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640510.4

(22)申请日 2016.08.05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13687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11.23

(73)专利权人 杭州九阳欧南多小家电有限公司

地址 310018 浙江省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下沙街道银海街760号

(72)发明人 朱泽春　杨威威　郑振江　李东波　

莫林锋　

(51)Int.Cl.

A47J 27/1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2060584 U,2011.12.07,

CN 104248332 A,2014.12.31,

CN 203226636 U,2013.10.09,

US 7820947 B2,2010.10.26,

GB 2061091 B,1983.11.30,

审查员 殷铸灵

 

(54)发明名称

低噪音的电炊具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低噪音的电炊具，其包括煲

体和加热装置，所述煲体包括底壁和自所述底壁

向上延伸设置的侧壁，所述底壁与所述侧壁围成

用以盛放液体的容纳腔，所述加热装置包括设于

所述底壁的第一加热装置和设于所述侧壁的第

二加热装置，所述第二加热装置加热所述容纳腔

内的液体以使所述侧壁产生气泡。本发明的低噪

音的电炊具，因设有位于侧壁上的第二加热装

置，加热液体时，所述侧壁产生的气泡，其上升的

路程短，气泡体积小，爆破噪音小；而且，气泡爆

破时位于侧壁旁边，侧壁会抑制气泡爆破的噪

音，从而达到降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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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噪音的电炊具，用于加热液体，所述低噪音的电炊具包括煲体和加热装置，所

述煲体包括底壁和自所述底壁向上延伸设置的侧壁，所述底壁与所述侧壁围成用以盛放液

体的容纳腔，所述容纳腔内放置有内胆，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装置包括设于所述底壁的第

一加热装置和设于所述侧壁的第二加热装置，所述第二加热装置加热所述容纳腔内的液体

以使所述侧壁上产生气泡，所述侧壁为圆柱筒状，所述侧壁上产生的气泡向上溢出液面并

贴靠所述侧壁爆破，所述低噪音的电炊具还包括控制装置，所述控制装置与所述第一加热

装置和所述第二加热装置相连，所述控制装置用以控制所述第一加热装置单独工作、所述

第二加热装置单独工作，以及所述第一加热装置和所述第二加热装置同时工作，所述低噪

音的电炊具还包括测温装置，用以检测所述容纳腔中的液体的温度，当所述测温装置测得

的温度低于预设温度时，所述控制装置控制所述第一加热装置和第二加热装置同时工作，

当所述测温装置测得的温度等于或高于预设温度时，所述控制装置控制所述第二加热装置

单独工作。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噪音的电炊具，其特征在于，所述预设温度为80度-95度。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噪音的电炊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加热装置的加热功率小

于所述第一加热装置的加热功率。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噪音的电炊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加热装置为环形加热

带，固定于所述侧壁的外周面上。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低噪音的电炊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侧壁的外周面上具有向外凸

伸设置的定位筋，用以定位所述环形加热带。

6.如权利要求1至5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低噪音的电炊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低噪音

的电炊具为隔水炖电炖锅，所述隔水炖电炖锅包括盛放液体的外锅和放置于所述外锅内的

内胆，所述煲体为所述外锅。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噪音的电炊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加热装置和所述第二加

热装置连接形成座体，所述座体具有放置腔，所述煲体放置于所述放置腔中，所述第一加热

装置位于所述煲体的底壁下方，所述第二加热装置位于所述煲体的侧壁的外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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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噪音的电炊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厨房烹饪器具领域，尤其涉及低噪音的电炊具。

背景技术

[0002] 电炊具是利用电能转变为内能来进行烹饪的炊具，因其使用方便而广泛应用于人

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用以烧水的电炊具通常包括开水煲以及隔水炖的电炖锅等，该等电炊

具通常包括用以盛放水的煲体以及用以加热煲体的加热装置，现有技术中加热装置通常设

置在煲体底部，使水由下而上沸腾。然而，因水沸腾时，气泡会从煲体底部产生，气泡在向上

运动过程中逐渐变大，最终从水中溢出破碎，这一过程会产生较大噪音。

[0003] 为了降噪，现有技术有采用在煲体底部冲压出多个凸点、或是在煲体底部设置一

消泡托盘方案，煲体底部的多个凸点或者消泡托盘上的多个凸起或小孔可以使得从煲底产

生的气泡较小，从而爆破噪音小，达到降噪目的。然而因气泡从煲体底部上升到水面并溢

出，其上升路程长，降噪效果并不明显。

[0004] 因而，确有必要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以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低噪音的电炊

