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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吸油烟机，包括吸油烟机

本体和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测装置包

括设置在吸油烟机本体上的第一测距传感器和

第二测距传感器，所述第一测距传感器设置的位

置用于与吸油烟机下方的灶台上的锅具底部中

心对应，所述第二测距传感器设置的位置用于与

所述锅具边缘对应。还公开了一种上述吸油烟机

的控制方法。利用两个测距传感器多点判断是否

有锅盖或食物进入锅内，从而作为判断是否有油

烟产生的依据，在油烟还未产生的情况下提前调

节风机的转速，起到了预防的作用，提高了用户

的烹饪体验，解决了油烟滞后吸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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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吸油烟机的控制方法，所述吸油烟机包括吸油烟机本体和监测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监测装置包括设置在吸油烟机本体上的第一测距传感器(11)和第二测距传感器

(12)，所述第一测距传感器(11)设置的位置用于与吸油烟机下方的灶台(200)上的锅具

(300)底部中心对应，所述第二测距传感器(12)设置的位置用于与所述锅具(300)边缘对

应；所述控制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吸油烟机开始工作，将锅具(300)放置到灶台(200)上，启动监测装置；

2)所述第一测距传感器(11)监测到下方障碍物之间的当前实时距离h1，所述第二测距

传感器(12)监测到下方障碍物之间的当前实时距离h2；

3)判断锅具(300)是否离开灶台(200)：监测在第一时间区间Δt1内，h1和h2是否大于

预设值，如果h1和h2大于预设值，则判断为此时锅具(300)离开灶台(200)，降低吸油烟机的

风机转速，然后回到步骤2)，如果h1和h2不大于预设值，则进入步骤4)；

4)判断锅具(300)内是否有食材或调料通过锅具(300)上方倒入锅具(300)内，以及是

否有对食材进行操作或揭开锅具(300)的锅盖动作：监测在第二时间区间Δt2内，判断Δh

＝h1‑h2是否小于预设范围[a,b]，如果Δh小于预设范围，则判断有食材或调料通过锅具

(300)上方倒入锅具(300)内，或者有对食材进行操作或揭开锅具(300)的锅盖动作，增加吸

油烟机的风机转速，然后回到步骤2)，如果Δh不小于预设范围，则进入步骤5)；

5)判断锅具(300)是否加有锅盖：监测在第三时间区间Δt3内，h2是否大于等于h1，如

果h2大于h1，则判断锅具(300)上方加有锅盖，降低吸油烟机的风机转速，然后回到步骤2)，

如果h2不大于h1，则回到步骤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吸油烟机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未烹饪状态下，将不同

的锅具(300)放置灶台(200)上，所述第一测距传感器(11)和第二测距传感器(12)记录初始

h1和h2的值，将监测到的h1的最大值，定为预设值，并记录Δh的范围，定为预设范围[a,b]。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吸油烟机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3)中，重复监测至

少两次，当判断h1和h2为大于预设值的情况的次数达到第一容错次数n1时，则判断为此时

锅具(300)离开灶台(200)，降低吸油烟机的风机转速，然后回到步骤2)，当判断h1和h2不大

于预设值的情况的次数达到第一容错次数n1时，则进入步骤4)；n1不大于重复监测的次数；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吸油烟机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4)中，重复监测至

少两次，当判断Δh为小于预设范围的情况的次数达到第二容错次数n2时，则判断有食材或

调料通过锅具(300)上方倒入锅具(300)内，或者有对食材进行操作或揭开锅具(300)的锅

盖动作，增加吸油烟机的风机转速，然后回到步骤2)，当判断Δh不小于预设范围的情况的

次数达到第二容错次数n2时，则进入步骤5)；n2不大于重复监测的次数；。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吸油烟机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5)中，重复监测至

少两次，当判断为h2大于h1的次数达到第三容错次数n3时，则判断锅具(300)上方加有锅

盖，降低吸油烟机的风机转速，然后回到步骤2)，当判断为h2不大于h1的次数达到第三容错

次数n3时，则回到步骤2)；n3不大于重复监测的次数。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吸油烟机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测距传感器(11)

为红外传感器或激光传感器，所述第二测距传感器(12)为红外传感器或激光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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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吸油烟机的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油烟净化装置，尤其是一种吸油烟机的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吸油烟机已成为现代家庭中不可或缺的厨房家电设备之一，它安装在厨房炉灶上

