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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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324912.9

(22)申请日 2018.11.0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74485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5.14

(30)优先权数据

1760504 2017.11.08 FR

(73)专利权人 SEB公司

地址 法国埃库利

(72)发明人 塞巴斯蒂恩·沃拉蒂埃　

马蒂尔德·布隆代尔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市万慧达律师事务所 

11111

代理人 白华胜　段晓玲

(51)Int.Cl.

A47J 27/00(2006.01)

A47J 36/00(2006.01)

A47J 36/06(2006.01)

A47J 36/2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9450324 U,2019.10.01

US 2006272511 A1,2006.12.07

EP 0696430 A1,1996.02.14

CN 205053866 U,2016.03.02

CN 104207663 A,2014.12.17

审查员 张雷锋

 

(54)发明名称

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

(57)摘要

一种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包括基座

(10)和盖子(20)，可拆卸的模具(40)，所述烹饪

设备的特征在于所述基座(10)包括：烹饪底板

(16)，所述烹饪底板(16)相对于所述基座(10)的

烹饪壳体部分可活动地安装，以与所述可拆卸的

模具(40)的下壁接触，并且被布置在接收在烹饪

空间中的所述可拆卸的模具(40)的下壁和所述

基座(10)的加热装置之间；弹性返回装置，所述

弹性返回装置被布置为将所述烹饪底板(16)推

向所述可拆卸的模具(40)的下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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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包括基座(10)和盖子(20)，所述盖子(20)被铰接在

所述基座(10)上的第一升高位置和第二降低位置之间，所述第一升高位置用于引入糕点制

品，所述第二降低位置用于形成所述糕点制品的烹饪壳体，

所述盖子(20)和基座(10)各自包括烹饪壳体部分(14，24)和加热装置，所述加热装置

锚定在相应的烹饪壳体部分上，

所述烹饪设备包括定位和保持装置，所述定位和保持装置被布置用于将可拆卸的模具

(40)定位和保持在当所述盖子(20)位于第二降低位置的时候形成在所述烹饪壳体内部的

烹饪室，

所述烹饪设备的特征在于，所述基座(10)包括：

‑烹饪底板(16)，所述烹饪底板(16)相对于所述基座(10)的烹饪壳体部分可活动地安

装，以与所述可拆卸的模具(40)的下壁接触，并且被布置在接收在烹饪空间中的所述可拆

卸的模具(40)的下壁和所述基座(10)的加热装置之间，

‑弹性返回装置，所述弹性返回装置被布置为将所述烹饪底板(16)推向所述可拆卸的

模具(40)的下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烹饪底板(16)包

括多个突起，所述多个突起被布置为沿着接触线或接触点与所述可拆卸的模具(40)的下壁

接触。

3.根据权利要求1至2中任一项所述的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烹

饪底板(16)包括多个穿孔。

4.根据权利要求1至2中任一项所述的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烹

饪底板(16)是金属壁。

5.根据权利要求1至2中任一项所述的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烹

饪底板(16)是压花板。

6.根据权利要求1至2中任一项所述的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盖

子(20)包括内桶，所述内桶被布置在加热装置和烹饪空间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第二降低位置

中，所述盖子(20)的内桶(21)和接收在烹饪空间中的所述可拆卸的模具(40)形成烹饪室。

8.根据权利要求1至2中任一项所述的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盖

子(20)和基座(10)各自包括反射层(12，22)，所述反射层(12，22)被布置为当所述盖子(20)

位于所述第二降低位置的时候形成围绕所述加热装置和烹饪空间的加热室。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第二降低位置

中，所述盖子(20)的反射层(22)和所述基座(10)的反射层(12)形成关闭的加热室。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盖子(20)包括

内桶，所述内桶被布置在加热装置和烹饪空间之间，所述盖子(20)的加热装置被布置在所

述盖子(20)的内桶(21)和盖子(20)的反射层(22)之间。

11.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座(10)的加

热装置被布置在所述烹饪底板(16)和所述基座(10)的反射层之间。

12.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第二降低位

置中，所述加热室的体积小于5.5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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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根据权利要求1至2中任一项所述的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盖

