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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新型空气炸蒸汽烤箱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新型空气炸蒸汽烤
箱，
包括控制器、箱体、密封内胆、
门体、发热管、
贯流风机，
门体密闭密封内胆，
还包括供水装置，
密封内胆底部设有进水口，
供水装置设于密封内
胆外侧并与进水口连接，
密封内胆上还设有内胆
后盖板，
内胆后盖板连接密封内胆，
内胆后盖板
与密封内胆形成环形风口，
发热管设于密封内胆
上，
发热管位于内胆后盖板对应位置，
贯流风机
连接密封内胆，
贯流风机与发热管、环形风口相
互配合。贯流风机能够将发热管所散发出的热量
向外传递 ，
并在环形风口位置吹出螺旋状的热
风，
从而起到加热食物的效果；
环形风口能够限
制热风流出外置 ，使热风沿密封内胆的上、下、
左、右四壁吹出，
热风充分包裹食物使食物受热
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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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新型空气炸蒸汽烤箱，包括控制器、箱体(1) 、密封内胆(2) 、门体(5) 、发热管
(4)、
贯流风机(3) ，
所述门体(5)密闭所述密封内胆(2) ，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供水装置(6) ，
所述密封内胆(2)底部设有进水口(25) ，
所述供水装置(6)设于所述密封内胆(2)外侧并与
所述进水口(25)连接，
所述密封内胆(2)上还设有内胆后盖板(22)，
所述内胆后盖板(22)连
接所述密封内胆(2) ，
所述内胆后盖板(22)与所述密封内胆(2)形成环形风口(23) ，
所述发
热管(4)设于所述密封内胆(2)上，
所述发热管(4)位于所述内胆后盖板(22)对应位置，
所述
贯流风机(3)连接所述密封内胆(2) ，
所述贯流风机(3)与所述发热管(4)、环形风口(23)相
互配合。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空气炸蒸汽烤箱，
其特征在于：
所述密封内胆(2)底
部还设有发热盘(26) ，
所述进水口(25)设于所述发热盘(26)侧壁上，
所述进水口(25)上最
低点高于所述发热盘(26)底部最高点。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空气炸蒸汽烤箱，
其特征在于：
所述供水装置(6)包
括进水管(61)、
水泵(62)、
水箱(63)，
所述进水管(61)依次连接所述进水口(25)、
水泵(62)、
水箱(63)。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空气炸蒸汽烤箱，
其特征在于：
所述密封内胆(2)包
括内胆后板(24) ，
所述内胆后板(24)上设有热风腔(241) ，
所述贯流风机(3)、
发热管(4)设
于所述热风腔(241)内，
所述内胆后盖板(22)与内胆后板(24)连接，
所述内胆后盖板(22)位
于所述热风腔(241)上方 ，
所述内胆后盖板(22) 与所述热风腔(241)配合形成环形风口
(23)。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空气炸蒸汽烤箱，
其特征在于：
所述密封内胆(2)上
设有出气孔(21)，
所述箱体(1)上设有出气口(11)，
所述出气孔(21)与所述出气口(11)相连
通。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空气炸蒸汽烤箱，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水槽(7) ，
所述
水槽(7)位于所述密封内胆(2)口部并与所述箱体(1)连接。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空气炸蒸汽烤箱，
其特征在于：
所述内胆后盖板(22)
中部阵列设置有环流通孔(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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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空气炸蒸汽烤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蒸汽烤箱，