方，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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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污染，净化空气，并有防毒、防爆的安全保障作用。

[0003] 吸油烟机是利用流体动力学原理进行工作，通过安装在吸油烟机内部的离心式风

机吸排油烟，并使用滤网过滤部分油脂颗粒。离心式风机包括蜗壳、安装在蜗壳中叶轮及带

动叶轮转动的电机。当叶轮旋转时，在风机中心产生负压吸力，将吸油烟机下方的油烟吸入

风机，经过风机加速后被蜗壳搜集、引导排出室外。

[0004] 传统的吸油烟机在工作过程中，风机的电机转速固定，即风机档位固定，自适应能

力差。

[0005] 为了针对油烟的实时情况自动调节风机的转速，从而提高吸油烟效果，现有的一

些智能吸油烟机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转速自动控制：1)利用压力传感器测量排烟阻

力的大小，从而根据阻力大小自动调节变频风机的转速，达到排油烟的效果，如申请号为

201710669476.8的中国专利公开的一种油烟机，包括风机系统和控制系统，风机系统包括

电机，控制系统包括主控制模块、温度检测模块和转速调节模块，通过检测排风系统的电机

绕组温度，并根据检测温度与参考温度值的对比判断油烟机的出风口处是否存在异常阻

力，并以此为依据控制电机自动调节转速；2)通过在吸油烟机上设置烟雾浓度传感器来检

测环境的油烟浓度大小，根据实时检测的油烟浓度值来自动调节风机转速，如申请号为

201510137480.0的中国专利公开的一种带多层油烟分离网的T型油烟机，包括机壳、油杯、

电机、带电机支架的蜗壳、双涡轮和烟雾传感器，烟雾传感器感应烟雾大小，自动调节电机

转速，进而调节烟机吸力；3)通过在油烟机上设置摄像头来采集烹饪时锅具附近的实时图

像，通过实时图像与无烟雾的背景图片进行差异对比，来判断油烟浓度大小和逃逸方向，再

根据实时检测的油烟浓度值来自动调节风机转速，如申请号为201811465781.6的中国专利

公开的一种针对性油雾净化平台，包括油雾净化架构，包括油雾吸入管道、多级过滤设备、

离心叶轮、电动机、油烟测量设备和转速调节设备，油烟测量设备用于针对参考性图像中的

每一个像素点执行以下动作：将灰度值落在预设油烟灰度上限值和预设油烟灰度下限值之

间的像素点作为油烟气体像素点，转速调节设备用于基于油烟气体像素点的数量占据参考

性图像总像素点数量的百分比确定并调节电动机的当前转速。

[0006] 上述的现有技术中，通过压力或油烟浓度大小，以及通过油烟图像与无烟雾的背

景图片进行差异对比的自动控制方式，都是等油烟弥漫出来后再增加转速进行吸附，属于

滞后的控制方式，用户体验较差；此外，图像识别的控制方式容易受环境光照的影响，并且

长期处于油烟的环境下，容易失效，且精度不高，容易产生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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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吸油烟机

的控制方法，能够监测灶台上的烹饪状态，以便能提前调节吸油烟机的风机的转速，起到预

防的作用，提高用户烹饪体验。

[0008] 本发明解决上述第二个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如上所述的吸油烟机

的控制方法，所述吸油烟机包括吸油烟机本体和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测装置包括

设置在吸油烟机本体上的第一测距传感器和第二测距传感器，所述第一测距传感器设置的

位置用于与吸油烟机下方的灶台上的锅具底部中心对应，所述第二测距传感器设置的位置

用于与所述锅具边缘对应；所述控制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9] 1)吸油烟机开始工作，将锅具放置到灶台上，启动监测装置；

