔离风帘将油烟与外界隔离地

将灶台上方立体空间合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帘式家用抽油烟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风帘式家用抽油烟机为

顶吸式集气罩，所述烟气阻挡隔断为设置于灶具正上方的集气烟罩(1)，所述鼓风风道(5)

环绕集气烟罩(1)的外缘设置。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风帘式家用抽油烟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鼓风机(6)通过鼓风机

出口管(61)连通鼓风风道(5)，所述鼓风机出口管(61)与鼓风风道(5)连通于鼓风口处，所

述鼓风风道(5)以鼓风口为起点、沿集气烟罩(1)的外缘向两侧分别延伸出尾端封闭的鼓风

分风道，两个所述鼓风分风道将集气烟罩(1)围合。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帘式家用抽油烟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鼓风风道(5)的下表面

开有可使鼓风风道(5)内的风竖直向下吹形成所述空气隔离风帘的送风口(51)，所述送风

口(51)形状为矩形或圆形或条缝型。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风帘式家用抽油烟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鼓风机(6)及鼓风机出

口管(61)设置在鼓风机箱体(63)内，所述鼓风机箱体(63)设置在油烟机壳体(2)内适当空

间内。

6.如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风帘式家用抽油烟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鼓风风道(5)

内设有位于送风口(51)上方的射流整流器(52)。

7.如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风帘式家用抽油烟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排烟风机(3)

可为外转子风机或离心式风机或轴流风机。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帘式家用抽油烟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集气烟罩(1)为侧吸式

集气罩，所述烟气阻挡隔断为挡板(10)；所述鼓风风道(5)设置在所述挡板(10)外缘，灶具

被鼓风风道(5)在水平面上的正投影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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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风帘式家用抽油烟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家用抽油烟机领域，特别是一种风帘式家用抽油烟机。

背景技术

[0002] 将食物加热处理食用是人类进化的结果，加热工程中，特别是在中餐烹调时，不可

避免产生热量和废烟气。现有技术中，通常使用抽油烟机将炉灶燃烧的废物和烹饪过程中

产生的对人体有害的油烟迅速抽走，排出室外，已达到净化空气目的。家用抽油烟机在油烟

机内部设置抽风机，在集气烟罩底部设置吸气口，通过抽风机的抽吸力将烟气排出。然而，

烹调过程中产生的烟气呈离散型弥漫在灶具周围，且受外围气流扰动，仅仅通过抽风机厨

房油烟难以达到理想的排净状态，长期弥漫着烹调油烟废气，污染室内家具和用具用品，更

为严重的是损害了长期在厨房操作的人的呼吸健康。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结构简单、维护

方便、能完全阻断油烟废气逃逸路线的风帘式家用抽油烟机，所述家用抽油烟机确保烹调

产生的油烟能全部通过抽风机排出。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风帘式家用抽油烟机，包括集气烟罩、

油烟机壳体、设置在油烟机壳体内腔中的排烟风机、出风口及电路及开关控制模块，灶具的

上方设有防止油烟由灶具上方逃逸的烟气阻挡隔断，所述烟气阻挡隔断的外缘设有与鼓风

机连通的鼓风风道，所述鼓风风道的下端面开有可使鼓风风道内的风竖直向下吹形成空气

隔离风帘的送风口，所述烟气阻挡隔断、空气隔离风帘将油烟与外界隔离地将灶台上方立

体空间合围。

[0005] 作为优选方式，所述风帘式家用抽油烟机为顶吸式集气罩，所述烟气阻挡隔断为

设置于灶具正上方的集气烟罩，所述鼓风风道环绕集气烟罩的外缘设置。

[0006] 作为优选方式，所述鼓风机通过鼓风机出口管连通鼓风风道，所述鼓风机出口管

与鼓风风道连通于鼓风口处，所述鼓风风道以鼓风口为起点、沿集气烟罩的外缘向两侧分

别延伸出尾端封闭的鼓风分风道，两个所述鼓风分风道将集气烟罩围合。

[0007] 作为优选方式，所述鼓风风道的下表面开有可使鼓风风道内的风竖直向下吹形成

所述空气隔离风帘的送风口，所述送风口形状为矩形或圆形或条缝型。

[0008] 作为优选方式，所述鼓风机及鼓风机出口管设置在鼓风机箱体内，所述鼓风机箱

体设置在油烟机壳体内适当空间内。

[0009] 作为优选方式，所述鼓风风道内设有位于送风口上方的射流整流器。

[0010] 作为优选方式，所述排烟风机可为外转子风机或离心式风机或轴流风机。

[0011] 作为优选方式，所述集气烟罩为侧吸式集气罩，所述烟气阻挡隔断为挡板；所述鼓

风风道设置在所述挡板外缘，灶具被鼓风风道在水平面上的正投影包围。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结构合理、维护简单易行，具有以下突出的优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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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巧妙使用空气作为工作介质，以空气流体形成的包围风帘，很好地约束了油烟废

气的四散弥漫范围，大大提高了抽排烟效率，设计合理简便，易于实施应用，成本费用低廉，

效果显著；因受风帘包围和引导作用，变油烟废气不受控的四散弥漫为可受控的朝集气烟

罩方向有序流动，能完全阻断油烟废气逃逸路线，从而使油烟废气被全部排出至室外，解决

了现有技术中家用抽油烟机的不能彻底抽排厨房内油烟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14] 图1是实施例1家用抽油烟机立体示意图；

