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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燃气灶的燃烧器包括

有具有中央燃气通道的基座，内环火盖以及覆盖

在内环火盖上的盖体，其特征在于：内环火盖包

括内外间隔设置的C形内环壁和C形外环壁，两者

对应的端部分别通过第一侧壁和第二侧壁连接，

从而围成中央混气室；相对该中央混气室而言，

第一侧壁、第二侧壁以及C形内环壁的外壁共同

围成用来容纳点火针和/或热电偶的空腔，并且

在第一侧壁和/或第二侧壁上对应点火针和/或

热电偶的位置开设有至少一个通孔，与现有技术

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空腔的形成，能有效地

把热电偶与点火针保护起来，进而提高点火针的

点火成功率和/或热电偶的保火率，同时还能延

长点火针和/或热电偶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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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燃气灶的燃烧器，包括有：

基座(1)，具有中央燃气通道(11)；

内环火盖(2)，设置在基座(2)之上，并且与基座(1)之间形成与所述中央燃气通道(11)

相连通的中央混气室(21)；

盖体(3)，覆盖在所述内环火盖(2)上；

其特征在于：所述内环火盖(2)包括内外间隔设置的C形内环壁(23)和C形外环壁(22)，

两者对应的端部分别通过第一侧壁(44)和第二侧壁(45)连接，从而围成所述的中央混气室

(21)；相对该中央混气室(21)而言，所述第一侧壁(44)、第二侧壁(45)以及C形内环壁(23)

的外壁共同围成用来容纳点火针(5)和 ╱ 或热电偶(6)的空腔(24)，并且在所述第一侧壁

(44)和 ╱或第二侧壁(45)上对应点火针(5)和 ╱或热电偶(6)的位置开设有至少一个通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燃气灶的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侧壁(44)和/或第

二侧壁(45)的上端面成型有至少一个保火凹槽(46)。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用于燃气灶的燃烧器，其特征在于在沿自下至上的方向

上，所述中央燃气通道(11)在邻近所述点火针(5)和 ╱ 或热电偶(6)的下部位置具有纵截面

呈S型的斜坡(111)。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用于燃气灶的燃烧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外环火盖(4)，

所述外环火盖(8)，也设置在基座(1)之上，位于内环火盖(2)的外围，并且与基座(1)之间形

成外环混气室(81)；所述中央混气室(21)和外环混气室(81)之间形成补气腔(9)，所述内环

火盖(2)的内壁所围成的中空部位形成与所述连接段(4)、补气腔(9)相连通的空气补充通

道(10)。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燃气灶的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通孔从所述空气补充

通道(10)的入气口向出气口方向逐渐向外倾斜。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燃气灶的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座(1)上还沿周向间

隔地设有多个径向的用于连通所述补气腔(9)与外界的二次补气通道(12)。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燃气灶的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内环火盖(2)的外环壁

(22)开设有连通所述补气腔(9)与所述中央混气室(21)的内环火孔(221)，所述内环火盖

(2)的顶面还沿周向间隔地设有多个径向的稳焰槽(25)。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用于燃气灶的燃烧器，其特征在于各所述稳焰槽(25)与各所

述内环火孔(221)依次交错布置。

9.根据权利要求5～8任意一项权利要求中所述的用于燃气灶的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

述外环火盖(8)的外侧面上设有沿周向间隔分布的主火孔(82)，所述外侧面上还开设有与

主火孔(82)依次交错布置的稳焰孔(83)。

10.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用于燃气灶的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座(1)外围设置

有装饰圈(20)，所述装饰圈(20)的外端缘具有至少两个开口向下、用于遮盖安装螺钉的凹

腔(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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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燃气灶的燃烧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燃烧器，尤其涉及一种具有较好保火效果的火盖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常见的家用燃烧器，一般具有外火盖和内火盖，连同点火针、热电偶(或同等功能

的离子感应针)等元件实现产生火焰、维持火焰等功能。现有的燃烧器外火盖结构一般包括

具有多个主火通道的外火盖本体，外火盖本体下端面具有混气室，该混气室与主火通道连

通，主火通道在外火盖本体外端面形成主火孔。这类的专利文献可以参考专利号为

ZL200520014838.2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燃气灶燃烧器用锥形火火盖》(授权公告号

CN2842216Y)，还可以参考专利号为ZL201120246965.0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燃烧器火

盖》(授权公告号为CN202149492U)。上述公开的这种单主火孔燃烧方式，存在燃烧后火焰容

易跳动，燃烧区域不稳定的不足。现有技术中公开了很多具有稳焰功能的外火盖结构，如专

利号为ZL200920112857 .7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燃气灶外环火盖》(授权公告号为