[0010] 2)所述第一测距传感器监测到下方障碍物之间的当前实时距离h1，所述第二测距

传感器监测到下方障碍物之间的当前实时距离h2；

[0011] 3)判断锅具是否离开灶台：监测在第一时间区间Δt1内，h1和h2是否大于预设值，

如果h1和h2大于预设值，则判断为此时锅具离开灶台，降低吸油烟机的风机转速，然后回到

步骤2)，如果h1和h2不大于预设值，则进入步骤4)；

[0012] 4)判断锅具内是否有食材或调料通过锅具上方倒入锅具内，以及是否有对食材进

行操作或揭开锅具的锅盖动作：监测在第二时间区间Δt2内，判断Δh＝h1‑h2是否小于预

设范围[a,b]，如果Δh小于预设范围，则判断有食材或调料通过锅具上方倒入锅具内，或者

有对食材进行操作或揭开锅具的锅盖动作，增加吸油烟机的风机转速，然后回到步骤2)，如

果Δh不小于预设范围，则进入步骤5)；

[0013] 5)判断锅具是否加有锅盖：监测在第三时间区间Δt3内，h2是否大于等于h1，如果

h2大于h1，则判断锅具上方加有锅盖，降低吸油烟机的风机转速，然后回到步骤2)，如果h2

不大于h1，则回到步骤2)。

[0014] 优选的，预定值和预定范围的设定方式为，在未烹饪状态下，将不同的锅具放置灶

台上，所述第一测距传感器和第二测距传感器记录初始h1和h2的值，将监测到的h1的最大

值，定为预设值，并记录Δh的范围，定为预设范围[a,b]。

[0015] 为避免误判，在步骤3)中，重复监测至少两次，当判断h1和h2为大于预设值的情况

的次数达到第一容错次数n1时，则判断为此时锅具离开灶台，降低吸油烟机的风机转速，然

后回到步骤2)，当判断h1和h2不大于预设值的情况的次数达到第一容错次数n1时，则进入

步骤4)；n1不大于重复监测的次数；

[0016] 为避免误判，在步骤4)中，重复监测至少两次，当判断Δh为小于预设范围的情况

的次数达到第二容错次数n2时，则判断有食材或调料通过锅具上方倒入锅具内，或者有对

食材进行操作或揭开锅具的锅盖动作，增加吸油烟机的风机转速，然后回到步骤2)，当判断

Δh不小于预设范围的情况的次数达到第二容错次数n2时，则进入步骤5)；n2不大于重复监

测的次数；。

[0017] 为避免误判，在步骤5)中，重复监测至少两次，当判断为h2大于h1的次数达到第三

容错次数n3时，则判断锅具上方加有锅盖，降低吸油烟机的风机转速，然后回到步骤2)，当

判断为h2不大于h1的次数达到第三容错次数n3时，则回到步骤2)；n3不大于重复监测的次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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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优选的，所述第一测距传感器为红外传感器或激光传感器，所述第二测距传感器

为红外传感器或激光传感器。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利用两个测距传感器多点判断是否有锅盖

或食物进入锅内，从而作为判断是否有油烟产生的依据，在油烟还未产生的情况下提前调

节风机的转速，起到了预防的作用，提高了用户的烹饪体验，解决了油烟滞后吸附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吸油烟机与灶台的安装状态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吸油烟机控制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其中相同或类似的标号表示相

同或类似的元件或具有相同或类似功能的元件。

[0023]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中心”、“纵向”、“横向”、“长度”、“宽度”、

“厚度”、“上”、“下”、“前”、“后”、“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顺时

针”、“逆时针”、“轴向”、“径向”、“周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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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简化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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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4] 参见图1，显示了吸油烟机100设置在灶台200上方的示意图，吸油烟机100在本实

