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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到烘箱技术领域，尤其涉及

到一种热风循环烘箱，该热风循环烘箱包括烘箱

箱体、烘干箱，烘箱箱体内部设有烘干室，烘干室

内设有烘干箱，烘干室的正面设有密封门，烘干

室内部左侧壁上设有第一隔板，右侧壁上设有第

二隔板，中部设有第三隔板，第一隔板、第二隔

板、第三隔板上均设有若干个通风孔，烘干室左

侧设有进风层室，右侧设有出风层室，上侧设有

通风层室，通风层室内设有加热器，烘箱箱体的

右侧壁上设有吸气泵，吸气泵通过进气管与出风

层室连通，吸气泵通过出气管与过滤水箱连接，

该热风循环烘箱可以去除空气中的灰尘、绒毛及

细菌，可以实现对烘干室内部温度的控制，同时

也能够实现对烘箱箱体内部余热的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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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热风循环烘箱，其特征在于：包括烘箱箱体（1）、烘干箱（2）；

所述烘箱箱体（1）内部设有烘干室（3），所述烘干箱（2）设置在所述烘干室（3）内部；

所述烘干室（3）的正面设有密封门（25），所述密封门（25）通过铰链（26）与烘箱箱体（1）

连接；

所述烘干室（3）内部左侧壁上设有第一隔板（27），右侧壁上设有第二隔板（28），中部设

有第三隔板（29），所述第三隔板（29）纵向设置，且将所述烘干室（3）分为两部分；

所述第一隔板（27）、所述第二隔板（28）、所述第三隔板（29）上均设有若干个通风孔；

所述烘干室（3）的左侧设有进风层室（4），右侧设有出风层室（5），上侧设有通风层室

（6）；

所述通风层室（6）内设有加热器（7），所述通风层室（6）的上端通过通风管（8）与外界大

气连接；

所述烘箱箱体（1）的右侧壁上设有吸气泵（9）；

所述吸气泵（9）的进气口通过进气管（10）与出风层室（5）连通，所述吸气泵（9）的出气

口通过出气管（11）与过滤水箱（12）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热风循环烘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烘干箱（2）的左侧壁上设有进

风口（21），右侧壁上设有出风口（13），所述出风口（13）的口径小于所述进风口（21）的口径。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热风循环烘箱，其特征在于：所述进风层室（4）与烘干室（3）之间

设有一层过滤壁（14），所述过滤壁（14）上设有至少一层过滤网。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热风循环烘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出风层室（5）内部的侧壁上设

有换热装置（15），所述换热装置（15）为若干个相互连通的玻璃管组成的网状结构，且换热

装置（15）包括设置在烘箱箱体（1）外侧的进水管接头（16）和出水管接头（17）。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热风循环烘箱，其特征在于：所述通风层室（6）与所述进风层室

（4）连通，所述进风层室（4）与所述烘干室（3）连通，所述烘干室（3）与所述出风层室（5）连

通，且所述通风层室（6）与所述进风层室（4）的连通处设有挡板（30），所述挡板（30）上设有

孔洞（31），所述孔洞（31）内设有单向阀（32）。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热风循环烘箱，其特征在于：所述通风层室（6）内部设有紫外线

灯（18），所述紫外线灯（18）与外界电源电连接。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热风循环烘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烘干室内还设有进出导板

(19)，所述进出导板(19)通过连接固定销（20）与烘干室（3）的底部活动连接。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热风循环烘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烘干箱（2）内设有至少一个层

架（22），所述烘干箱（2）的下端设有脚轮（23）。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热风循环烘箱，其特征在于：所述通风管（8）的进风口处设有空

气滤清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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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热风循环烘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到烘箱技术领域，尤其涉及到一种热风循环烘箱。

背景技术

[0002] 热风循环烘箱用于医药、化工、食品、农副产品、水产品、轻工等行业物料的加热固

化、干燥脱水。如原料、中药饮水、浸膏、粉剂、颗粒、脱水蔬菜等。

[0003] 热风循环烘箱在使用时，空气进入烘箱内进行加热，然而空气中一般都含有较多

的杂质，例如灰尘、绒毛、大颗粒物质及其他有害的细菌，而现有技术中的热风循环烘箱一

般都是在空气的进气口处设置过滤装置，难以满足清洁度要求较高的物料的烘干。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热风循环烘箱，用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热风循环烘箱，包括烘箱箱体、烘干箱；

