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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控制排风流量的方法，
包括：
在数字控制器上接收与烤箱状态相关的、包括计时器上指示的距烤箱的关机剩余时间
的余下时间量的至少一个信号；
在第一时间响应于所述至少一个信号而控制排风流量增加；
并且
在此后时间响应于指出烤箱的门被关闭的至少另一信号而控制排风流量减少，
其中，
所述控制包括作出门打开事件的概率估计。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中，
所述至少一个信号包括图像信号。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中，
所述至少一个信号包括来自烤箱的数字信号。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中，
所述至少一个信号包括来自近距传感器的信号。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中，
所述至少另一信号包括图像信号。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中，
所述至少另一信号包括来自烤箱的数字信号。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中，
所述至少另一信号包括来自近距传感器的信号。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中，
所述控制包括协同调整风扇速度和气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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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箱排风罩方法、装置以及系统
[0001]

本申请是申请日为2011年1月13日、
申请号为201180006171 .X、
发明名称为“烤箱
排风罩方法、
装置以及系统”的申请的分案申请。
[0002]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3] 本申 请是国际申 请 ，
该国际申 请要求于2010年1 月13日递交的 美国临时申 请
No .61/294 ,511的优先权和权益，
其全部内容通过引用合并于本文中。
背景技术
[0004] 烤箱的排风系统是已知的。
这种系统包括排风进风口，
例如排风罩，
该排风进风口
可以包括可清洁的筒式过滤器。基本的排风罩使用排风机产生负压区，
以将带有排放物的
空气直接从污染源抽出。在厨房风罩中，
排风机通常吸取污染物(其包括房间空气)经过过
滤器，
并且通过管道系统到达厨房外。包含在排风罩中的诸如变速风扇等的排风机被用来
从房间去除排放物并通常位于被置于污染源和排风机之间的过滤器的进口侧。根据产生排
放物的速度和污染源附近积累排放物的速度，
可以将排风机的速度手动设置为使流速最小
化至能实现捕捉和容纳的最低点。
[0005] 风罩采用凹口作为缓冲用于使不定烟气流与排风系统的恒定速率相匹配。
实现完
全捕捉和容纳所需的排风速率受出现的最高瞬时负载脉冲的约束。这要求排风速率高于排
出物(其不可避免地会与带走的空气混合)的平均量。理想情况下，
应该使排风的过量提供
最小化以避免浪费能源。风罩通过临时捕捉由于热对流而上升到风罩中的突发的排放物、
然后给予中等平均排出速率以时间进行捕捉来进行工作。
[0006] 缓冲模式的一个问题是外界环境可能取代烟气，
因而在排气流中增加过多的周围
空气负担。这导致烟气被注入到风罩周围已被占据的空间中。这些瞬态是风罩设计和安装