CN201377835Y)，该专利中在外火盖外侧立面上开设有稳焰孔，稳焰孔位于外环火孔下方且

与外环火孔交替排列，稳焰孔里端与火盖的燃气通道连通。由于稳焰孔的设置使得燃烧效

率大大提高，可以减少室内一氧化碳的排放。但溢流液容易进入主火孔或稳焰孔从而堵塞

主火通道或稳焰通道，而当堵住的火孔对应点火针附近就使得燃气灶点不着火，当堵住的

火孔对应热电偶(或同等功能的离子感应针)附近就使得燃气灶不能维持火焰，综上所述，

有待对现有的燃烧器作进一步改进。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现状而提供一种能提高点火或

保火成功率的用于燃气灶的燃烧器。

[0004]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该用于燃气灶的燃烧器，包括有：

[0005] 基座，具有中央燃气通道；

[0006] 内环火盖，设置在基座之上，并且与基座之间形成与所述中央燃气通道相连通的

中央混气室；

[0007] 盖体，覆盖在所述内环火盖上；

[0008] 其特征在于：所述内环火盖包括内外间隔设置的C形内环壁和C形外环壁，两者对

应的端部分别通过第一侧壁和第二侧壁连接，从而围成所述的中央混气室；相对该中央混

气室而言，所述第一侧壁、第二侧壁以及C形内环壁的外壁共同围成用来容纳点火针和 ╱ 或

热电偶的空腔，并且在所述第一侧壁和 ╱ 或第二侧壁上对应点火针和 ╱ 或热电偶的位置开

设有至少一个通孔。

[0009] 为了能提高点火和 ╱ 或保火成功率，所述第一侧壁和/或第二侧壁的上端面成型

有至少一个保火凹槽。

[0010] 为了更好地安装点火针或热电偶，在沿自下至上的方向上，所述中央燃气通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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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近所述点火针和 ╱ 或热电偶的下部位置具有纵截面呈S型的斜坡。由于中央燃气通道具

有S型的斜坡，一方面可以减少燃气进入中央混气室的阻力，同时，S型斜坡的凹入部能在基

座下方预留了较大的空间供给点火针和 ╱ 或热电偶的安装，使得点火针和 ╱ 或热电偶的安

装方便快捷。

[0011] 为了对通孔提供燃烧所需要的空气，该通孔可以为对应点火针的点火孔，也可以

为对应热电偶的保火孔，还包括有外环火盖，所述外环火盖，也设置在基座之上，位于内环

火盖的外围，并且与基座之间形成外环混气室；所述中央混气室和外环混气室之间形成补

气腔，所述内环火盖的内壁所围成的中空部位形成与所述连接段、补气腔相连通的空气补

充通道。

[0012] 为了提高通孔的供气效率，所述通孔从所述空气补充通道的入气口向出气口方向

逐渐向外倾斜。通孔的斜孔设置，能使得通孔在燃烧时能对空气补充通道产生烟囱效应，抽

吸更多的空气。

[0013] 为了确保内环火盖的充分燃烧，所述基座上还沿周向间隔地设有多个径向的用于

连通所述补气腔与外界的二次补气通道。

[0014] 为了给内环火盖提供稳焰火，所述内环火盖的外环壁开设有连通所述补气腔与所

述中央混气室的内环火孔，所述内环火盖的顶面还沿周向间隔地设有多个径向的稳焰槽。

为使稳焰槽的火焰吹向内环火孔火焰的根部，其中各稳焰孔与各主火孔可以为一一对应布

置。

[0015] 更好地，各所述稳焰槽与各所述内环火孔依次交错布置，该结构进一步改善了稳

焰效果。

[0016] 所述外环火盖的外侧面上设有沿周向间隔分布的主火孔，所述外侧面上还开设有

与主火孔依次交错布置的稳焰孔。

[0017] 为了使得整个燃烧器的外观更为美观，所述基座外围设置有装饰圈，所述装饰圈

的外端缘具有至少两个开口向下、用于遮盖安装螺钉的凹腔。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巧妙地将内环火盖的内环壁和外环壁设置成

C形，并将C形内环壁和外环壁的端部通过第一侧壁和第二侧壁相连接，从而围成能容纳点

火针和 ╱ 或热电偶的遮挡空间，将点火针和 ╱ 或热电偶隐藏在内环火盖内以改善点火针和

╱ 或热电偶的使用环境，一方面能防止溢液进入通孔，另一方面还能使得点火针和热电偶

不受周围的风力影响、有效地把热电偶与点火针保护起来，进而提高点火针的点火成功率

和 ╱或热电偶的保火率，同时还能延长点火针和 ╱或热电偶的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燃烧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图1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燃烧器底部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图1的剖视图；