[0007] 所述烘箱箱体内部设有烘干室，所述烘干箱设置在所述烘干室内部；

[0008] 所述烘干室的正面设有密封门，所述密封门通过铰链与烘箱箱体连接；

[0009] 所述烘干室内部左侧壁上设有第一隔板，右侧壁上设有第二隔板，中部设有第三

隔板，所述第三隔板纵向设置，且将所述烘干室分为两部分；

[0010] 所述第一隔板、所述第二隔板、所述第三隔板上均设有若干个通风孔；

[0011] 所述烘干室的左侧设有进风层室，右侧设有出风层室，上侧设有通风层室；

[0012] 所述通风层室内设有加热器，所述通风层室的上端通过通风管与外界大气连接；

[0013] 所述烘箱箱体的右侧壁上设有吸气泵；

[0014] 所述吸气泵的进气口通过进气管与出风层室连通，所述吸气泵的出气口通过出气

管与过滤水箱连接。

[0015] 作为优选，所述烘干箱的左侧壁上设有进风口，右侧壁上设有出风口，所述出风口

的口径小于所述进风口的口径。

[0016] 作为优选，所述进风层室与烘干室之间设有一层过滤壁，所述过滤壁上设有至少

一层过滤网。

[0017] 作为优选，所述出风层室内部的侧壁上设有换热装置，所述换热装置为若干个相

互连通的玻璃管组成的网状结构，且换热装置还包括设置在烘箱箱体外侧的进水管接头和

出水管接头。

[0018] 作为优选，所述通风层室与所述进风层室连通，所述进风层室与所述烘干室连通，

所述烘干室与所述出风层室连通，且所述通风层室与所述进风层室的连通处设有挡板，所

述挡板上设有孔洞，所述孔洞内设有单向阀。

[0019] 作为优选，所述通风层室内部设有紫外线灯，所述紫外线灯与外界电源电连接。

[0020] 作为优选，所述烘干室内还设有进出导板19，所述可进出导板19通过连接固定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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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与烘干室3的底部活动连接。

[0021] 作为优选，所述烘干箱内设有至少一个层架，所述烘干箱的下端设有脚轮。

[0022] 作为优选，所述通风管的进风口处设有空气滤清器。

[0023] 上述技术放具有如下优点或有益效果：

[0024]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热风循环烘箱，能够有效去除空气中的灰尘、绒毛及细菌，可以

实现对烘干室内部温度的控制，同时也能够实现对烘箱箱体内部余热的回收利用，具有结

构新颖，效率高，满足现在的使用需求。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实用新型热风循环烘箱中密封门关闭时的正视图；

[0026] 图2是本实用新型热风循环烘箱的内部剖视图；

[0027] 图3是本实用新型热风循环烘箱中密封门打开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是本实用新型热风循环烘箱中的换热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中：1-烘箱箱体、2-烘干箱、3-烘干室、4-进风层室、5-出风层室、6-通风层室、7-

加热器、8-通风管、9-吸气泵、10-进气管、11-出气管、12-过滤水箱、13-通风装置、14-过滤

壁、15-换热装置、16-进水管接头、17-出水管接头、18-紫外线灯、19-进出导板、191-进出导

板（收起状）、20-连接固定销、21-进风口、22-层架、23-脚轮、24-空气滤清器、25-密封门、

26-铰链、27-第一隔板、28-第二隔板、29-第三隔板、30-挡板、31-孔洞、32-单向阀。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31] 实施例1