子(20)和/或基座(10)各自包括温度测量装置。

14.根据权利要求1至2中任一项所述的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烹

饪设备包括烹饪控制装置，所述烹饪控制装置被布置用于独立地控制所述盖子(20)的加热

装置的加热以及所述基座(10)的加热装置的加热。

15.根据权利要求1至2中任一项所述的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盖

子(20)和基座(10)的烹饪壳体部分(14，24)由至少一个塑料罩形成。

1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可拆卸的模具

(40)是硅树脂模具。

17.根据权利要求1至2中任一项所述的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烹

饪底板(16)是铝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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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总体上涉及一种烹饪设备并且具体地涉及一种用于烹饪诸如蛋糕等烹饪

制品的家用烹饪设备。描述的产品是一种允许借助通过预先记录的程序和手动程序制作蛋

糕，饼干，奶油夹心烤蛋白，奶油水果馅饼的烹饪设备。它还可以实现巧克力或黄油的熔化

步骤，这可能是某些糕点制品所必需的。

背景技术

[0002] 已知现有技术中，文献EP0696430描述了一种多功能设备，其集成了可以制备各种

制品的中空板。所述设备包括加热电阻并且需要大量的能源以加热待烹饪食物。该缺陷由

于糕点制品而加剧，因为有大量的面团待加热，这增加了对电能的需求。另外，所述电阻被

装载到活动部件上，这导致了供电处的复杂结构，同时增加了电阻失效的风险，因为它们活

动会导致撞击，这可能损坏这些部件。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是解决上文中提到的现有技术中的缺陷，并且具体地，首先提

出一种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所述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具有能够将所述制品接收

在可替换模具中的能力，同时确保均匀烹饪。

[0004] 为此，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涉及一种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包括基座和盖子，所

述盖子被铰接在所述基座上的第一升高位置和第二降低位置之间，所述第一升高位置用于

引入糕点制品，所述第二降低位置用于形成所述糕点制品的烹饪壳体，所述盖子和基座各

自包括烹饪壳体的一部分和加热装置，所述加热装置锚定在相应的烹饪壳体部分上，所述

烹饪设备包括定位和保持装置，所述定位和保持装置被布置为将可拆卸的模具，例如硅树

脂模具，定位和保持在当所述盖子位于第二降低位置的时候形成在所述烹饪壳体内部的烹

饪室中，所述烹饪设备的特征在于，所述基座包括：

[0005] ‑烹饪底板，所述烹饪底板相对于所述基座的烹饪壳体部分可活动地安装，以与所

述可拆卸的模具的下壁接触，并且被布置在接收在烹饪空间中的所述可拆卸的模具的下壁

和所述基座的加热装置之间，

[0006] ‑弹性返回装置，所述弹性返回装置被布置为将所述烹饪底板推向所述可拆卸的

模具的下壁。

[0007] 根据上述实施方式的烹饪设备包括可活动底板和弹性返回装置，所述弹性返回装

置将所述烹饪底板推向所述模具的下壁，使得所述烹饪底板很好地分配热，所述烹饪底板

在所述加热装置和模具之间形成网屏和分配器。因此避免热点并且均匀准确地烹饪蛋糕。

另外，如果所述可拆卸的模具是柔性的或可变形的(通常是硅胶模具的固有特征)，则烹饪

底板形成支撑件，所述支撑件防止由于装入所述模具的面团的重量导致的变形：因此蛋糕

具有更好的外观和例如统一的厚度。

[0008] 有利地，所述烹饪底板包括多个突起，所述多个突起被布置为沿着接触线或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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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与所述可拆卸的模具的下壁接触。所述烹饪底板和模具之间的接触被限制为接触线或接