[0015] 图2是实施例1左视剖视示意图；

[0016] 图3是实施例1左视剖视示意图；

[0017] 图4是实施例1局部剖视示意图；

[0018] 图5是实施例1仰视示意图；

[0019] 图6是实施例2正面示意图；

[0020] 图7是实施例2左视剖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风帘式家用抽油烟机，包括集气烟罩1、油烟机壳体2、设置在

油烟机壳体2内腔中的排烟风机3、出风口4和电路及开关控制模块9(图中仅示出部分)，灶

具的正上方设有防止油烟由灶具上方逃逸的烟气阻挡隔断，烟气阻挡隔断的外缘设有鼓风

风道5，鼓风机6连通鼓风风道5，所述鼓风风道5的下表面开有可使鼓风风道5内的风竖直向

下吹形成空气隔离风帘的送风口51。灶具被鼓风风道5在水平面上的正投影包围，所述空气

隔离风帘、烟气阻挡隔断或集气烟罩1将灶台上方立体空间合围，使油烟与外界隔离，形成

一个相对独立的受限物理空间。下文结合说明书附图1-7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

详细说明。

[0022] 实施例1

[0023] 如图1-5所示，风帘式家用抽油烟机为顶吸式，所述烟气阻挡隔断即为设置于灶具

正上方的集气烟罩1，所述鼓风风道5环绕集气烟罩1的外缘设置，鼓风机6通过适配设置的

鼓风机出口管61连通鼓风风道5，鼓风风道5的下表面开有送风口51，鼓风风道5内的风通过

送风口51竖直向下吹出，形成可将灶具围合的空气隔离风帘。优选地，鼓风风道5内、送风口

51的上方设有射流整流器52。集气烟罩1底部迎风面设置隔油网7，当启动排烟风机时，油烟

从隔油网7进入抽油烟机内部，经过排烟风机3，输送至出风口4，然后经油烟管排放到公共

烟道。

[0024] 实施例中，油烟机壳体2的外部设有安装鼓风机箱体63，鼓风机6及鼓风机出口管

61设置在安装鼓风机箱体63的腔内，鼓风机箱体63开有鼓风机进风口64。也可以不设鼓风

机箱体63，只要确保鼓风机6及鼓风机出口管61能顺利地为鼓风风道5提供足够的正压风即

可。鼓风机6为一个也可以为适当多个，所述鼓风机出口管61与鼓风风道5连通于鼓风口53

处，所述鼓风风道5以鼓风口53为起点、沿集气烟罩1的外缘向两侧分别延伸出尾端封闭的

鼓风分风道，两个所述鼓风分风道将集气烟罩1围合，确保鼓风分风道内的正压风在鼓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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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道内只能单向流动，不发生紊乱。所述鼓风风道5也可为一个首尾闭合整体，与鼓风口53

相对的另一端通过隔板隔断成两个腔体。

[0025] 所述家用抽油烟机工作时，集气烟罩1作为油烟进气面由集气烟罩1的中心向周围

产生从强到弱的负压区，鼓风机6推进鼓风风道5的正压气流经射流整流器52、送风口51竖

直向下射出，形成围绕在集气烟罩1外缘的空气隔离风帘，所述空气隔离风帘调整了排烟风

机3抽吸下所形成的负压作用区域原有形状，负压被更高效利用。所述空气隔离风帘气流的

前峰在排烟风机3生成的负压作用下向集气烟罩1的中心方向弯曲和流动，使得灶具产生的

油烟废气被动态封闭于集气烟罩1与前述空气隔离风帘之内，当油烟废气弥漫到空气隔离

风帘的边缘时被向下气流拦阻并跟随空气隔离风帘转向集气烟罩1方向，从根本上阻断了

油烟废气四散弥漫逃逸的路线，使所有油烟废气全部被吸进集气烟罩1，最后排到室外大气

空间，不会污染室内环境。

[0026] 实施例中所述风帘送风孔为矩形，也可为圆形、条缝形等现有技术中常见的形状。

所述鼓风风道5的截面形式不限，可以是矩形方管、圆形管或其他截面形状。所述排烟风机3

为外转子风机，也可以为传统离心式风机、轴流风机等现有技术中常用的风机。

[0027] 实施例2

[0028] 如图6-7所示，本具体实施例2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风帘式家用抽油

烟机为侧吸式。集气烟罩1设置在靠墙侧，集气烟罩1迎风面布置有进气的隔油网7，上部烟

气阻挡隔断为设置在炉灶的正上方的挡板10，所述鼓风风道5安装在挡板的外缘，灶具被鼓

风风道5在水平面上的正投影包围，所述空气隔离风帘、及炉灶的正上方的挡板10、集气烟

罩1共同将灶台上方立体空间合围，使油烟与外界隔离，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受限物理空

间。

[0029] 所述集气烟罩1也可为顶部集气罩与侧吸式集气罩组合等其他常用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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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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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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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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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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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7/7 页

12

CN 209459012 U

1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