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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灶用隔热罩，包括有环形罩

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罩体底部具有向中心孔水

平方向延伸的环状集液盘，与现有技术相比，本

发明的优点在于在现有燃气灶的基础上，增设灶

用隔热罩，该隔热罩的底部增设有一圈用于收集

溢液的环状集液盘，能有效防止汤液溢流进入燃

烧器内，同时隔热罩上内置固定有锅支脚，既能

增加锅支脚与锅具的接触面积，使火焰充分与锅

底进行热交换，使锅支脚吸收的热量通过热传导

能尽可能多的加热锅底的同时减少火焰的热量

散失；本发明还公开了应用有该隔热罩的灶具，

该罩体的集液盘与燃烧器的基座配合，能够将隔

热罩上的汤汁最终流到集液盘中，将锅支脚、集

液盘和隔热性能集于一体，结构巧妙、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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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灶用隔热罩，包括有环形罩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罩体(1)底部具有向中心孔

水平方向延伸的环状集液盘(1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灶用隔热罩，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环状集液盘(13)外周沿具有

竖向延伸的环形壁(110)，所述的环形壁(110)上沿周向间隔开设有至少两个二次进风孔

(2)。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灶用隔热罩，其特征在于：所述二次进风孔(2)由环形壁(110)

局部向外翻折而形成，该局部翻折片的下部与环形壁(110)相连，翻折片的上部(21)斜向上

延伸。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灶用隔热罩，其特征在于：所述翻折片的下部(22)自外向内逐

渐向下倾斜。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意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灶用隔热罩，其特征在于：所述罩体(1)

的上表面固定有沿周向间隔布置的锅支脚(3)。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灶用隔热罩，其特征在于：所述罩体(1)为双层并具有空腔

(4)。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灶用隔热罩，其特征在于：所述空腔(4)内部填充有空气、隔热

材料或抽真空。

8.一种使用权利要求1～7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灶用隔热罩的灶具，其包括灶具面板

(5)以及燃烧器(6)，所述燃烧器(6)下沉式地设置在灶具面板(5)对应的开孔(51)内，所述

燃烧器(6)包括有基座(61)、混气室(62)以及设置在所述混气室(62)上的二次进风口(63)，

其特征在于：所述隔热罩设置在所述开孔(51)上并通过所述集液盘(13)支承所述基座

(61)，以构成位于所述燃烧器(6)混气室(62)下方的盛液盘。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灶用隔热罩的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隔热罩罩体(1)的二次进

风孔(2)与所述的二次进风口(63)逐一对齐设置。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灶用隔热罩的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罩体(1)包括有上层罩

(11)和下层罩(12)，所述下层罩(12)与所述灶具面板(5)一体设置，所述锅支脚(3)沿周向

间隔布置在所述下层罩(12)上，而所述集液盘(13)则设置在上层罩(11)上，所述上层罩

(11)设置有供所述锅支脚(3)穿过的开口槽(111)。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灶用隔热罩的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层罩(11)的外周壁顶

端与所述灶具面板(5)的顶端齐平。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869768 A

2



一种灶用隔热罩及应用有该灶用隔热罩的灶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灶用隔热罩，本发明还涉及一种应用有该灶用隔热罩的灶具。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燃气事业的发展，我国的灶具行业在品种、材质、性能、销量等方面有较

大改善。其性能提升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热效率的提高。家用燃气灶的燃烧器多属于大气

式燃烧器。大气式燃烧器是根据部分预混合方式设计的燃烧器，其一次空气系数0<α<1。大

气式燃烧器分为头部和引射器两部分。引射器用于引射燃烧所需的一次空气，燃烧器头部

的作用则是将燃气、空气混合物均匀地分布到火孔上，并进行稳定和完全的燃烧。燃气灶的

燃气主要是将液化石油气、天然气、沼气等，其都是一次能源。以天然气为例，每年我国的天

然气使用量都在上升，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用于家庭用气。家庭用气大部分消耗在炊事用具

上，因此提高炊事用具的热效率不仅可以减少燃气资源的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同时也

可以减少用户的燃气费用开支，提高空气品质。因此提高燃气灶的效率一直是我国灶具行

业的奋斗目标之一。现有的燃气灶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由于锅具搭置在锅支架上来加热，锅

与燃烧器之间具有一定的空间间隔，这样燃气燃烧产生的热能除了用来加热锅外，还有相

当一部分逸到周围环境中，造成能源浪费；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近年内国内就出现了一些集