触点，这避免了通过传导传递热量，以便避免热点。

[0009] 有利地，所述烹饪底板包括多个穿孔。因此，通过在电阻和模具的壁之间建立空气

流，热可容易地通过对流传递。

[0010] 有利地，所述烹饪底板是金属壁，例如铝壁。

[0011] 有利地，所述烹饪底板是压花板。

[0012] 有利地，所述盖子包括内桶，所述内桶被布置在加热装置和烹饪空间之间。这样的

桶允许限制待加热的体积，以便需要更少的能量和/或加热时间。

[0013] 有利地，在所述第二降低位置中，所述盖子的内桶和接收在所述烹饪空间中的可

拆卸的模具形成烹饪室。因此，所述烹饪室包括烹饪空间，以及待烹饪的食物。

[0014] 有利地，所述盖子和基座各自包括反射层，所述反射层被布置为当所述盖子位于

所述第二降低位置的时候形成围绕所述加热装置和烹饪空间的加热室。热被限制，待加热

的体积减小，使得本发明对于相同体积的待烹饪面团和相似的外部尺寸(添加反射层不需

要太大的空间)允许大幅减小所需的能量直至50％，以及总的烹饪时间。所述设备保持紧

凑。这样的加热室限制了待加热的总体积以及向所述烹饪设备的壳体和外部的热量损失。

[0015] 有利地，在所述第二降低位置中，所述盖子的反射层和基座的反射层形成关闭的

加热室。所述加热室因此是一个封闭空间，当然是在所述盖子的第二位置中，这允许限制例

如由于对流造成的能量损失。当然，在所述烹饪家电设备领域中，这样的封闭空间可以在反

射层之间具有多个开口或间隔，大约十分之几毫米甚或直至一或两毫米。

[0016] 有利地，所述盖子的加热装置被布置在所述盖子的内桶和所述盖子的反射层之

间。

[0017] 有利地，所述基座的加热装置被布置在所述烹饪底板和所述基座的反射层之间。

[0018] 有利地，在所述第二降低位置中，所述加热室的体积小于5.5升。这样有限的体积

允许缩短烹饪时间和降低能耗。

[0019] 有利地，所述盖子和/或基座的反射层是金属的。

[0020] 有利地，所述加热装置是加热电阻，还称为电阻。

[0021] 有利地，所述盖子根据被布置在所述设备的后部上的枢轴连杆铰接在基座上，所

述设备包括侧手柄和在所述设备的前部上的控制界面，所述设备另外包括至少一个通气

孔，所述至少一个通气孔被布置用于在所述烹饪设备的后部将水蒸气从所述烹饪室向所述

烹饪壳体的外部排出。在烹饪蛋糕的时候，大量的水应该以水蒸气的形式排出，并且本发明

提供了通气孔，其避免水蒸气加热使用者容易碰触到的区域。换言之，所述通气孔被布置为

将烹饪期间产生的水蒸气排出到除了所述设备的前方(此处有手柄，人机界面，或者可能是

使用者)或者侧方(此处有手柄)之外的各处。因此，使用者触摸的设备的部分(手柄，人机界

面……)远离通气孔和热蒸汽流。

[0022] 有利地，所述通气孔为由管形成的导管，所述管的第一端部通至烹饪室并且第二

端部通至所述烹饪设备的外部。所述管穿过所述烹饪室和加热室之间的空间，而不与之连

通。所述水蒸气例如不能进入所述烹饪室和加热室之间的空间，加热装置设置在此处，这对

它们提供了保护。

[0023] 有利地，所述盖子和/或基座各自包括温度测量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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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有利地，所述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包括烹饪控制装置，所述烹饪控制装置被