具。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7] 一种低噪音的电炊具，用于加热液体，所述低噪音的电炊具包括煲体和加热装置，

所述煲体包括底壁和自所述底壁向上延伸设置的侧壁，所述底壁与所述侧壁围成用以盛放

液体的容纳腔，其中，所述加热装置包括设于所述底壁的第一加热装置和设于所述侧壁的

第二加热装置，所述第二加热装置加热所述容纳腔内的液体以使所述侧壁上产生气泡。

[0008]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低噪音的电炊具还包括控制装置，所述控制装置与所

述第一加热装置和所述第二加热装置相连，所述控制装置用以控制所述第一加热装置单独

工作、所述第二加热装置单独工作，以及所述第一加热装置和所述第二加热装置同时工作。

[0009]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低噪音的电炊具还包括测温装置，用以检测所述容纳

腔中的液体的温度，当所述测温装置测得的温度低于预设温度时，所述控制装置控制所述

第一加热装置和第二加热装置同时工作，当所述测温装置测得的温度等于或高于预设温度

时，所述控制装置控制所述第二加热装置单独工作。

[0010]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预设温度为80度-95度。

[0011]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第二加热装置的加热功率小于所述第一加热装置的加

热功率。

[0012]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第二加热装置为环形加热带，固定于所述侧壁的外周

面上。

[0013]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侧壁的外周面上具有向外凸伸设置的定位筋，用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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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所述环形加热带。

[0014]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低噪音的电炊具为隔水炖电炖锅，所述隔水炖电炖锅

包括盛放液体的外锅和放置于所述外锅内的内胆，所述煲体为所述外锅。

[0015]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加热装置和所述第二加热装置连接形成座体，所

述座体具有放置腔，所述煲体放置于所述放置腔中，所述第一加热装置位于所述煲体的底

壁下方，所述第二加热装置位于所述煲体的侧壁的外侧。

[0016]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低噪音的电炊具为开水煲。

[0017] 本发明的低噪音的电炊具，因设有位于侧壁上的第二加热装置，加热液体时，侧壁

上产生气泡，其上升的路程短，气泡体积小，爆破噪音小；而且，气泡爆破时位于侧壁旁边，

侧壁会抑制气泡爆破的噪音，从而达到降噪作用。

附图说明

[001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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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的一些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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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9] 图1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电炊具的剖视示意图；

[0020] 图2为图1中第二加热装置与煲体配合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1] 图3为图2中第二加热装置与煲体配合的另一种实施方式示意图。

[0022] 附图标记：

[0023] 1-盖子；2-外罩；3-煲体；301-容纳腔；31-底壁；32-侧壁；321-定位筋；4-内胆；5-

第二加热装置；6-第一加热装置；7-底座；8-测温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5] 请参见图1至图3，本发明提供一种低噪音的电炊具，用于煮沸液体，所述电炊具可

以为开水煲或隔水炖电炖锅。所述电炊具包括煲体3和加热装置，所述煲体3包括底壁31和

自所述底壁31向上延伸设置的侧壁32，所述底壁31与所述侧壁32围成用以盛放液体的容纳

腔301，所述加热装置包括设于所述底壁31的第一加热装置6和设于所述侧壁32的第二加热

装置5，所述第二加热装置5加热煮沸所述容纳腔301内的液体自所述侧壁32产生气泡。

[0026] 请参见图1至图3，下面以隔水炖电炖锅为例进行说明。所述低噪音的电炊具包括

底座7、安装在所述底座7上的外罩2、设于外罩2内的加热装置和煲体3、放置于煲体3内的内

胆4以及盖设于所述煲体3上的盖子1。就隔水炖电炖锅而言，所述煲体3为隔水炖电炖锅的

外锅，所述煲体3包括底壁31和自所述底壁31周缘向上延伸的侧壁32，所述底壁31通常为圆

形，所述侧壁32通常为圆柱筒状，所述底壁31与侧壁32围成一容纳腔301，用以盛放水或其

他待加热液体。当然，所述底壁31和侧壁32也可以为其他形状。所述加热装置包括第一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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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6和第二加热装置5。所述第一加热装置6设于所述底壁31下方，用以从下方加热容纳腔

301中的水。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加热装置6为绕成盘状的发热管，在其他实施例中，所