尤其涉及一种新型空气炸蒸汽烤箱。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蒸汽烤箱通过热辐射烘烤食物，
在烤制过程中热辐射难以做到均匀照射食物
表面，
容易造成食物表面局部烤焦的状况；
现有的空气炸锅通过热风循环加热并烤熟食物，
但由于空气炸锅内胆不密封，
热量损失大，
有油烟污染严重，
并且所加工的食物由于其外表
水分完全流失而影响口感，
故需要一种兼具空气炸锅功能的蒸汽烤箱，
对此将进行改进。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蒸汽烤箱在烤制过程中热辐射难以做到均匀
照射食物表面，
容易造成食物表面局部烤焦的状况；
现有的空气炸锅内胆不密封，
热量损失
大，
有油烟污染严重，
并且所加工的食物由于其外表水分完全流失而影响口感，
且市场上尚
未出现兼具空气炸锅功能的蒸汽烤箱等缺陷，
提供了新的一种新型空气炸蒸汽烤箱。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实用新型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一种新型空气炸蒸汽烤箱，
包括控制器、
箱体、密封内胆、
门体、
发热管、
贯流风机，
所述门体密闭所述密封内胆，
还包括供水装置，
所述密封内胆底部设有进水口，
所述供水装
置设于所述密封内胆外侧并与所述进水口连接，
所述密封内胆上还设有内胆后盖板，
所述
内胆后盖板连接所述密封内胆，
所述内胆后盖板与所述密封内胆形成环形风口，
所述发热
管设于所述密封内胆上，
所述发热管位于所述内胆后盖板对应位置，
所述贯流风机连接所
述密封内胆，
所述贯流风机与所述发热管、
环形风口相互配合。
[0006] 供水装置用于为本实用新型工作时提供必要的水分，
通过调节工作湿度，
从而控
制烹饪后食物表面的含水量；
贯流风机能够将发热管所散发出的热量向外传递，
并在环形
风口位置吹出螺旋状的热风，
从而起到加热食物的效果；
环形风口能够限制热风流出外置，
使热风沿密封内胆的上、
下、左、
右四壁吹出，
热风充分包裹食物使食物受热均匀，
从而使蒸
汽烤箱所烹饪的食物具有空气炸的效果并且具有更好的食用口感。
[0007] 作为优选，
上述所述的一种新型空气炸蒸汽烤箱，
所述密封内胆底部还设有发热
盘，
所述进水口设于所述发热盘侧壁上，
所述进水口上最低点高于所述发热盘底部最高点。
[0008] 发热盘用于盛装液态水，
一方面发热盘用于盛装用于控制湿度的水分，另一方面
发热盘能够在烹饪完毕后聚集并容纳液化后的水蒸汽，
便于用户清洁。
[0009] 作为优选，
上述所述的一种新型空气炸蒸汽烤箱，
所述供水装置包括进水管、水
水泵、
水箱。
泵、
水箱，
所述进水管依次连接所述进水口、
[0010] 通过进水管、
水泵、水箱相互配合，
能够精准的控制进水量，
从而保持密封内胆中
合适的湿度，
使烹饪后的食物能够更加美味可口。
[0011] 作为优选，
上述所述的一种新型空气炸蒸汽烤箱，
所述密封内胆包括内胆后板，
所
述内胆后板上设有热风腔，
所述贯流风机、
发热管设于所述热风腔内，
所述内胆后盖板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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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后板连接，
所述内胆后盖板位于所述热风腔上方，
所述内胆后盖板与所述热风腔配合形
成环形风口。
[0012] 贯流风机与热风腔配合在热风腔内产生高压，
使空气沿环形风口向外流动，
热风
腔为贯流风机、
发热管提供安装空间，
并且能够使环形风口处流出的热风风量更聚集，
食物
加热更快。
[0013] 作为优选，
上述所述的一种新型空气炸蒸汽烤箱，
所述密封内胆上设有出气孔，
所
述箱体上设有出气口，
所述出气孔与所述出气口相连通。
[0014] 出气孔与出气口配合，
能够快速释放完成加热后密封内胆内部多余热量，
避免用
户打开门体时受余热灼伤。
[0015] 作为优选，
上述所述的一种新型空气炸蒸汽烤箱，
还包括水槽，
所述水槽位于所述
密封内胆口部并与所述箱体连接。
[0016] 水槽用于收集使用后冷凝在门体上的液体，
避免液体污染，
便于用户使用后清洁。
[0017] 作为优选，
上述所述的一种新型空气炸蒸汽烤箱，
所述内胆后盖板中部阵列设置
有环流通孔。
[0018] 环流通孔连通内胆后盖板两侧，
在密封内胆与热风腔之间形成完整的热风回路，
加速食物烹饪过程。
使热风循环更完整，
