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2138615.7

(22)申请日 2018.12.18

(73)专利权人 深圳市金谷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 518000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

道大磡社区大勘金谷园

(72)发明人 甘小红　胡泽渠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君咨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44437

代理人 江超

(51)Int.Cl.

A47J 27/00(2006.01)

A47J 27/08(2006.01)

A47J 27/12(2006.01)

A47J 36/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多功能烹饪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多功能烹饪机，涉及

烹饪设备技术领域，包括底座、加热机构和升降

机构，所述加热机构安装在底座上端的中部，所

述升降机构安装在加热机构的旁侧，所述加热机

构的上端设有烹饪组件，所述升降机构的下端设

有辅助组件，所述底座的中部设有盛放柜，所述

盛放柜的下端设有沥水组件，所述盛放柜内设有

蒸屉、炒锅、煮锅和锅盖，所述锅盖的边缘处设有

密封条。本实用新型通过更换不同的锅能够实现

蒸、煮、炒等不同功能，搅拌器不仅具有搅拌功能

还能够翻炒菜，升降机构带动锅盖下降与煮锅配

和能够用作高压锅，本实用新型具有多功能的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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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烹饪机，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1)、加热机构(2)和升降机构(3)，所述加

热机构(2)安装在底座(1)上端的中部，所述升降机构(3)安装在加热机构(2)的旁侧，所述

加热机构(2)的上端设有烹饪组件(4)，所述升降机构(3)的下端设有辅助组件(5)，所述底

座(1)的中部设有盛放柜(6)，所述盛放柜(6)的下端设有沥水组件(7)，所述盛放柜(6)内设

有蒸屉(8)、炒锅(9)、煮锅(10)和锅盖(11)，所述锅盖(11)的边缘处设有密封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烹饪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机构(2)包括固定

座(2a)，所述固定座(2a)内设有加热槽(2b)，所述加热槽(2b)内设有加热元件(2c)，所述加

热元件(2c)的上端设有隔离板(2d)，所述隔离板(2d)的侧壁与所述固定座(2a)固定连接，

所述隔离板(2d)的上端设有安装槽(2e)。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烹饪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烹饪组件(4)包括火锅

底锅(4a)，所述火锅底锅(4a)、蒸屉(8)、炒锅(9)和煮锅(10)的上端边缘处均设有凸边

(4b)，所述火锅底锅(4a)安装在安装槽(2e)内且火锅底锅(4a)上的凸边(4b)搭接在固定座

(2a)的上端，所述火锅底锅(4a)内设有两个升降斗(4c)，两个升降斗(4c)均呈半圆形机构

且两个升降斗(4c)均呈网状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烹饪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机构(3)包括电动

推杆(3a)、支撑块(3b)和升降块(3c)，所述支撑块(3b)呈竖直设置在加热机构(2)的旁侧，

所述支撑块(3b)的一侧设有升降轨道(3d)，所述升降块(3c)与升降轨道(3d)滑动配合，所

述电动推杆(3a)安装在底座(1)内且电动推杆(3a)的输出端贯穿底座(1)并与升降块(3c)

的下端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烹饪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块(3c)的两侧均设

有若干个自上而下呈等间距设置的挂钩(12)，两个所述升降斗(4c)内均设有呈竖直设置的

拉升条(13)，每个拉升条(13)的上端均设有一端与其铰接的悬挂框(14)，所述悬挂框(14)

的上端与升降块(3c)一侧的挂钩(12)相配合。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烹饪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辅助组件(5)包括辅助

电机(5a)和连接头(5b)，所述辅助电机(5a)呈竖直设置在升降块(3c)的上端且辅助电机

(5a)的输出端竖直向下设置，所述连接头(5b)与辅助电机(5a)的输出都安固定连接，所述

连接头(5b)上设有外螺纹，所述连接头(5b)上套设有搅拌器(5c)。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烹饪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器(5c)包括固定套

(5c1)、安装盘(5c2)和若干个搅拌板(5c3)，所述固定套(5c1)内设有内螺纹，所述固定套

(5c1)与所述连接头(5b)之间通过外螺纹与内螺纹配合连接，所述安装盘(5c2)固定安装在

固定套(5c1)的下端，若干个所述搅拌板(5c3)呈圆周设置在安装盘(5c2)的上，每个所述搅

拌板(5c3)的上端均与安装板铰接，每个搅拌板(5c3)上均设有若干个通槽(5c4)。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烹饪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沥水组件(7)包括沥水