布置用于独立地控制所述盖子的加热装置的加热以及所述基座的加热装置的加热。该实施

方式允许避免加热不平衡，因为对热量的需求是不对称的：多数热量提供给下侧(基座)，待

加热的面团位于此处，在高处(盖子)需要的热量很少，大部分空气位于此处。

[0025] 有利地，所述盖子和基座的烹饪壳体部分由至少一个塑料罩形成。换言之，所述外

壳体不是反射层：后者位于所述外壳体和烹饪室之间。

[0026] 有利地，所述弹性返回装置为锚定在所述基座上的弹簧，并且所述烹饪底板被附

接至所述弹簧。所述底板由弹簧直接固定和定位，这提供了可靠而经济的解决方案。

[0027] 替代地或者附加地，所述烹饪设备包括引导装置，例如滑动枢轴，所述引导装置被

布置用于引导所述烹饪底板。

附图说明

[0028] 通过阅读以非限制性实施例给出并且通过附图示出的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以下

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其他特征和优点将变得更加清楚，其中：

[0029] ‑图1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的前视图，其包括基座和在基

座上的处于关闭或降低位置的盖子；

[0030] ‑图2示出了图1的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的俯视图；

[0031] ‑图3示出了图1的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的立体图，其中盖子处于打开或升高

位置；

[0032] ‑图4示出了图1的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的侧视剖面图；

[0033] ‑图5示出了图4的细节；

[0034] ‑图6示出了图4的立体剖面图；

[0035] ‑图7示出了装配前述图的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的烹饪底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图1示出了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所述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搁置在支撑

物100(桌子或者工作平面)上并且包括基座10和在基座10上的处于降低或关闭位置的盖子

20。如图3所示，所述盖子20还可以占据打开或升高位置，以便为烹饪室提供通道。在本申请

中，所述打开或升高位置被称为第一升高位置，并且所述关闭或降低位置被称为第二降低

位置。

[0037] 为了能够从第一升高位置枢转到第二降低位置，所述盖子20通过位于所述用于糕

点制品的烹饪设备的后方的铰链被枢轴安装在所述基座10上，这定义了由图2和3可见的枢

轴20a。

[0038] 如图1，2和3所述，所述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包括外壳体，所述外壳体由所述

盖子的壳体的一部分24和所述基座的壳体的一部分14形成，两者通常都由塑料材料制成。

所述盖子20还包括侧手柄25a和25b，和前手柄25c，以便允许使用者容易地打开和关闭所述

盖子20。

[0039] 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还装配有人机界面15(或者控制界面)，所述人机界面15

例如包括显示器和控制按钮，以允许使用者定义烹饪周期并且启动/停止所述用于糕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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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烹饪设备。如图1和3所示，所述人机界面15位于所述基座10上，在所述用于糕点制品的

烹饪设备的前面。

[0040] 图3示出了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其中盖子20处于第一升高位置，以便能够进

入具有多个型腔的模具40所在的烹饪空间，用于接收并且烹饪蛋糕面团的部分，以制备小

蛋糕。如上所述，所述模具40是可拆卸的以被容易地更换和/或清洗。通常，所述模具40例如

由硅树脂材料制成，并且是柔性的或者容易变形的。例如，在所述型腔中加载的面团的重量

作用下，模具40通常变形几毫米，特别是其仅由周边保持。

[0041] 图3还示出了盖子20的内桶21，当所述盖子20位于所述第二降低位置的时候，所述

内桶21与所述模具40相对以关闭烹饪空间。

[0042] 事实上，图4和图6示出了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的侧视剖面图，其中看到所述

