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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多功能桌，用以解决现

有技术中的火锅桌加热方式单一，适用性狭小，

只能涮火锅不能烤烧烤的技术问题，包括升降

桌、第一升降机构和桌本体，升降桌通过第一升

降机构升起/降下于桌本体，还包括旋转链环，旋

转链环安装在升降桌下方，还包括第一炭炉和若

干个电气二合一炉盘，第一炭炉安装在桌本体内

并位于升降桌下方，电气二合一炉盘安装在桌本

体内，采用该结构，锅具放置在升降桌上，升起升

降桌时旋转链环一同升起，方便食客悬挂烤串，

降下升降桌后第一炭炉对烤串进行加热，在户内

启用电或气对锅具加热，在户外换用气或炭加

热，电、气和炭三种加热方式满足不同环境，升降

桌结构满足食客边涮火锅边烧烤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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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桌，其特征在于：包括升降桌、第一升降机构和桌本体，所述升降桌通过

所述第一升降机构升起/降下于所述桌本体，还包括用于悬挂烤串的旋转链环，所述旋转链

环安装在所述升降桌下方；

还包括第一炭炉和若干个可伸入所述升降桌内进行加热的电气二合一炉盘，所述第一

炭炉安装在所述桌本体内并位于所述升降桌下方，所述电气二合一炉盘安装在所述桌本体

内并与设置在所述桌本体内的电线以及燃气通入管连通；

所述桌本体包括上层桌体、桌腿和底板，所述上层桌体上设有用于所述升降桌升降的

第一开口，所述桌腿安装在所述上层桌体的底部，所述底板安装在所述桌腿上并位于所述

上层桌体的下方，所述上层桌体与所述底板之间形成空腔，所述第一炭炉安装在所述空腔

内并位于所述升降桌的外圈下方，所述电气二合一炉盘安装在所述上层桌体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桌，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桌上设有用于放置锅具

的第二开口，所述升降桌上还设有烧烤架和放置台。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桌，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气二合一炉盘安装在所述

上层桌体内，一部分所述电气二合一炉盘伸缩安装在所述烧烤架和所述放置台下方，还包

括第二升降机构，所述第二升降机构的升降端上设置有一个所述电气二合一炉盘，所述第

二升降机构的固定端与所述底板连接，所述电气二合一炉盘通过所述第二升降机构驱动而

从所述第二开口处升起/降下。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桌，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三升降机构和用于过滤

锅具内食物的滤网，所述第三升降机构的升降端顶在所述滤网下端，所述第三升降机构的

固定端连接在所述底板上，所述滤网通过所述第三升降机构驱动而从锅具内升起/降下。

5.根据权利要求2-4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桌，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桌上还设有

若干个用于挂接锅具外沿的滚轮，若干个所述滚轮均匀设置在靠近所述第二开口的桌面

上。

6.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桌，其特征在于：所述桌本体上还设有

若干个用于封闭所述空腔的桌门，若干个所述桌门分别与对应位置上的所述桌腿铰接，每

个所述桌门上均设有烧烤保持架。

7.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桌，其特征在于：所述桌本体上还设有

用于盛水的隔热盘，所述隔热盘搭接在所述底板上，所述第一炭炉安装在所述隔热盘上，所

述隔热盘上还安装有用于插接立式电气二合一炉盘的支撑架，所述支撑架上设置有给所述

立式电气二合一炉盘供电的电线插头以及供气的管路。

8.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桌，其特征在于：所述桌腿上还设有万

向轮和第四升降机构，所述第四升降机构固设在所述桌腿底部，所述万向轮与所述第四升

降机构的升降端连接，所述万向轮通过所述第四升降机构驱动而伸出/缩入所述桌腿。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桌，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层桌体上四周边角处还设

有若干个排水网孔，所述桌腿内设有排水管，所述排水网孔通过所述排水管连通设置在所

述隔热盘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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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桌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餐饮设备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多功能桌。