架(7a)，所述沥水架(7a)安装在盛放柜(6)的底部，所述沥水架(7a)的下端设有积水槽

(7b)。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烹饪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的下端设有与

积水槽(7b)连通的出水管(15)。

10.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烹饪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火锅底锅(4a)、蒸屉

(8)、炒锅(9)和煮锅(10)的上端均设有两个拉手(16)，每个拉手(16)上均设有隔热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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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烹饪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烹饪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多功能烹饪机。

背景技术

[0002] “民以食为天”，因此，每家每户中都有厨房，厨房也是我们每天都要使用的地方，

但是，现有的厨具大多只具蒸、煮、炒等方法中单一的功能，通过使用附加工具也只能具备

少数的两种功能，这导致厨房中的厨具出现许多种类，不仅占用了厨房内的大量空间，部分

厨具由于使用频率的不高也造成了一定的浪费，除此之外，现有的火锅在烫煮的过程中不

便于捞起食物，会导致食物被煮烂，在捞起食物时也容易连底料一起捞起，不便食用。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多功能烹饪机，其能

解决现有烹饪设备功能的单一的问题。

[0004]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多功能烹饪机，包括底座、加热机构和升降机构，所述加热机构安装在底座上

端的中部，所述升降机构安装在加热机构的旁侧，所述加热机构的上端设有烹饪组件，所述

升降机构的下端设有辅助组件，所述底座的中部设有盛放柜，所述盛放柜的下端设有沥水

组件，所述盛放柜内设有蒸屉、炒锅、煮锅和锅盖，所述锅盖的边缘处设有密封条。

[0006] 优选地，所述加热机构包括固定座，所述固定座内设有加热槽，所述加热槽内设有

加热元件，所述加热元件的上端设有隔离板，所述隔离板的侧壁与所述固定座固定连接，所

述隔离板的上端设有安装槽。

[0007] 优选地，所述烹饪组件包括火锅底锅，所述火锅底锅、蒸屉、炒锅和煮锅的上端边

缘处均设有凸边，所述火锅底锅安装在安装槽内且火锅底锅上的凸边搭接在固定座的上

端，所述火锅底锅内设有两个升降斗，两个升降斗均呈半圆形机构且两个升降斗均呈网状

设置。

[0008] 优选地，所述升降机构包括电动推杆、支撑块和升降块，所述支撑块呈竖直设置在

加热机构的旁侧，所述支撑块的一侧设有升降轨道，所述升降块与升降轨道滑动配合，所述

电动推杆安装在底座内且电动推杆的输出端贯穿底座并与升降块的下端固定连接。

[0009] 优选地，所述升降块的两侧均设有若干个自上而下呈等间距设置的挂钩，两个所

述升降斗内均设有呈竖直设置的拉升条，每个拉升条的上端均设有一端与其铰接的悬挂

框，所述悬挂框的上端与升降块一侧的挂钩相配合。

[0010] 优选地，所述辅助组件包括辅助电机和连接头，所述辅助电机呈竖直设置在升降

块的上端且辅助电机的输出端竖直向下设置，所述连接头与辅助电机的输出都安固定连

接，所述连接头上设有外螺纹，所述连接头上套设有搅拌器。

[0011] 优选地，所述搅拌器包括固定套、安装盘和若干个搅拌板，所述固定套内设有内螺

纹，所述固定套与所述连接头之间通过外螺纹与内螺纹配合连接，所述安装盘固定安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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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套的下端，若干个所述搅拌板呈圆周设置在安装盘的上，每个所述搅拌板的上端均与

安装板铰接，每个搅拌板上均设有若干个通槽。

[0012] 优选地，所述沥水组件包括沥水架，所述沥水架安装在盛放柜的底部，所述沥水架

的下端设有积水槽。

[0013] 优选地，所述底座的下端设有与积水槽连通的出水管。

[0014] 优选地，所述火锅底锅、蒸屉、炒锅和煮锅的上端均设有两个拉手，每个拉手上均

设有隔热套。

[0015] 相比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6] 其一，本实用新型能够直接更换固定座上端的火锅底锅，可选择使用火锅底锅、蒸