盖子20的内桶21，其位于模具40的上方，并且与模具40相对，以便形成关闭的烹饪室。

[0043] 图4和图6还示出了装载到所述盖子20上的反射层22和电阻23，以及插入所述基座

10的电阻13和反射层12。所述反射层22和反射层12彼此相对，以便形成加热室，所述加热室

因此包含电阻13和23(形成加热装置)和由内桶21和模具40形成的烹饪室。通常，反射层12

和22是金属的，其中至少其内表面被布置为反射热辐射(磨光的(brillante)，或抛光的

(polie)，或光滑的壁)。

[0044] 图4还示出了烹饪底板16，所述烹饪底板16被安装在弹簧17上，所述弹簧17形成弹

性返回装置并且将所述烹饪底板16推向所述模具40的下壁。结果，所述烹饪底板16位于所

述电阻13和模具40之间，使得来自电阻13的热被所述烹饪底板16均匀地向所述模具40扩

散。恰当地分配的热允许均匀地烹饪形成在模具40的型腔中的蛋糕。通常，烹饪底板16为金

属板(铝，钢…)，该金属板可选地被涂覆，并且如图7所示，是波纹状或压花状的。所述烹饪

底板16还包括多个穿孔，所述多个穿孔允许有空气流从电阻13流向模具40。

[0045] 所述弹簧17还允许确保模具40由烹饪底板16支撑，即使所述烹饪底板16的高度变

化。支撑功能限制了模具40的变形，并且由模具的多种不同高度保证，因此模具是可以替换

的而不会损失支撑功能。由于所述烹饪底板16是波纹状的或压花的，所述烹饪底板16与模

具40之间的接触是沿接触线进行的，这限制了热传导并且避免了在待烹饪面团中形成热

点。

[0046] 由反射层12和22形成的加热室因此是一个关闭的空间，所述关闭的空间囊括了加

热装置和不与其接触的烹饪室，使得待加热空间的体积小并且封闭，这限制了待提供的热

量，以及热损失。另外，双壁结构(烹饪室和加热室)允许均匀加热包含在所述烹饪室中的烹

饪空间，这导致了在紧凑型的用于制备小型糕点的烹饪设备中均匀地且以可再现的方式烹

饪蛋糕。

[0047] 还需要注意的是，所述电阻13和23分别比模具40和内桶21更靠近反射层12和22，

总是为了均匀加热而烹饪空间的热点很少。

[0048] 例如，可以考虑小于或等于5.5升的加热室体积，并且对于1kg的蛋糕或在烹饪之

前约780ml的面团，可以进行以下比较：

[0049] 在38升的烤箱中，用旋转热预加热大约9.5分钟达到200℃，然后进行50分钟以在

铝盘中达到恰好的核心烹饪，即消耗的总能量为0.888kWh。

[0050] 在提出的设备中，所述盘在烹饪室中冷放置并且42分钟之后达到恰好的核心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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饪，即消耗的总能量为0.301kWh。因此，所述烹饪更快并且需要更好的能量。

[0051] 需要一个或多个通气孔31(从图5可见)以排出烹饪时产生的蒸汽。蛋糕为了形成

脆皮，或者饼干为了松脆，必须表面干燥。本发明提出的结构包括穿过两个壁(烹饪室和加

热室)以排出该水蒸汽。事实上，所述蒸汽必须引向产品外部并且不会有与诸如加热元件等

敏感部分接触时停滞的风险。另外，本发明提出的结构还包括将所述蒸汽和热空气引向不

用作消费者的握持部的区域，以便不烫伤消费者。

[0052] 具体地，图5示出了管状通气孔31穿过盖子20的内桶21和反射层22以将蒸汽和热

空气引向所述用于糕点制品的烹饪设备的后方，因此与手柄25a，25b，25c以及人机界面15

保持恰当的距离。

[0053] 有利地，因此可以考虑所述模具40(通常为例如由硅树脂制成的柔性模具)是可拆

卸的，并且内桶21和/或基座10的反射层12包括对接形状或型腔以接收模具40并且将其恰

当地就位在烹饪室中。

[0054] 最后，可以在所述基座中设置温度传感器，所述温度传感器同时允许调整电阻13

和23。所述盖子20的电阻23还具有限制器，以防止在基座的模具40中加载大量产品的时候

过度加热所述盖子20。

[0055] 应当理解，在不脱离由所附权利要求限定的本发明的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对说明

书中描述的本发明的不同的实施方式进行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而易见的修改和/或改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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