背景技术

[0002] 火锅一般是指以锅为器具，以热源烧锅，以水或汤烧开来涮煮食物的烹调方式，同

时亦可指这种烹调方式所用的锅具。其特色为边煮边吃，或是锅本身具有保温效果，吃的时

候食物仍热气腾腾，汤物合一。而火锅桌是指自身带有加热设备的餐桌，是吃火锅时的主要

“装备”。

[0003] 火锅桌按加热设备不同，可分为炭火炉火锅桌、柴火炉火锅桌、瓶装煤气火锅桌、

天然气火锅桌、光波炉火锅桌、电陶炉火锅桌、电磁炉火锅桌等，加热方式单一，只能以一种

加热方式进行加热，假如在户外涮火锅，或者遇到停气停电，烧天然气烧电的设备就有很大

的局限性，不能兼容在户内户外都能方便的涮火锅的需求。并且普通的火锅桌只有涮火锅

的功能，不能烧烤和烤串，功能单一。

[0004] 于是，一种可选用电、气或炭加热，既能涮火锅也能烤烧烤的多功能桌亟待出现。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多功能桌，用以解决现有技术中的火锅桌加热方式单一，适

用性狭小，只能涮火锅不能烤烧烤的技术问题。

[0006] 本实用新型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一种多功能桌，包括升降桌、第一升降机构和

桌本体，所述升降桌通过所述第一升降机构升起/降下于所述桌本体，还包括用于悬挂烤串

的旋转链环，所述旋转链环安装在所述升降桌下方；

[0007] 还包括第一炭炉和若干个可伸入所述升降桌内进行加热的电气二合一炉盘，所述

第一炭炉安装在所述桌本体内并位于所述升降桌下方，所述电气二合一炉盘安装在所述桌

本体内并与设置在所述桌本体内的电线以及燃气通入管连通。

[0008] 进一步地，为了更好的实现本实用新型，所述桌本体包括上层桌体、桌腿和底板，

所述上层桌体上设有用于所述升降桌升降的第一开口，所述桌腿安装在所述上层桌体的底

部，所述底板安装在所述桌腿上并位于所述上层桌体的下方，所述上层桌体与所述底板之

间形成空腔，所述第一炭炉安装在所述空腔内并位于所述升降桌的外圈下方，所述电气二

合一炉盘安装在所述上层桌体内。

[0009] 进一步地，为了更好的实现本实用新型，所述升降桌上设有用于放置锅具的第二

开口，所述升降桌上还设有烧烤架和放置台。

[0010] 进一步地，为了更好地实现本实用新型，所述电气二合一炉盘安装在所述上层桌

体内，一部分所述电气二合一炉盘伸缩安装在所述烧烤架和所述放置台下方，还包括第二

升降机构，所述第二升降机构的升降端上设置有一个所述电气二合一炉盘，所述第二升降

机构的固定端与所述底板连接，所述电气二合一炉盘通过所述第二升降机构驱动而从所述

第二开口处升起/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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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一步地，为了更好地实现本实用新型，还包括第三升降机构和用于过滤锅具内