述第一加热装置6也可以为电磁线圈或发热电阻片等。所述第二加热装置5设于所述侧壁32

的外周，所述第二加热装置5位于所述底壁31的上方，且设置在所述侧壁32的中下部。在本

实施例中，所述第二加热装置5为环形加热带，其绕所述侧壁32的外围一周，用以从侧面加

热所述容纳腔301中的水。请参见图2，所述侧壁32的外周面上还设有向外凸伸的定位筋

321，所述定位筋321用以定位所述环形加热带；请参见图3，还可以将所述侧壁32上的一段

向外折成倾斜面或是向外折成台阶状，该折线或台阶状部分也可作为定位筋32起定位作

用。

[0027] 进一步地，所述电炊具还包括控制装置(未图示)，所述控制装置与所述第一加热

装置6和所述第二加热装置5分别相连，所述控制装置可以控制所述第一加热装置6单独工

作，可以控制所述第二加热装置5单独工作，还可以控制所述第一加热装置6和所述第二加

热装置5同时工作。所述电炊具还包括测温装置8，用以检测所述容纳腔301中的水的温度，

并将检测到的温度传递给控制装置，供控制装置依此控制加热方式。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

所述第二加热装置5的加热功率小于所述第一加热装置6的加热功率，当所述测温装置8测

得的温度低于预设温度时，所述控制装置控制所述第一加热装置6和第二加热装置5同时工

作；当所述测温装置8测得的温度等于或高于预设温度时，所述控制装置控制所述第二加热

装置5单独工作。本发明设有第一加热装置6和第二加热装置5，并可分别控制，在刚开始对

容纳腔301中的水加热时，可控制第一、二加热装置同时工作，大大缩短了水加热至沸腾的

时间；当水温达到预设温度时，此时可控制关闭第一加热装置6，而仅用第二加热装置5加

热，此时水加热至沸腾时，一方面，因气泡产生于第二加热装置5加热处的侧壁32上，其离水

面更近，气泡上升到水面爆破时体积仍较小，爆破力度较小，爆破噪音较小，达到了降噪的

目的，如图1中所示的气泡上升过程中的示意图；另一方面，气泡爆破时位于水面与侧壁相

接触的区域，水泡爆破时侧壁能有效的缓减其爆破声响，进一步减少了噪音。所述预设温度

为80度-95度，将预设温度选择在此温度范围可实现快速加热且尚未有气泡爆破噪音产生。

优选的，所述预设温度为85度、88度、90度、92度和94度。

[0028] 在另外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低噪音的电炊具还可以为开水煲，其同样包括上述的

煲体、加热装置以及控制装置和测温装置等，且加热装置包括第一加热装置和第二加热装

置。为了进一步适应开水煲上的使用，所述第一加热装置和所述第二加热装置可连接形成

筒状的座体，所述座体具有放置腔，所述煲体放置于所述放置腔中，此时所述第一加热装置

位于所述煲体的底壁下方，所述第二加热装置位于所述煲体的侧壁的外侧。其加热控制方

法与上述以隔水炖电炖锅为例进行说明的控制方法相同，此处不再赘述，其同样可以实现

快速加热以及降噪的目的。

[0029] 本发明的低噪音的电炊具，因设有位于侧壁上的第二加热装置，加热液体时，气泡

产生于所述侧壁，其上升的路程短，气泡体积小，爆破噪音小；而且，气泡爆破时位于侧壁旁

边，侧壁会抑制气泡爆破的噪音，从而达到降噪作用。

[0030]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中心”、“横向”、“厚度”、“上”、“下”、“竖

直”、“水平”、“顶”、“底”、“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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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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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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1] 此外，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或者隐含指明所指示的技术特征的数量。由此，限定有“第一”、“第二”的特征可以明示或者

隐含地包括一个或者更多个该特征。在本发明的描述中，“多个”的含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

除非另有明确具体的限定。

[0032] 在本发明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相连”、“连接”、“固定”等

术语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成一体；可以是直接相

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或两个元件的相互作用关

系。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

含义。

[0033] 在本发明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第一特征在第二特征“上”或“下”可以

是第一和第二特征直接接触，或第一和第二特征通过中间媒介间接接触。而且，第一特征在

第二特征“之上”、“上方”和“上面”可是第一特征在第二特征正上方或斜上方，或仅仅表示

第一特征水平高度高于第二特征。

[003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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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

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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