[0032] 结合图1-4得知，一种热风循环烘箱，包括烘箱箱体1、烘干箱2；

[0033] 所述烘箱箱体1内部设有烘干室3，所述烘干箱2设置在所述烘干室3内部；

[0034] 所述烘干室3的正面设有密封门25，所述密封门25通过铰链26与烘箱箱体1连接，

这里设置密封门25，起到一种密封作用，可以防止烘干箱2内部热量的散失；

[0035] 所述烘干室3内部左侧壁上设有第一隔板27，右侧壁上设有第二隔板28，中部设有

第三隔板29，所述第三隔板29纵向设置，且将所述烘干室3分为两部分；

[0036] 所述第一隔板27、所述第二隔板28、所述第三隔板29上均设有若干个通风孔，这里

的第三隔板29将烘干室3平均分成两个部分，隔板上设置通风孔可以保证烘干室3内部空气

的流通，其中在第一隔板27、第三隔板29上的通风孔内均可设有干燥剂，可以对加过热的空

气进行干燥处理，防止空气潮湿影响烘干质量；

[0037] 所述烘干室3的左侧设有进风层室4，右侧设有出风层室5，上侧设有通风层室6；

[0038] 所述通风层室6内设有加热器7，所述通风层室6的上端通过通风管8与外界大气连

接；

[0039] 所述烘箱箱体1的右侧壁上设有吸气泵9；

[0040] 所述吸气泵9的进气口通过进气管10与出风层室5连通，所述吸气泵9的出气口通

过出气管11与过滤水箱12连接。

[0041] 作为优选，所述进风层室4与烘干室3之间设有一层过滤壁14，所述过滤壁14上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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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至少一层过滤网。

[0042] 作为优选，所述通风层室6内部设有紫外线灯18，所述紫外线灯18与外界电源电连

接。

[0043] 作为优选，所述烘干箱2内设有至少一个层架22，所述烘干箱2的下端设有脚轮23。

[0044] 作为优选，所述通风管8的进风口处设有空气滤清器24。

[0045] 本实施例在实施时，将需要烘干的物料放置在烘盘上，并将烘盘放置在层架22上，

将烘干箱2推入烘干室3内并关闭密封门25，此处的密封门25上设有门锁，然后吸气泵9工作

运转，在空气流通的情况下，空气通过通风管8进入到通风层室6内部，空气在经过通风管8

时，空气滤清器24可以对空气中的灰尘及绒毛杂质进行初步过滤处理，空气进入到通风层

室6内时，加热器7对空气进行加热处理，为了提高加热效率，此处的加热器7设置在通风管8

的正下方，同时紫外线灯18工作，对加热过的空气进行除菌消毒处理，经过消毒和干燥后的

热空气进入到进风层室4内，经过过滤壁14上的过滤网进行第二次过滤处理后进入到烘干

室3并通过第一隔板27进入到烘干箱2内部，对烘干箱2内需要烘干的物料进行烘干处理，然

后热空气将物料烘干时产生的气味以及湿气通过第二隔板28带入到出风层室5，并在吸气

泵9的作用下通过出气管11进入到过滤水箱12中进行过滤处理，去除热气中的气味，可防止

对大气造成污染，其中，本实施例中的吸气泵9是设置在烘箱箱体1的外侧，且吸气泵9与外

界电源电连接。

[0046] 实施例2

[0047]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烘干箱2的左侧壁上设有进风口21，右侧壁上设有出风口13，

所述出风口13的口径小于所述进风口21的口径，本实施例中，这样设置的目的能够延长热

空气在烘干箱2内部的停留时间，其中，本实施例中的在烘干箱2、进风口21处可以设置倾斜

向下的折流板，目的是为了使热空气倾斜向下流动进入烘干箱2内，然后热空气上升，实现

对物料由下至上进行烘干，这样可以使物料烘干的更加充分。

[0048] 实施例3

[0049]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出风层室5内部的侧壁上设有换热装置15，所述换热装置15为

若干个相互连通的玻璃管组成的网状结构，且换热装置15包括设置在烘箱箱体1外侧的进

水管接头16和出水管接头17，在本实施例中，如图4所示，换热装置15为网状结构，且紧贴风

层室5的内壁，这样设置，可以增大换热装置15与热空气的接触面积，同时也能够减小占用

的空间。

[0050] 实施例4

[0051]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通风层室6与所述进风层室4连通，所述进风层室4与所述烘干

室3连通，所述烘干室3与所述出风层室5连通，且所述通风层室6与所述进风层室4的连通处

设有挡板30，所述挡板30上设有孔洞31，所述孔洞31内设有单向阀32，本实施例中，热空气

经过挡板30、单向阀32进入到进风层室4内，再进入烘干室3内对物料进行烘干处理，烘干物

料后的热空气中含有其他的气味或刺激性气体，而此处的单向阀32可以防止热空气回流到

外界，可以防止造成空气的污染。

[0052] 实施例5

[0053] 作为优选方案，本实用新型中包括进出导板19，所述可进出导板19通过连接固定

销20与烘干室3的底部活动连接，当需要进行烘干时，放下进出导板19，将烘干箱2向烘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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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用力推，因为烘干箱2底部设有脚轮23，烘干箱2即可被推入烘干室3内，当烘干箱2进入

烘干室3，即可收起进出导板19，关好密封门25，进行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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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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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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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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