[0023]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内环火盖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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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5] 如图1～5所示，为本实施例的最佳实施方式，本实施例中的用于燃气灶的燃烧器

包括有具有中央燃气通道11的基座1、设置在基座1之上，并且与基座1之间形成与中央燃气

通道11相连通的中央混气室21的内环火盖2，以及覆盖在内环火盖2上的盖体3，内环火盖2

的外环壁22开设有连通补气腔9与中央混气室21的内环火孔221，内环火盖2的顶面还沿周

向间隔地设有多个径向的稳焰槽25，为使稳焰槽25的火焰吹向内环火孔221火焰的根部，其

中各稳焰孔83与各主火孔82可以为一一对应布置。更好地，各稳焰槽25与各内环火孔221依

次交错布置，该结构进一步改善了稳焰效果。外环火盖8的外侧面上设有沿周向间隔分布的

主火孔82，外侧面上还开设有与主火孔82依次交错布置的稳焰孔83。

[0026] 其中，内环火盖2包括内外间隔设置的C形内环壁23和C形外环壁22，两者对应的端

部分别通过第一侧壁44和第二侧壁45连接，从而围成中央混气室21；相对该中央混气室21

而言，第一侧壁44、第二侧壁45以及C形内环壁23的外壁共同围成用来容纳点火针5和 ╱ 或

热电偶6的空腔24，并且在第一侧壁44和 ╱ 或第二侧壁45上对应点火针5和 ╱ 或热电偶6的

位置开设有至少一个通孔，通孔可以包括点火针5对应的点火孔41或是热电偶6对应的保火

孔42，或是同时包括上述两种，而盖体3的局部构成遮挡在点火针5、点火孔41和/或热电偶

6、保火孔42上方的保护伞。本实施例以点火针5和热电偶6同时容纳在空腔24里为例进行展

开，并且本发明巧妙地将连接内环火盖2中外环壁22和内环壁23设置成C形，并将C形内环壁

23和外环壁22的端部通过第一侧壁44和第二侧壁45连同盖体3共同构成热电偶6与点火针5

的遮挡空间，同时，为了更方便地将点火针5和热电偶6穿插在遮挡空间内，还包括有连接第

一侧壁44和第二侧壁45上的底壁43，底壁43上开设有供点火针5穿过的第一通孔431以及供

热电偶6穿过的第二通孔432，从而将点火针5和热电偶6隐藏在内环火盖2内以改善热电偶6

与点火针5的使用环境，一方面能防止溢液进入点火孔41和保火孔42，另一方面还能使得点

火针5和热电偶6不受周围的风力影响、有效地把热电偶6与点火针5保护起来；为了能提高

点火针5的点火以及热电偶6的保火成功率，第一侧壁44和/或第二侧壁45的上端面成型有

至少一个保火凹槽46。，本实施例以第一侧壁44上开有点火孔41和保火孔42为例，为了有效

地为保火孔42提供稳焰火，并且在第一侧壁44的上端面对应热电偶6的位置成型有多个保

火凹槽46。为了方便安装点火针5和热电偶6在空腔24上，在沿自下至上的方向上，中央燃气

通道11在邻近点火针5和热电偶6的下部位置具有纵截面呈S型的斜坡111。由于中央燃气通

道11具有S型的斜坡111，一方面可以减少燃气进入中央混气室21的阻力，同时，S型斜坡111

的凹入部能在基座1下方预留了较大的空间供给点火针5、热电偶6的安装，使得点火针5、热

电偶6的安装方便快捷。

[0027] 本燃烧器还包括有也设置在基座1之上的外环火盖8，该外环火盖8位于内环火盖2

的外围，并且与基座1之间形成外环混气室81，基座1具有与该外环混气室81相通连的外周

燃气通道810，中央混气室21和外环混气室81之间形成补气腔9，并且，内环火盖2的内壁所

围成的中空部位形成与连接段4、补气腔9相连通的空气补充通道10，该空气补充通道10能

对点火孔41和保火孔42提供燃烧所需要的空气，其中保火孔42从空气补充通道10的入气口

向出气口方向逐渐向外倾斜，由于点火孔41和保火孔42均可以为斜孔设置，也可以仅对保

火孔42作斜孔设置，以使得保火孔42在燃烧时能对空气补充通道10产生烟囱效应，抽吸更

多的空气，提高空气补充通道10对保火孔42的供气效率，而为了确保内环火盖2的充分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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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基座1上还沿周向间隔地设有多个径向的用于连通补气腔9与外界的二次补气通道12。

最后，基座1外围设置有装饰圈20，装饰圈20的外端缘具有四个开口向下、用于遮盖安装螺

钉的凹腔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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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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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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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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