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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封闭式集成灶，包括

机体和灶具燃烧器，还包括升降进烟口和隔热

板，隔热板位于升降进烟口的顶面上，通过隔热

板起到隔热保护和密封遮挡作用。本实用新型实

用性强，通过顶部隔热板的设计可以对集成灶上

方的吊柜进行保护，防止热量对吊柜底面的长期

烘烤，而且隔热板在升降进烟口下降后可以将灶

具燃烧器密封遮挡，使得集成灶的顶面为一个平

整的平面，从而更加的美观，同时隔热板还能够

起到挡烟作用，避免油烟继续上流扩散，使得油

烟快速被升降进烟口吸收，提高集成灶的吸烟速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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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封闭式集成灶，包括机体和灶具燃烧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升降进烟口和隔热

板，所述隔热板位于所述升降进烟口的顶面上，通过所述隔热板起到隔热保护和密封遮挡

作用，所述机体的顶面上设置有灶台，所述灶台上开设有安装腔，所述灶具燃烧器位于所述

安装腔内，所述灶具燃烧器的顶面高度不大于所述安装腔的顶面高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封闭式集成灶，其特征在于：位于所述安装腔前侧的所述

灶台的顶面上设置有灶具面板。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封闭式集成灶，其特征在于：所述灶具面板的厚度与所述

隔热板的厚度相等，所述灶具面板的长度与所述隔热板的长度相等，所述灶具面板的后端

面与所述隔热板的前端面在同一垂直面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封闭式集成灶，其特征在于：所述机体的内部设置有集成

灶消毒柜和吸风机，所述集成灶消毒柜位于所述机体的前侧端，所述吸风机位于所述消毒

柜的后侧。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封闭式集成灶，其特征在于：所述机体的内部设置有升降

组件，所述升降组件与所述升降进烟口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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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封闭式集成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集成灶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封闭式集成灶。

背景技术

[0002] 集成灶是一种集吸油烟机、燃气灶、消毒柜、储藏柜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厨房电

器，具有节省空间，抽油烟效果好，节能低耗环保等优点。集成灶是运用微空气动力学原理，

采用深井下排或侧吸下排，下排风产生流体负压区的原理，让油烟往下吸走，油烟吸净率达

95％以上。集成灶是为解决传统油烟机无法彻底根除油烟的难题，改善厨房和家居环境而

研制开发的厨房家电产品。现有的集成灶的上方都安装有吊柜，而集成灶在用过程中，热量

会对吊柜的底面进行烘烤，长期烘烤会导致吊柜的底面发生开裂、起皮，甚至变形等，影响

吊柜的整体使用和美观性。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目的在于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技术问题，提供一种封闭式集成

灶，实用性强，通过顶部隔热板的设计可以对集成灶上方的吊柜进行保护，防止热量对吊柜

底面的长期烘烤，而且隔热板在升降进烟口下降后可以将灶具燃烧器密封遮挡，使得集成

灶的顶面为一个平整的平面，从而更加的美观，同时隔热板还能够起到挡烟作用，避免油烟

继续上流扩散，使得油烟快速被升降进烟口吸收，提高集成灶的吸烟速率。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封闭式集成灶，包括机体和灶具燃烧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升降进烟口和隔