施例中为顶吸式吸油烟机，包括吸油烟机本体和监测装置，吸油烟机本体包括集烟罩1和设

置在集烟罩1上方的箱体2，箱体2内用于设置风机(未示出)。灶台200上设置有锅具300。

[0025] 集烟罩1上设置有监测装置，包括第一测距传感器11和第二测距传感器12，分别用

于采集相应传感器到锅具300之间的距离。其中，第一测距传感器11对应灶台200上的锅具

300底部中心(通常是灶台200的炉头的中心)，用于监测到锅具300底部中心之间的距离h1

(在仅放置锅具300的情况下)；第二测距传感器12对应灶台200上的锅具300的边缘(包括边

缘和靠近边缘的位置)，通常是对应灶台200的炉头的边缘，用于监测到锅具300边缘之间的

距离h2(在仅放置锅具300的情况下)。

[0026] 第一测距传感器11和第二测距传感器12之间的水平距离为d。考虑到不同锅具300

的差异，d的范围可为100～200mm。Δh为h1与h2的差值h1‑h2。在未烹饪状态下，全新或者洗

净的不同的锅具300放置灶台200上，第一测距传感器11和第二测距传感器12记录初始h1和

h2的值。由于锅具300的形状以及吸油烟机100、灶台200等部件的差异，导致h1、h2以及Δh

的值不相同，记录在目前吸油烟机100安装环境下、不同锅具300放置后监测到的h1的最大

值，定为预设值，并记录Δh的范围，定为预设范围[a,b]。优选的，两个测距传感器可为红外

传感器、激光传感器等，但并不限于上述类型。

[0027] 监测装置还包括分别与第一测距传感器11和第二测距传感器12电连接的控制器，

该控制器可以为独立的用于监测的控制器也可以为常用的吸油烟机100的主控制器(未示

出)，由控制器对两个测距传感器监测到的距离进行判断，并根据判断的结果相应地控制吸

油烟机的风机的转速。通过对第一测距传感器11和第二测距传感器12采集的距离数值进行

分析和判断，当判断有锅盖或者有食材或调料通过锅具300上方倒入锅具300内时，马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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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风机转速，提前吸走可能产生的大油烟；由此可以更好地应对爆炒等油烟大幅度变化的

情况，提升用户体验。

[0028] 可替代的，吸油烟机100也可以为侧吸式吸油烟机，将第一测距传感器11和第二测

距传感器12设置在吸油烟机本体的面板上即可。

[0029] 参见图2，具体地，吸油烟机100的控制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0] 1)吸油烟机开始工作，将全新或者洗净的锅具300放置到灶台200上，启动监测装

置；

[0031] 2)第一测距传感器11监测到下方障碍物之间的当前实时距离h1(无锅具300时，障

碍物为灶台200；有锅具300时，障碍物为锅具300的底部，如锅具300加盖或用户在锅具300

上方操作时，则障碍物为锅盖、手或者食材等)，第二测距传感器12监测到下方障碍物之间

的当前实时距离h2(无锅具300时，障碍物为灶台200；有锅具300时，障碍物为锅具300的边

缘，如锅具300加盖或用户在锅具300上方操作时，则障碍物为锅盖、手或者食材等)；

[0032] 3)判断锅具300是否离开灶台200：即监测在第一时间区间Δt1内，h1和h2是否大

于预设值，重复监测至少两次，当判断h1和h2为大于预设值的情况的次数达到第一容错次

数n1时，则判断为此时锅具300离开灶台200，降低吸油烟机的风机转速，如将风机的当前档

位降低一个档位，然后回到步骤2)，当判断h1和h2不大于预设值的情况的次数达到第一容

错次数n1时，则进入步骤4)；n1不大于重复监测的次数；也可以仅监测一次，监测多次，并设

定容错次数，可以更好地避免误判；

[0033] 4)判断锅具300内是否有食材或调料通过锅具300上方倒入锅具300内，以及是否

有搅拌以及掂锅等对食材的操作动作、或者有锅盖揭开的动作等，通常这种情况灶台200的

炉头为大火，油烟较大；即监测在第二时间区间Δt2内，判断Δh＝h1‑h2是否小于预设范围

[a,b]，重复监测至少两次，当判断Δh为小于预设范围的情况的次数达到第二容错次数n2

时，则判断有食材或调料通过锅具300上方倒入锅具300内或有搅拌以及掂锅的动作又或有

锅盖揭开的动作等，增加吸油烟机的风机转速，如将风机的当前档位增加一个档位，然后回

到步骤2)，当判断Δh不小于预设范围的情况的次数达到第二容错次数n2时，则进入步骤

5)；n2不大于重复监测的次数；也可以仅监测一次，监测多次，并设定容错次数，可以更好地

避免误判；

[0034] 5)判断锅具300是否加有锅盖，通常这种情况灶台200的炉头的火力减小，油烟较

小；即监测在第三时间区间Δt3内，h2是否大于等于h1，重复监测至少两次，当判断为h2大

于h1的次数达到第三容错次数n3时，则判断锅具300上方加有锅盖，降低吸油烟机的风机转

速，如将风机的当前档位降低一个档位，然后回到步骤2)，当判断为h2不大于h1的次数达到

第三容错次数n3时，则回到步骤2)；n3不大于重复监测的次数；也可以仅监测一次，监测多

次，并设定容错次数，可以更好地避免误判。

[0035] 上述的各时间区间、容错次数可由用户自行设定。通过设置容错次数，当达到设定

的容错次数时，才进行相应的动作，这样可以有效减少手势等对测距造成的干扰进而发生

误判的情况发生。

[0036] 此外，监测装置可以由用户选择开启或关闭，使得该吸烟机的工作模式选择更加

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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