食物的滤网，所述第三升降机构的升降端顶在所述滤网下端，所述第三升降机构的固定端

连接在所述底板上，所述滤网通过所述第三升降机构驱动而从锅具内升起/降下。

[0012] 进一步地，为了更好地实现本实用新型，所述升降桌上还设有若干个用于挂接锅

具外沿的滚轮，若干个所述滚轮均匀设置在靠近所述第二开口的桌面上。

[0013] 进一步地，为了更好地实现本实用新型，所述桌本体上还设有若干个用于封闭所

述空腔的桌门，若干个所述桌门分别与对应位置上的所述桌腿铰接，每个所述桌门上均设

有烧烤保持架。

[0014] 进一步地，为了更好地实现本实用新型，所述桌本体上还设有用于盛水的隔热盘，

所述隔热盘搭接在所述底板上，所述第一炭炉安装在所述隔热盘上，所述隔热盘上还安装

有用于插接立式电气二合一炉盘的支撑架，所述支撑架上设置有给所述立式电气二合一炉

盘供电的电线插头以及供气的管路。

[0015] 进一步地，为了更好地实现本实用新型，所述桌腿上还设有万向轮和第四升降机

构，所述第四升降机构固设在所述桌腿底部，所述万向轮与所述第四升降机构的升降端连

接，所述万向轮通过所述第四升降机构驱动而伸出/缩入所述桌腿。

[0016] 进一步地，为了更好地实现本实用新型，所述上层桌体上四周边角处还设有若干

个排水网孔，所述桌腿内设有排水管，所述排水网孔通过所述排水管连通设置在所述隔热

盘上方。

[0017] 本实用新型相较于现有技术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8]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多功能桌，包括升降桌、第一升降机构和桌本体，升降桌通过

第一升降机构升起/降下于桌本体，还包括用于悬挂烤串的旋转链环，旋转链环安装在升降

桌下方，还包括第一炭炉和若干个可伸入升降桌内进行加热的电气二合一炉盘，第一炭炉

安装在桌本体内并位于升降桌下方，电气二合一炉盘安装在桌本体内并与设置在所述桌本

体内的电线以及燃气通入管连通，采用该结构，锅具放置在升降桌上，升起升降桌时旋转链

环一同升起，方便食客悬挂烤串，降下升降桌后第一炭炉可对烤串进行加热，在户内启用电

或气对锅具加热，在户外换用气或炭加热，电、气和炭三种加热方式满足不用使用环境，升

降桌结构满足了食客边涮火锅边烤烧烤的需要，本实用新型是一款桌面能升降，内外都能

做烧烤，集火锅、干锅、砂锅、中餐、烧烤、铁板烧、烧茶、烤箱、煎炒、蒸煮于一体的自动升降

电、气、炭多功能家庭野外火锅中餐烧烤餐桌，美观安全，方便实用。

附图说明

[001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

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

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中多功能桌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中多功能桌各升降机构升起时的剖视图；

[0022]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中多功能桌未盛放锅具时的示意图；

[0023]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多功能桌上安装桌板时的示意图；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209499060 U

4



[0024] 图5是实施例2中上层桌体内的伸缩机构的示意图。

[0025] 图中：

[0026] 1-升降桌；11-第二开口；12-烧烤架；13放置台；14-滚轮；2-第一升降机构；3-桌本

体；31-上层桌体；311-第一开口；312-排水网孔；32-桌腿；33-底板；34-桌门；341-烧烤保持

架；35-隔热盘；351-立式电气二合一炉盘；4-旋转链环；41-烤串；5-第一炭炉；6-电气二合

一炉盘；7-第二升降机构；8-第三升降机构；9-滤网；10-桌板；11-伸缩机构。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

方案进行详细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

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

提下所得到的所有其它实施方式，都属于本实用新型所保护的范围。

[0028] 实施例1：

[0029] 本实施例中，一种多功能桌，如图1和图2所示，包括升降桌1、第一升降机构2和桌

本体3，上述升降桌1通过上述第一升降机构2升起/降下于上述桌本体3，其中，上述第一升

降机构2为丝杆螺母结构，螺母转动安装在上述桌本体3上，丝杆上端与上述升降桌1连接，

丝杆下端为自由端并穿过螺母，作为优选，一共设置四组上述丝杆螺母结构，均匀安装在上

述升降桌1上，通过电机驱动链齿或皮带来带动四组丝杆螺母结构同时工作，从而使上述升

降桌1平稳上升或下降；

[0030] 还包括用于悬挂烤串41的旋转链环4，上述旋转链环4安装在上述升降桌1下方，通

过电机来驱动上述旋转链环4内的旋转机构旋转，从而带动悬挂在其上的烤串41旋转，使食

物受热均匀，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旋转链环4的结构为现有技术，固在此不再进行重复的赘