热板，隔热板位于升降进烟口的顶面上，通过隔热板起到隔热保护和密封遮挡作用；本实用

新型实用性强，通过顶部隔热板的设计可以对集成灶上方的吊柜进行隔热保护，防止热量

对吊柜底面的长期烘烤，而且隔热板在升降进烟口下降后可以将灶具燃烧器密封遮挡，使

得集成灶的顶面为一个平整的平面，从而更加的美观，同时隔热板还能够起到挡烟作用，避

免油烟继续上流扩散，使得油烟快速被升降进烟口吸收，提高集成灶的吸烟速率。

[0006] 进一步，机体的顶面上设置有灶台，灶台上开设有安装腔，灶具燃烧器位于安装腔

内，通过在灶台上开设安装腔，可以将灶具燃烧器隐藏安装在安装腔内，便于灶具燃烧器的

安装定位。

[0007] 进一步，灶具燃烧器的顶面高度不大于安装腔的顶面高度，灶具燃烧器的顶面高

度的设计可以保证灶具燃烧器完全位于安装腔内，便于后续升降进烟口下降后隔热板可以

完全覆盖在灶台顶面，同时还不会抵触到灶具燃烧器，从而使得灶台的顶面变成一个平整

的平面，使得集成灶整体更加的整洁美观，尺寸设计巧妙合理。

[0008] 进一步，位于安装腔前侧的灶台的顶面上设置有灶具面板，灶具面板的设计可以

使得灶台的表面更美观，便于对灶台表面的清理维护。

[0009] 进一步，灶具面板的厚度与隔热板的厚度相等，灶具面板的长度与隔热板的长度

相等，灶具面板的后端面与隔热板的前端面在同一垂直面上，由于灶具面板的后端面与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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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板的前端面在同一垂直面上，使得升降进烟口下降后，隔热板的前端面正好与灶具面板

的后端面相贴合，并且由于灶具面板的厚度、长度分别与隔热板的厚度、长度均相等的设

计，使得隔热板与灶具面板贴合后，两者之间不存在高度差和长度差，隔热板与灶具面板完

美配合，将整个灶台完全遮挡密封，使得灶台的顶面变为一个平整的平面，从而更加的美观

整洁。

[0010] 进一步，机体的内部设置有集成灶消毒柜和吸风机，集成灶消毒柜位于机体的前

侧端，吸风机位于消毒柜的后侧，结构设计合理。

[0011] 进一步，机体的内部设置有升降组件，升降组件与升降进烟口相连接，通过升降组

件的设计，可以实现升降进烟口的自动升降作业，操作简单，使用方便。

[0012] 本实用新型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3] 本实用新型中，当需要隐藏升降进烟口时，升降组件缩回，从而使得升降进烟口往

机体内部下降移动，直至升降进烟口顶面的隔热板抵触到灶台的顶面时，升降进烟口下降

到位，使得升降进烟口顶部的隔热板与灶具面板完美贴合，将整个灶台的顶面遮挡密封，使

得灶台顶面变为一个平整的平面，从而使得集成灶的表面更加的美观整洁，隔热板遮挡灶

台的同时还能将安装腔内的灶具燃烧器也隐藏，对灶具燃烧器进行保护，也可以提高操作

安全性能，而当需要使用集成灶时，升降组件上升，带动升降进烟口从机体内部伸出，同时

升降过程中将安装腔内的灶具燃烧器裸露，便于集成灶的使用，并且在使用过程中，通过升

降进烟口顶部的隔热板可以始终对上方的吊柜进行保护，避免吊柜的底面长期受到烘烤发

生开裂、起皮和变形，同时隔热板还可以阻挡油烟继续往上流动扩散，油烟触碰到隔热板时

回流，从而可以快速被升降进烟口吸收，有效提高吸烟速率。

[0014] 本实用新型实用性强，通过顶部隔热板的设计可以对集成灶上方的吊柜进行保

护，延长吊柜的使用寿命，有效防止热量对吊柜底面的长期烘烤，使得吊柜底面开裂变形

等，同时隔热板还能够起到挡烟作用，避免油烟继续上流扩散，使得油烟快速被升降进烟口

吸收，有效提高集成灶的吸烟速率，而且隔热板在升降进烟口下降后可以与灶具面板相配

合将灶台顶面完全遮挡，使得集成灶的顶面变为一个美观平整的平面，从而使得厨房更加

的整洁美观，还可以将灶具燃烧器密封遮挡，避免灶具燃烧器裸露在外，受到外界灰尘杂质

的影响，又可以防止儿童触碰到，提高操作安全性能，并且升降进烟口可伸缩设计，还可以

减少集成灶的体积大小，便于实际的打包和运输，在不使用时通过将升降进烟口下降隐藏，

避免外界灰尘颗粒等进入到升降进烟口内，影响升降进烟口的使用。

附图说明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中灶台关闭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灶台打开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升降进烟口下降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升降进烟口上升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中升降组件关闭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中升降组件打开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为本实用新型与吊柜的位置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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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8为本实用新型中灶台打开时隔热板与吊柜的位置结构示意图。

[0024] 图中，1-机体；2-灶具燃烧器；3-升降进烟口；4-隔热板；5-灶具面板；6-集成灶消

毒柜；7-吸风机；8-升降组件；9-安装腔；10-灶台；11-吊柜。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如图1至图8所示，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封闭式集成灶，包括机体1和灶具燃烧器2，还