从而进一步促进食物受热均匀，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密封内胆内部的结构示意图一；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密封内胆内部的结构示意图二；
[0022]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内胆后板与内胆后盖板的连接示意图一；
[0023]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中内胆后板与内胆后盖板的连接示意图二；
[0024]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中出气孔与出气口的连接示意图；
[0025] 图7为本实用新型中供水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1‑7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但它们不是
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0027] 实施例1
[0028] 一种新型空气炸蒸汽烤箱，
包括控制器、箱体1、密封内胆2、
门体5、
发热管4、贯流
风机3，
所述门体5密闭所述密封内胆2，
还包括供水装置6，
所述密封内胆2底部设有进水口
25，
所述供水装置6设于所述密封内胆2外侧并与所述进水口25连接，
所述密封内胆2上还设
有内胆后盖板22，
所述内胆后盖板 22连接所述密封内胆2，
所述内胆后盖板22与所述密封
内胆2形成环形风口23，
所述发热管4设于所述密封内胆2上，
所述发热管4位于所述内胆后
盖板22对应位置，
所述贯流风机3连接所述密封内胆2，
所述贯流风机3与所述发热管4、
环形
风口23相互配合。
[0029]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过程如下：
将待烹饪的食物放入本实用新型后，
关闭门体 5密
闭密封内胆2，
使密封内胆2内形成密闭的空间。启动本实用新型，
供水装置6向密封内胆2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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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合适的水量，
发热管4释放热量，
贯流风机3启动形成热气流，
热气流通过环形风口23沿
密封内胆的上、
下、
左、
右四壁吹出，
充分包裹食物进行加热并使食物受热均匀。
[0030] 作为优选，
所述密封内胆2底部还设有发热盘26，
所述进水口25设于所述发热盘26
侧壁上，
所述进水口25上最低点高于所述发热盘26底部最高点。
[0031] 作为优选，
所述供水装置6包括进水管61、水泵62、水箱63，
所述进水管 61依次连
接所述进水口25、
水泵62、
水箱63。
[0032] 作为优选，
所述密封内胆2包括内胆后板24，
所述内胆后板24上设有热风腔241，
所
述贯流风机3、
发热管4设于所述热风腔241内，
所述内胆后盖板22 与内胆后板24连接，
所述
内胆后盖板22位于所述热风腔241上方，
所述内胆后盖板22与所述热风腔241配合形成环形
风口23。
[0033] 作为优选，
所述密封内胆2上设有出气孔21，
所述箱体1上设有出气口11，
所述出气
孔21与所述出气口11相连通。
[0034] 作为优选，
还包括水槽7，
所述水槽7位于所述密封内胆2口部并与所述箱体1连接。
[0035] 作为优选，
所述内胆后盖板22中部阵列设置有环流通孔221。
[0036] 本实用新型更具体的工作过程如下：
将待烹饪的食物放入本实用新型后，
关闭门
液态水由水箱63通
体5密闭密封内胆2，
使密封内胆2内形成密闭的空间。启动本实用新型，
过进水管61被水泵62泵入发热盘26内，
发热管4释放热量，
贯流风机3启动在热风腔241内形
成高压，
高压下热气流通过环形风口23沿密封内胆的上、
下、左、右四壁吹出，
然后被门体5
反弹，
穿过密封内胆2中部，
由环流通孔221回到热风腔241内形成完整的热风回路，
充分包
裹食物进行加热并使食物受热均匀。
[0037]
总之，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
凡依本实用新型申请专利的范围
所作的均等变化与修饰，
皆应属本实用新型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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