屉、炒锅和煮锅，分别用作烹饪火锅、蒸、炒和煮等，从而增加了本实用新型的功能，连接头

上能够分别安装搅拌器和锅盖，根据使用目的进行选用，进一步提高本实用新型的功能。

[0017] 其二，本实用新型中搅拌器中搅拌板上通槽的设置即方便进行搅拌，还能够帮助

进行炒菜，在炒菜时，通过转动四周的搅拌板，部分搅拌板转动至与水平面呈45-60度的夹

角，从而用于将锅内边缘处的菜向锅内翻炒，部分搅拌板转动至与水平面呈75度作用，用于

带动锅内的菜转动翻炒，部分搅拌板保持竖直状态，用于将锅底的菜向外翻炒，实现了搅拌

器的多功能设置。

[0018] 其三，本实用新型中将锅盖安装在连接头上，升降机构带动锅盖移动，既能够做普

通的锅配合炒菜，也能够与煮锅配合形成高压锅，锅盖边缘的密封条能够起到密封作用，进

一步增加了本实用新型的功能。

[0019] 其四，本发明在使用火锅锅底时，通过悬挂框与不同高度的挂钩的配合能改变升

降斗的高度，将食物放在升降斗上，浸入锅中，即能够烫煮食物，也能够将食物与底料隔离

开，同时，通过提升升降斗能够将食物提起，避免食物被煮烂，两个升降斗的设置能够交替

使用，一个用于烫煮食物，一个用于捞起食物，不耽误使用者吃火锅。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俯视图；

[0022] 图3为图2沿A-A线的剖视图；

[0023] 图4为图3中B处的放大图；

[0024]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局部结构示意图一；

[0025]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局部结构示意图二。

[0026] 图中：底座1，加热机构2，固定座2a，加热槽2b，加热元件2c，隔离板2d，安装槽2e，

升降机构3，电动推杆3a，支撑块3b，升降块3c，升降轨道3d，烹饪组件4，火锅底锅4a，凸边

4b，升降斗4c，辅助组件5，辅助电机5a，连接头5b，搅拌器5c，固定套5c1，安装盘5c2，搅拌板

5c3，通槽5c4，盛放柜6，沥水组件7，沥水架7a，积水槽7b，蒸屉8，炒锅9，煮锅10，锅盖11，挂

钩12，拉升条13，悬挂框14，出水管15，拉手16。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以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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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一种多功能烹饪机，包括底座1、加热机构2和升降机构3，所述加热机构2安装在底