包括升降进烟口3和隔热板4，隔热板4位于升降进烟口3的顶面上，通过隔热板4起到隔热保

护和密封遮挡作用；本实用新型实用性强，通过顶部隔热板4的设计可以对集成灶上方的吊

柜11进行保护，防止热量对吊柜11底面的长期烘烤，而且隔热板4在升降进烟口3下降后可

以将灶具燃烧器2密封遮挡，使得集成灶的顶面为一个平整的平面，从而更加的美观，同时

隔热板4还能够起到挡烟作用，避免油烟继续上流扩散，使得油烟快速被升降进烟口3吸收，

提高集成灶的吸烟速率。

[0026] 机体1的顶面上设置有灶台10，灶台10上开设有安装腔9，灶具燃烧器2位于安装腔

9内，通过在灶台10上开设安装腔9，可以将灶具燃烧器2隐藏安装在安装腔9内，便于灶具燃

烧器2的安装定位。灶具燃烧器2的顶面高度不大于安装腔9的顶面高度，灶具燃烧器2的顶

面高度的设计可以保证灶具燃烧器2完全位于安装腔9内，便于后续升降进烟口3下降后隔

热板4可以完全覆盖在灶台10顶面，同时还不会抵触到灶具燃烧器2，从而使得灶台10的顶

面变成一个平整的平面，使得集成灶整体更加的整洁美观，尺寸设计巧妙合理。

[0027] 位于安装腔9前侧的灶台10的顶面上设置有灶具面板5，灶具面板5的设计可以使

得灶台10的表面更美观，便于对灶台10表面的清理维护。灶具面板5的厚度与隔热板4的厚

度相等，灶具面板5的长度与隔热板4的长度相等，灶具面板5的后端面与隔热板4的前端面

在同一垂直面上，由于灶具面板5的后端面与隔热板4的前端面在同一垂直面上，使得升降

进烟口3下降后，隔热板4的前端面正好与灶具面板5的后端面相贴合，并且由于灶具面板5

的厚度、长度分别与隔热板4的厚度、长度均相等的设计，使得隔热板4与灶具面板5贴合后，

两者之间不存在高度差和长度差，隔热板4与灶具面板5完美配合，将整个灶台10完全遮挡

密封，使得灶台10的顶面变为一个平整的平面，从而更加的美观整洁。

[0028] 机体1的内部设置有集成灶消毒柜6和吸风机3，集成灶消毒柜6位于机体1的前侧

端，吸风机3位于消毒柜的后侧，结构设计合理。机体1的内部设置有升降组件8，升降组件8

与升降进烟口3相连接，通过升降组件8的设计，可以实现升降进烟口3的自动升降作业，操

作简单，使用方便。

[0029] 本实用新型中，当需要隐藏升降进烟口3时，升降组件8缩回，从而使得升降进烟口

3往机体1内部下降移动，直至升降进烟口3顶面的隔热板4抵触到灶台10的顶面时，升降进

烟口3下降到位，使得升降进烟口3顶部的隔热板4与灶具面板5完美贴合，将整个灶台10的

顶面遮挡密封，使得灶台10顶面变为一个平整的平面，从而使得集成灶的表面更加的美观

整洁，隔热板4遮挡灶台10的同时还能将安装腔9内的灶具燃烧器2也隐藏，对灶具燃烧器2

进行保护，也可以提高操作安全性能，而当需要使用集成灶时，升降组件8上升，带动升降进

烟口3从机体1内部伸出，同时升降过程中将安装腔9内的灶具燃烧器2裸露，便于集成灶的

使用，并且在使用过程中，通过升降进烟口3顶部的隔热板4可以始终对上方的吊柜11进行

保护，避免吊柜11的底面长期受到烘烤发生开裂、起皮和变形，同时隔热板4还可以阻挡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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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继续往上流动扩散，油烟触碰到隔热板4时回流，从而可以快速被升降进烟口3吸收，有效

提高吸烟速率。

[0030] 以上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但本实用新型的技术特征并不局限于此。任

何以本实用新型为基础，为解决基本相同的技术问题，实现基本相同的技术效果，所作出的

简单变化、等同替换或者修饰等，皆涵盖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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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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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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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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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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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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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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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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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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