述；

[0031] 还包括第一炭炉5和若干个可伸入上述升降桌1内进行加热的电气二合一炉盘6，

上述第一炭炉5安装在上述桌本体3内并位于上述升降桌1下方，上述电气二合一炉盘6安装

在上述桌本体3内并与设置在上述桌本体3内的电线以及燃气通入管连通，采用该结构，锅

具放置在上述升降桌1上，升起上述升降桌1时旋转链环4一同升起，方便食客悬挂烤串41，

降下上述升降桌1后上述第一炭炉5可对烤串41开始加热，在户内启用电或气对锅具加热，

在户外换用气或炭加热，电、气和炭三种加热方式满足不同使用环境，升降桌1的结构满足

了食客边涮火锅边烧烤的需要。

[0032] 值得注意的是，本实施例中的电气二合一炉盘6，可根据现场条件，自由切换电加

热模式或者烧燃气模式，为现有技术，故在此不再对其做进一步的赘述。

[0033] 实施例2：

[0034]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的基础上作进一步优化，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中，上述桌本体3

包括上层桌体31、桌腿32和底板33，具体的，上述上层桌体31上设有第一开口311，上述第一

开口311用于容纳上述升降桌1从中升起或降下，使上述升降桌1可以升起来突出于上述桌

本体3桌面或者降下来与桌本体3桌面齐平，作为一种具体实施方式，上述升降桌1为方桌，

上述第一开口311为方形开口，当然，上述升降桌1和上述第一开口311也可以设置为其他形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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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进一步的，上述桌腿32安装在上述上层桌体31的底部，上述桌腿32优选为四根，上

述底板33安装在上述桌腿32上并位于上述上层桌体31的下方，上述上层桌体31与上述底板

33之间形成空腔，上述第一炭炉5安装在上述空腔内并位于上述升降桌1的外圈下方，从而

使上述第一炭炉5对上述旋转链环4上的烤串41进行加热。

[0036] 值得注意的是，本实施例中，如图1和图3所示，上述桌本体3上还设有若干个用于

封闭上述空腔的桌门34，若干个上述桌门34分别与对应位置上的上述桌腿32铰接，作为优

化，上述桌本体3为方形桌，当然，上述卓本体3也可以设置成其他形状，每侧均设置两个上

述桌门34形成对开门结构，每个上述桌门34上均设有烧烤保持架341用以竖直放置烤串41，

进一步的，还包括用于盛水的隔热盘35，上述隔热盘35搭接在上述底板33上，上述第一炭炉

5安装在上述隔热盘35上，上述隔热盘35上还安装有用于插接立式电气二合一炉盘351的支

撑架，上述支撑架上设置有给上述立式电气二合一炉盘351供电的电线插头以及供气的管

路，从而可以对上述桌门34上的烤串41进行定向加热。

[0037] 作为本实施例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上述升降桌1上设有第二开口11，上述第二开

口11用于放置锅具，上述升降桌1上还设有烧烤架12和放置台13，上述烧烤架12和放置台13

围设在上述第二开口11周围，从而还可以在烧烤架12上做平板烧或者在放置台13上烧茶水

等，丰富了本实用新型的功能。

[0038] 进一步的，上述升降桌1上还设有若干个用于挂接锅具外沿的滚轮14，若干个上述

滚轮14均匀的设置在靠近上述第二开口11的桌面上，使锅具可以在滚轮14上旋转，方便食

客旋转锅具以便夹取，值得注意的是，还可以直接在上述滚轮14上安装上转动桌板，从而作

为中餐桌使用，方便食客夹菜。

[0039] 作为本实施例的一种更优实施方式，上述电气二合一炉盘6安装在上述上层桌体

31内，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上层桌体31为框架结构件，从而有空间容纳上述电气二合一炉盘