中一直存在的问题。风罩中的凹口在污染源上方提供了缓冲区域，
在该区域，
能在污染物被
吸取之前消散由浮力驱动的动量瞬态。通过这样管理瞬态，
可以增加排气源的有效捕捉区
域。
[0007] 美国专利No .4 ,066 ,064示出了背架风罩，
其排风进风口位于不同于其背部末端部
的位置处。
短的倾斜部分从风罩凹口的背部末端部上升并以小角度向进气口延伸。
[0008] 美国专利No .3 ,941 ,039示出了背架风罩，
其具有侧裙和从该风罩后部至位于风罩
中间附近的进气口的斜壁。风罩前部具有水平部分(挡板) ，
其在风罩从前至后尺寸的大约
百分之十五至大约百分之二十之间延伸。这部分声称将挡板上方空间中的空气引向排风进
气口，
并且沿水平方向引导从周围空间吸收的空气，
从而使上升的烟气转向排风进气口。
发明内容
[0009] 根据实施方式 ，
所公开的主题包括用于容纳来自一个或多个烤箱的排放物的方
法，
包括：
将一个或多个烤箱置于橱柜中并用橱柜吸气区域围绕一个或多个烤箱，
该橱柜吸
气区域由橱柜中的连续空间形成，
并在烤箱正面进气口朝向与一个或多个烤箱的朝前面一
致的所述橱柜朝前面开口；
设置朝前悬垂部分的风罩部分并沿朝前悬垂风罩部分的周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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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周边吸气区域；
朝前悬垂风罩部分具有至少12英寸的深度并且吸气区域具有正面和侧
面；
朝前悬垂风罩部分是连续的并连接至橱柜，
并且周边吸气区域和橱柜吸气区域由风罩
部分和橱柜之间相通的连续空间中的负压产生；
连续空间与连接至排风扇的排风连接相通
以产生负压；
烤箱正面的进气口限定至少一个侧进气口和顶部进气口，
在一个或多个烤箱
的非铰链侧与一个或多个烤箱中的每一个靠近相邻；
通过烤箱正面进气口和周边吸气区域
收集打开一个或多个烤箱的门而排出的烟气并将其通过排风连接排出。
[0010] 在该方法中，
收集可以包括通过风扇控制器或者气闸而响应于一个或多个烤箱的
一个或多个状态来控制排风流量。橱柜可以具有大致不变的横截面并且风罩部分在三侧大
于橱柜，
形成相对两个侧面悬垂部分和一个前悬垂部分。前悬垂部分可以比侧面悬垂部分
深。风罩部分可以具有至少一个向下的幕帘喷嘴。烟气可以由挡板沿风罩部分的下表面朝
向竖向进气口集气门引导并进入连续空间。挡板朝向风罩部分的前侧可以较低而朝向风罩
部分的后侧较高。烤箱正面进气口可以具有可调节的宽度。烤箱正面进气口可以各自形成L
形并包括水平部分和竖直部分。
该一个或多个烤箱可以是两个烤箱。
[0011] 根据实施例，
所公开的主题包括排风装置，
具有橱柜限定的橱柜集气室，
其在橱柜
朝前面上朝向前方的正面进气口进气门开口，
橱柜具支撑托架，
该支撑托架以相应支撑托
架开口分别在橱柜的朝前面上开口，
橱柜顶部的风罩部分，
其具有与橱柜集气室相通的排
风集气室，
橱柜和排风集气室与具有过滤器的排风出口相通，
风罩部分具有至少为橱柜深
度百分之二十并悬挂于橱柜朝前面的前悬垂部分，
前悬垂部分形成了覆盖在橱柜前面的凹
口并且与风罩集气室流体连通的凹口，
前方正面进气口集气门包括与每个支撑托架开口靠
近相邻的水平集气门和第一竖直集气门。前悬垂部分可以具有至少12英寸的深度。凹口可
以在其封闭端具有倾斜的挡板以将烟气朝向橱柜顶部引导并进入风罩集气室的进气口开
口。前方正面集气门可以形成L形开口。装置可以包括与每个支撑托架开口邻近的第二竖直
集气门并与第一竖直集气门相对。第一竖直集气门可以比第二竖直集气门大。支撑托架可
以是包括下支撑托架和上支撑托架的两个支撑托架，
邻近下支撑托架的水平集气门具有比
邻近上支撑托架的水平集气门大的面积。
竖直和水平集气门可以具有可调节的宽度。
[0012] 根据实施例，