热聚能，如中国专利CN203404823U所公开的“用于燃气灶的聚能圈和具有其的燃气灶”，和

如中国专利CN204042984U所公开的“一种聚能式燃气灶具”，该灶具中也具有聚能锅支架，

虽然上述这样的聚能圈结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热能的消耗，但是燃气灶一般放置于

厨房的通风处，当外部环境中风力较大时，可能会造成燃气灶燃烧火焰摇摆、不稳，有时甚

至会造成熄火，影响使用。另外，现有的普通燃气灶还存在着滑锅、烹煮汤液溢流进入燃烧

器的炉头、火孔等处，引起燃气灶熄火、点不着火等现象。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一个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现状而提供一种能有效防

止汤液溢流进入燃烧器内的灶用隔热罩。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又一个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现状而提供一种能有效

提高燃气利用率的灶用隔热罩。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另一个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现状而提供一种既具有

集热聚能作用，又有利于有效防止汤液溢流进入燃烧器内的应用有上述隔热罩的灶具。

[0006]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该灶用隔热罩，包括有环形罩体，

其特征在于：所述罩体底部具有向中心孔水平方向延伸的环状集液盘。

[0007] 为了使罩体外侧的空气经该二次进风孔流入罩体的环形壁所包围的区域，所述的

环状集液盘外周沿具有竖向延伸的环形壁，所述的环形壁上沿周向间隔开设有至少两个二

次进风孔。

[0008] 为了防止溢液流向罩体外，所述二次进风孔由环形壁局部向外翻折而形成，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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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翻折片的下部与环形壁相连，翻折片的上部斜向上延伸。两侧翻折片的上部可以防止溢

液从二次进风孔处往外流出。

[0009] 优选地，所述翻折片的下部自外向内逐渐向下倾斜。翻折片的下部的倾斜设计可

起到两个方面的作用：一、确保溢液不能往外流出，并能导向地朝向集液盘方向向下流，防

止烹煮汤液溢流进入燃烧器的炉头、火孔等处；二、导引二次空气进入燃烧器混气室的二次

进风口。

[0010] 为了防止造成锅支脚与外界空气的接触面积大而造成的散热面积大的问题，所述

罩体的上表面固定有沿周向间隔布置的锅支脚。锅支脚相对罩体的内置，既能增加锅支脚

与锅具的接触面积，使火焰充分与锅底进行热交换，使锅支脚吸收的热量通过热传导能尽

可能多的加热锅底的同时减少火焰的热量散失，阻止热能向厨房空间辐射并隔热，有效防

止上述问题产生。

[0011] 为了实现罩体的隔热功能，所述罩体为双层并具有空腔。

[0012] 所述空腔内部填充有空气、隔热材料或抽真空。隔热材料如陶瓷纤维是一种很好

的隔热保温材料，此隔热材料能对聚热腔起到很好的隔热保温作用，防止热量的流失，而空

气是最经济普遍的保温材料，利用其优良的保温隔热特性能减少罩体向外的传热。

[0013] 本发明为解决第二个技术问题，提供了一种使用上述灶用隔热罩的灶具，其包括

灶具面板以及燃烧器，所述燃烧器下沉式地设置在灶具面板对应的开孔内，所述燃烧器包

括有基座、混气室以及设置在所述混气室上的二次进风口，其特征在于：所述隔热罩搁置在

所述开孔上并通过所述集液盘支承所述基座，以构成位于所述燃烧器混气室下方的盛液

盘。

[0014] 为了实现良好的集溢液效果并满足的二次空气的补充，所述隔热罩罩体的二次进

风孔与所述的二次进风口逐一对齐设置。

[0015] 为了方便清洗集液盘，所述罩体包括有上层罩和下层罩，所述下层罩与所述灶具

面板一体设置，所述锅支脚沿周向间隔布置在所述下层罩上，而所述集液盘则设置在上层

罩上，所述上层罩设置有供所述锅支脚穿过的开口槽。在拆卸的过程中，只需要将燃烧器的

内火盖和外火盖从基座上拆卸，同时将上层罩拿出，即能对集液盘中的溢液进行清理。

[0016] 为了保持整体灶具的美观以及清洗方便，所述上层罩的外周壁顶端与所述灶具面

板的顶端齐平。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在现有燃气灶的基础上，增设灶用隔热罩，该

隔热罩的底部增设有一圈用于收集溢液的环状集液盘，能有效防止汤液溢流进入燃烧器

内，同时环状集液盘的侧壁设置有二次空气补充槽能有效补充二次空气，由于该隔热罩具

有一定的高度，因此可有效保护火焰，避免因风吹引起的火焰摆动，不稳定现象，并且，隔热

罩上内置固定有锅支脚，既能增加锅支脚与锅具的接触面积，使火焰充分与锅底进行热交

换，使锅支脚吸收的热量通过热传导能尽可能多的加热锅底的同时减少火焰的热量散失，

阻止热能向厨房空间辐射并隔热；本发明还公开了应用有该隔热罩的灶具，该罩体的集液

盘与燃烧器的基座配合，能够将隔热罩上的汤汁最终流到集液盘中，将锅支脚、集液盘和隔

热性能集于一体，结构巧妙、可靠，有效降低对环境温度和燃烧器的影响。

附图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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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隔热罩的正面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图1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隔热罩放置在灶具上的剖视图；