座1上端的中部，所述升降机构3安装在加热机构2的旁侧，所述加热机构2的上端设有烹饪

组件4，所述升降机构3的下端设有辅助组件5，所述底座1的中部设有盛放柜6，所述盛放柜6

的下端设有沥水组件7，所述盛放柜6内设有蒸屉8、炒锅9、煮锅10和锅盖11，所述锅盖11的

边缘处设有密封条，能够直接更换固定座2a上端的火锅底锅4a，可选择使用烹饪组件4、蒸

屉8、炒锅9和煮锅10，分别用作烹饪火锅、蒸、炒和煮等，从而增加了本实用新型的功能，辅

助组件5上能够锅盖11，根据使用目的进行选用，进一步提高本实用新型的功能，盛放柜6内

能够用于放置替换的工具，除了文中提到的蒸屉8、炒锅9和煮锅10，其他具有烹饪功能的锅

也实用于本实用新型。

[0029] 进一步地，所述加热机构2包括固定座2a，所述固定座2a内设有加热槽2b，所述加

热槽2b内设有加热元件2c，所述加热元件2c的上端设有隔离板2d，所述隔离板2d的侧壁与

所述固定座2a固定连接，所述隔离板2d的上端设有安装槽2e；其中，加热元件2c能够是加热

板、加热管等任何适用于此的电加热器，通过加热元件2c工作加热从而对加热机构2上端的

烹饪组件4、蒸屉8、炒锅9或煮锅10进行加热，从而进行烹饪，隔离板2d的作用是将加热元件

2c于烹饪组件4、蒸屉8、炒锅9或煮锅10分隔，避免对加热元件2c造成损伤。

[0030] 进一步地，所述烹饪组件4包括火锅底锅4a，所述火锅底锅4a、蒸屉8、炒锅9和煮锅

10的上端边缘处均设有凸边4b，所述火锅底锅4a安装在安装槽2e内且火锅底锅4a上的凸边

4b搭接在固定座2a的上端，所述火锅底锅4a内设有两个升降斗4c，两个升降斗4c均呈半圆

形机构且两个升降斗4c均呈网状设置；通过提升升降斗4c能够将食物提起，避免食物被煮

烂，两个升降斗4c的设置能够交替使用，一个用于烫煮食物，一个用于捞起食物，不耽误使

用者吃火锅。

[0031] 进一步地，所述升降机构3包括电动推杆3a、支撑块3b和升降块3c，所述支撑块3b

呈竖直设置在加热机构2的旁侧，所述支撑块3b的一侧设有升降轨道3d，所述升降块3c与升

降轨道3d滑动配合，所述电动推杆3a安装在底座1内且电动推杆3a的输出端贯穿底座1并与

升降块3c的下端固定连接；通过电动推杆3a工作推动支撑块3b沿升降轨道3d滑动，从而带

动辅助组件5等移动，当安装锅盖11时，升降机构3带动锅盖11移动，既能够做普通的锅配合

炒菜，也能够与煮锅10配合形成高压锅。

[0032] 进一步地，所述升降块3c的两侧均设有若干个自上而下呈等间距设置的挂钩12，

两个所述升降斗4c内均设有呈竖直设置的拉升条13，每个拉升条13的上端均设有一端与其

铰接的悬挂框14，所述悬挂框14的上端与升降块3c一侧的挂钩12相配合；通过悬挂框14与

不同高度的挂钩12的配合能改变升降斗4c的高度，将食物放在升降斗4c上，浸入锅中，即能

够烫煮食物，也能够将食物与底料隔离开，同时，通过提升升降斗4c能够将食物提起，避免

食物被煮烂。

[0033] 进一步地，所述辅助组件5包括辅助电机5a和连接头5b，所述辅助电机5a呈竖直设

置在升降块3c的上端且辅助电机5a的输出端竖直向下设置，所述连接头5b与辅助电机5a的

输出都安固定连接，所述连接头5b上设有外螺纹，所述连接头5b上套设有搅拌器5c，连接头

5b上外螺纹的设备便于在连接头5b上安装不同的工具，通过辅助电机5a工作带动搅拌器5c

转动进行工作。

[0034] 进一步地，所述搅拌器5c包括固定套5c1、安装盘5c2和若干个搅拌板5c3，所述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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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套5c1内设有内螺纹，所述固定套5c1与所述连接头5b之间通过外螺纹与内螺纹配合连

接，所述安装盘5c2固定安装在固定套5c1的下端，若干个所述搅拌板5c3呈圆周设置在安装

盘5c2的上，每个所述搅拌板5c3的上端均与安装板铰接，每个搅拌板5c3上均设有若干个通

槽5c4；搅拌器5c除了进行搅拌外还具有翻炒的作用，在炒菜时，通过转动四周的搅拌板

5c3，部分搅拌板5c3转动至与水平面呈45-60度的夹角，从而用于将锅内边缘处的菜向锅内

翻炒，部分搅拌板5c3转动至与水平面呈75度作用，用于带动锅内的菜转动翻炒，部分搅拌

板5c3保持竖直状态，用于将锅底的菜向外翻炒，实现了搅拌器5c的多功能设置。

[0035] 进一步地，所述沥水组件7包括沥水架7a，所述沥水架7a安装在盛放柜6的底部，所

述沥水架7a的下端设有积水槽7b；将洗净的工具放置在沥水架7a上，水渍能够通过沥水架

7a进入积水槽7b内，保证工具的干燥，避免腐烂。

[0036] 进一步地，所述底座1的下端设有与积水槽7b连通的出水管15，积水槽7b内的积水

能够通过出水管15及时排出。

[0037] 进一步地，所述火锅底锅4a、蒸屉8、炒锅9和煮锅10的上端均设有两个拉手16，每

个拉手16上均设有隔热套；拉手16的设置便于搬移火锅底锅4a、蒸屉8、炒锅9和煮锅10。

[0038] 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可根据以上描述的技术方案以及构思，做出其它各种

相应的改变以及形变，而所有的这些改变以及形变都应该属于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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