所公开的主题包括排风装置，
具有凹口和凹口内表面的排风罩部分，
被支撑在凹口封闭端下方的挡板，
以形成挡板边缘和凹口的向下倾斜的内表面之间的间
隙，
排风进气口通向封闭端和挡板之间的集气空间，
挡板是可移动的，
以使得能够进入进气
口，
间隙环绕风罩部分的至少三侧。
[0013] 间隙可以环绕风罩部分的四侧以形成完整周边进气口。
根据实施例，
所公开的主
提包括控制排风流量的方法，
包括在数字控制器上接收与烤箱状态相关的至少一个信号，
在第一时间响应于至少一个信号而控制排风流量增加，
在此后时间响应于指出烤箱的门被
关闭的至少另一信号而控制排风流量减少。该至少一个信号可以包括图像信号。该至少一
个信号包括来自烤箱的数字信号。该至少一个信号可以包括来自近距传感器的信号。该至
少另一信号可以包括图像信号。该至少另一信号可以包括来自烤箱的数字信号。该至少另
一信号可以包括来自近距传感器的信号。控制可以包括协同调整风扇速度和气闸。控制可
以包括作出门打开或者关闭事件的概率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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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根据所公开主题的实施例而用来从一对烤箱中排出排放物的排风装置的正
面视图，
其中烤箱诸如是对流式烤箱或组合式(蒸汽/对流组合)烤箱。
[0015] 图2是根据所公开主题的实施例而用来从一对烤箱中排出排放物的排风装置的部
分斜视透视图，
其中烤箱诸如是对流式烤箱或组合式(蒸汽/对流组合)烤箱。
[0016] 图3是图2所示排风装置的斜视透视图 ，
示出根据所公开主题的实施例的流动特
性。
[0017] 图4是根据所公开主题的实施例而用来从一对烤箱中排出排放物的排风装置的部
分侧视透视图，
其中烤箱诸如是对流式烤箱或组合式(蒸汽/对流组合)烤箱。
[0018] 图5是用来从一对烤箱中排出排放物的排风装置的正视图 ，
示出根据所公开主题
的实施例的流特性，
其中烤箱诸如是对流式烤箱或组合式(蒸汽/对流组合)烤箱。
[0019] 图6说明根据所公开主题的实施例的、
具有周边进气口的顶盖风罩。
[0020] 图7显示了可以用于所公开主题的任何实施方式的控制系统。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在多个烤箱上方使用的排风罩可以被用来捕捉来自烤箱的烹饪排放物和烟，
特别
是在打开烤箱存取东西时。
以图1-5中的竖向堆叠构造示出的是具有在四面八方环绕每个
烤箱的竖向进风口和水平进风口的烤箱(1个、2个或更多烤箱)架的橱柜。一个位于顶部的
进风口用以对悬于这列烤箱上方的风罩凹口进行排风。如图所示，
风罩部分具有竖向和水
平喷嘴。烟气被吸入至排风系统并通过处理系统吹走或以任何适当的方式处置。该系统还
可以捕捉这种烤箱可能产生的热和/或蒸汽。
由于当烤箱门打开时，
大多数烟气从烤箱的、
远离烤箱铰链的侧部排出，
因此在远离烤箱铰链的烤箱侧部，
进风口可以更大。
同样，
在烤
箱的、
远离铰链的一侧，
风罩可以具有更宽的悬垂部分。
[0022] 在排风气流后的整体排风气流驱动器可以被控制为在任何给定时间点上依据烤
箱被如何操作而运行。对于单个烤箱，
气流可以取决于单个烤箱操作状态，
该状态为关机、
空闲或烹调，
在烹调时，
认为门是打开的或者关闭的。尽管可能存在其中操作者可能将门打
开的空闲状态，
但是这通常不会导致烤箱排出废气或烟，
而仅仅是热量和/或水分，
因为没
有进行烹煮。
[0023] 对于单一烤箱的排风气流水平，
如果烤箱被停机，
则无需气流。在空闲(例如待机)
操作期间，
烤箱会消耗保持烤箱恒温器设定点所需的能量——在这种情况下，
使用最低排
风气流捕捉来自烤箱的热和/或水分。在烤箱门关闭情况下的烹饪期间，
输入装置的能量增
加以加热食物并保持烤箱的温度，