[0021] 图4为图3中A处的放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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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3] 实施例1

[0024] 如图1～4所示，本实施例中的灶用隔热罩包括有环形罩体1，罩体1为双层结构并

具有空腔4，空腔4内部填充有空气，利用空气优良的保温隔热特性以减少罩体1向外的传

热。而罩体1的中央通孔的环形壁110向下凸出并向水平方向延伸有上凸的边缘120以形成

一圈用于收集溢液的环状集液盘13。为了使罩体1外侧的空气经该二次进风孔2流入罩体1

的环形壁110所包围的区域，中央通孔的环形壁110上沿周向间隔开设有二次进风孔2，其

中，为了防止溢液流向罩体1外，二次进风孔2由环形壁110局部向外翻折而形成，该局部翻

折片的下部22与环形壁110相连，翻折片的上部21斜向上延伸。

[0025] 翻折片的上部21斜向上延伸可以防止溢液从二次进风孔2处往外流出，而翻折片

的下部22的倾斜设计可起到两个方面的作用：一、确保溢液不能往外流出，并能导向地朝向

集液盘13方向向下流，防止烹煮汤液溢流进入燃烧器6的炉头、火孔等处；二、导引二次空气

进入燃烧器6混气室62的二次进风口63，又可以对二次空气进行预热。

[0026] 本发明的隔热罩不仅将集液盘13集于一体，同时还将锅支脚3也集于一体，该锅支

脚3固定在罩体1的上表面并沿周向间隔布置，锅支脚3相对罩体1的内置，既能增加锅支脚3

与锅具的接触面积，使火焰充分与锅底进行热交换，使锅支脚3吸收的热量通过热传导能尽

可能多的加热锅底的同时减少火焰的热量散失，阻止热能向厨房空间辐射并隔热，有效防

止锅支脚3与外界空气的接触面积大而造成的散热面积大的问题产生。

[0027] 如图3所示，为该隔热罩放置于灶具上的示意图，该灶具包括灶具面板5以及燃烧

器6，燃烧器6下沉式地设置在灶具面板5对应的开孔51内，燃烧器6主要包括炉头、混气室62

以及设置在混气室62上的二次进风口63、内火盖64和外火盖65，隔热罩搁置在开孔51上并

通过集液盘13支承基座61，以构成位于燃烧器6混气下方的盛液盘，为方便加工以及清理集

液盘13，隔热罩包括有上层罩11和下层罩12，下层罩12由灶具面板5一体拉伸而成，锅支脚3

沿周向间隔布置在下层罩12上，而集液盘13则设置在上层罩11上，并且上层罩11上还设置

有供锅支脚3穿过的开口槽111，以形成上层罩11能相对下层罩12拆卸连接，同时上层罩11

的外周壁顶端与灶具面板5的顶端齐平，以及燃烧器6的下沉式设置，能提高灶具面板5的清

洁特性。

[0028] 使用时，隔热罩的上层罩11以其中央通孔的环形壁110伸入至基座61下方并通过

向上凸起的边缘120支承燃烧器6的基座61，从而集液盘13能构成位于燃烧器6混气室62下

方的盛液盘，为了实现良好的聚热效果并满足内环火的二次空气的补充，环形壁110上沿周

向间隔开设有与混气室62上的二次进风口63逐一对齐，隔热罩罩体1的中央通孔直径大于

燃烧器6中混气室62外边缘12直径的差为13～21mm，即灶用隔热罩的罩体1的中央通孔的内

侧边沿与燃烧器6中混气室62外边缘12的径向间隙δ为6.5～1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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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当使用过程中有烹煮汤液溢流会顺着二次进风孔2的两侧边沿及底壁22流入集液

盘13，当需要清洗集液盘13时，可先将内火盖64和外火盖65从燃烧器6的基座61上取出，再

将上层罩11连同集液盘13取出，清洗，因此，增大了清洗的方便度。反之安装，即可重新使

用。该隔热罩在实现隔热的同时还能存储烹煮汤液的溢流，防止进入燃烧器6的炉头、火孔

等处，与灶具面板5一体的设置，兼具美观及拆洗方便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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