6，一部分上述电气二合一炉盘6伸缩安装在上述烧烤架12和上述放置台13下方，以便对其

进行精准加热，具体的，如图5所示，上述上层桌体31内设有伸缩机构11，上述伸缩机构11与

伸缩安装的上述电气二合一炉盘6连接，从而可自动驱动上述电气二合一炉盘6在上述上层

桌体31内伸缩位于需要的位置，以便更好地加热；

[0040] 进一步的，还包括第二升降机构7，作为优化，上述第二升降机构7的升降端上设置

有一个上述电气二合一炉盘6，上述第二升降机构7的固定端与上述底板33连接，从而使上

述电气二合一炉盘6通过上述第二升降机构7驱动而从上述第二开口11处升起/降下，并且，

上述第二升降机构7的升降端也可以设置成第二炭炉，从而可以在户外没有电和气的情况

下，使用炭火加热火锅，值得注意的是，电加热、燃气加热和炭火加热三种加热方式，使用时

候择一选用，不能同时使用，以免造成损坏。

[0041] 作为优化，上述第二升降机构7及其上的上述电气二合一炉盘6均设置在与上述第

二开口11对齐的正下方，上述第二升降机构7为丝杆螺套结构，内丝杆转动安装在上述底板

33上，通过电机以及与电机输出端连接的链齿或皮带机构带动内丝杆旋转，由于螺套安装

在上述电气二合一炉盘6上只能转动不能位移，内丝杆旋转使得螺套螺旋上升或者下降，从

而带动其上的电气二合一炉盘6一起上升或者下降，进而针对不同大小的锅具来调整上述

电气二合一炉盘6与锅具底部的距离，以便加热更高效。

[0042] 作为本实施例的一种更优实施方式，还包括第三升降机构8和滤网9，上述滤网9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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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过滤锅具内食物，上述第三升降机构8的升降端顶在上述滤网9下端，上述第三升降机构8

的固定端连接在上述底板33上，上述滤网9通过上述第三升降机构8驱动而从锅具内升起/

降下，具体在使用时，上述滤网9放置在锅具内，锅具中心位置设有通孔，以便上述第三升降

机构8的升降端可以穿过该通孔以顶在上述滤网9下端，从而推动上述滤网9从锅具内升起

来，滤网9捞起锅具内食物，方便食客夹取，往锅具内添菜时，可先将上述滤网9升起来，放入

食材后，再缓慢降下去，防止添菜时溅起油水烫伤。

[0043] 作为优化，上述第三升降机构8也为丝杆螺套结构，上述滤网9与丝杆上端接触，丝

杆另一端螺接于螺套中，螺套转动安装在上述底板33上，通过电机以及链齿或皮带传动使

螺套旋转，从而使丝杆螺旋上升或下降以推动上述滤网9升降。

[0044] 实施例3：

[0045]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的基础上作进一步优化，本实施例中，上述桌腿32上还包括万

向轮和第四升降机构，具体的，上述第四升降机构固定设置在上述桌腿32底部，上述万向轮

与上述第四升降机构的升降端连接，上述万向轮通过上述第四升降机构驱动而伸出/缩入

上述桌腿32，当上述万向轮伸出时，便可以更省力的搬运移动本实用新型的多功能桌，由于

升降式的桌腿32结构属于现有技术，固在此不再进行重复的赘述。

[0046] 作为本实施例的另一种具体实施方式，如图4所示，还包括桌板10，所述桌板10可

拆卸安装在上述桌本体3上，以扩大桌面面积，上述桌板10上开设有若干开孔以不影响上述

升降桌1的升降功能。

[0047] 作为本实施例的一种更优实施方式，上述上层桌体31上四周边角处还设有若干个

排水网孔312，并且上述桌腿32内设有排水管，使上述排水网孔312通过上述排水管连通设

置在上述隔热盘35上方，从而及时将桌面上的废水引流出去，保持桌面的洁净。

[0048] 还包括电源，上述电源设置在桌本体内，用于为上述第一升降机构2、上述第二升

降机构7、上述第三升降机构8、上述第四升降机构、上述伸缩机构、上述电气二合一炉盘6以

及上述立式电气二合一炉盘351供电。

[0049]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

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

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以所述权

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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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9

CN 209499060 U

9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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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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