对于对流式烤箱，
还需要提供额外的能量来驱动空气循
环风扇。在这种烹饪条件下，
除了热量和水分以外，
烤箱还可能在烹饪过程中排出油脂和
烟。可以为这种状态提供比烤箱处于空闲状态时更高的排风气流。排出最多排放物时的条
件是在烹饪期间或者在烹饪周期结束打开烤箱门时——这种情况下，
热、
烟、
水分和油烟排
放物不仅从烤箱排风口排出，
而且还被开门的动作物理地引导到烤箱外。这种情况与烤箱
门关闭的烹饪状态相比会需要数倍的排风气流来进行捕捉。
因此，
对于单一烤箱，
对该烤箱
可以存在五种可能的控制状态：
关机，
空闲但门关闭，
空闲但门打开，
烹饪但门关闭以及烹
饪但门打开，
但是除了当向烤箱中放入食物外，
空闲状态但门打开并不是经常遇到。响应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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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到有人要打开烤箱门的近距传感器，
排风能逐渐增强。
[0024] 当两个烤箱被相互堆叠在一起时，
潜在具有十种可能的控制状态，
其全部可能具
有不同的排风气流用于适当捕捉来源于烤箱的排放物、
热、烟和水分。然而，
针对双堆叠烤
箱，
对于五种烤箱控制状态，
底层烤箱会具有比上层烤箱明显高的排风气流。底层烤箱和上
层烤箱之间所需的这种气流不同主要是随烤箱和吸收装置之间增加的距离而变。
[0025] 关于可以用来监视烤箱状态的特定控制机制，
最直接的方法是直接从烤箱取得指
示其操作状态的信号。关机操作状态只好通过无烤箱信号来推测。其他可能的控制反馈装
置可以包括将电流开关安装在对流式烤箱循环风扇上，
其在风扇被启动时进行检测—这种
装置可以根据烤箱的控装机制而辨别出烹饪和空闲。对于组合式烤箱(或者其他将水分导
入腔内的烤箱) ，
位于烤箱通风口或风罩排风集气室中的湿度传感器可以检测烤箱何时在
运行。对于烘箱(对流式烤箱)，
恒温器通常能够确定烤箱何时处于烹饪状态还是空闲状态。
[0026] 取决于烹饪过程，
如果在烹饪期间产生足量的烟，
则可以利用光学烟雾传感器。
[0027] 参照图1至图5，
排风装置100具有风罩部分102，
其生成水平喷嘴(其作为进入纸面
中的104处带有X的圆圈而示意性示出)以及沿其周边108的竖向喷嘴106。在替选实施例中，
风罩部分102还可以仅具有竖向喷嘴或者也可以仅具有水平喷嘴。
[0028] 橱柜110围绕烤箱112，
形成搁架1上进气口114和搁架2上进气口120以及分别用于
第一搁架和第二搁架的第一侧进气口116及第二侧进气口118。在替选实施例中，
搁架1上进
气口114被省略，
在所示的实施例中，
搁架2上进气口120大于搁架2上进气口114。在另一替
选实施例中，
上进气口114和上进气口120是同样大小。
风罩进气口122位于挡板128之下。
[0029] 烤箱112为例如对流式烤箱，
微波炉或其组合，
蒸汽—对流组合式烤箱或常规烤
箱。在实施例中，
烤箱可以被其他排放物源例如烤架、
实验室橱柜或者其他排出烟气的装置
所替代。在特定实施例中，
所述装置排出烟气脉冲，
或者在一侧发出的烟气比 另一侧更强
烈，
如同侧开“门”烤箱。示出的烤箱112在右侧具有铰链并且从左侧打开，
但能在任意一边
打开。在实施例中，
全部进气口的吸力在以斜线阴影示出的面上产生每线性ft(英尺)1060cfm的迎面风速。
[0030] 从图3中可最清楚看出，
如弯曲箭头210指示，
空气通过进气室202被吸入并通过排
风口204排出。排风口204可以连接至排风系统(未示出)。风罩部分102围绕前面周边具有双
层壁(如图5所示在该双壁之间具有集气室442)以限定用于分配气流的集气室442，
形成竖
向喷嘴和水平喷嘴。如在图3中能清晰地看到，
空气通过侧面进气口和上进气口114、116、
118和120吸入通过橱柜110，
如箭头265所示。被风罩部分102捕捉的烟气上升进入挡板128
并进入水平进气口。在本实施例中，
挡板128沿其周边没有间隙，
并且全部烟气和空气通过
进气口区域122被吸入。在替选实施例中，
进气口区域122被省略，
并且围绕挡板128的三侧
形成间隙，
以形成U形通道，
通过该U形通道，
空气被向上吸入至风罩部分102后面的进气室。
[0031] 如图4所示，
过滤室260进气口处的过滤器250可提供用于使得空气和烟气在通过
排风口204离开之前流过过滤器250。风扇270可提供用于对形成风罩部分102的前向部分的
双层壁之间的空间增压，
以产生射流104和/或106(如果存在)。
[0032] 具有周边进气口的风罩构造(进气口区域122被忽略并且在挡板128的三侧形成间
隙的实施例)可以被用在其他构造中，
例如顶盖或背架风罩。在这种实施例中，周边可以环
绕顶盖风罩而不是仅三侧。例如，
如图6中所示，
顶盖风罩具有挡板314，
其在挡板314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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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风罩部分320的内表面之间形成气隙322。挡板314还在挡板314和风罩部分320内表面之
间形成集气室空间324。箭头316象征性地指示了空气从风罩下流入由气隙322限定的周边
进气口，
通过集气室324并从排风口312排出。背架风罩的如图6所示实施例的变型可以在风
罩320的三侧而不是四侧具有气隙322。在另一变型中，
可以在形成拐角的相邻边或相对两
侧具有两个气隙。
图6的特性可以与本文中公开的任何实施例进行多种组合。
[0033] 空隙402可以用来限定进气口114、
116、
118和120的大小和形状。可提供成套的可
变大小空隙来适应不同大小的烤箱，
或者空隙可以为可变大小的百叶窗。作为替选，
相邻进
气口114至118可以具有可调节的流动面积，
诸如由可调节的进气口百叶窗提供的可调节的
流动面积。这些可以用来调控流或调整间隙的大小。进气口区域还可以为简单打开的区域。
进气口区域还可以在烤箱下方例如由另一个空隙(如403所示)形成。后者还可以如所述一
样是可调节的。
[0034] 橱柜110可以包括可调节架412。
风罩部分102的尺寸可以被定为能提供悬垂部分，
该悬垂部分在烤箱打开的一侧414大于烤箱铰链的一侧416。在实施例中可以提供空气引导
部446(图4)以将烟气和空气流引向过滤器250进气口。在实施例中，
空气引导部可以省略。
[0035] 在实施例中，
侧面悬垂部分414和416占风罩部分102整体宽度的百分之5至30之
间。在实施例中，
前悬垂部分可以占风罩部分102整体深度的百分之20至50之间。在实施例
中，
前悬垂部分444为风罩部分深度的百分之30至40。在实施例中，
悬垂部分444为18至30英
寸。
[0036] 图7示出了可以与所公开主题的任何实施例一起使用的控制系统。
控制器505可以
给一个或多个气闸510和风扇速度控制器512或者其他流调节装置(未示出)提供控制。控制
器505可以接收来自烤箱112、一个或多个接收烤箱112的指示或电 力消耗的电 力传感器
504、安装用于检测有人接近烤箱112的一个或多个近距传感器502、和/或安装用于检测有
人接近烤箱112的一个或多个成像装置506的信号(数字消息，
模拟信号等)。来自烤箱的信
号可以提供状态信息 ,诸如计时器上指示的距关机剩余时间的余下时间量。一个或多个气
闸510可以与设置用于控制通过排风口的空气流的单一气闸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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