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1014369.X

(22)申请日 2020.09.24

(71)申请人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地址 315336 浙江省宁波市杭州湾新区滨

海二路218号

(72)发明人 杨杰　陈迪龙　傅峻涛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弼兴律师事务所 31283

代理人 杨东明　何桥云

(51)Int.Cl.

F23D 14/26(2006.01)

F23D 14/46(2006.01)

F23D 14/62(2006.01)

F23D 14/84(2006.01)

F24C 3/08(2006.01)

 

(54)发明名称

燃气灶具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燃气灶具，其包括同心设

置的内环燃烧器和外环燃烧器，所述外环燃烧器

包括传火通道和混气室，所述传火通道贯穿所述

外环燃烧器，并从所述外环燃烧器的内侧表面延

伸至外侧表面，所述传火通道包括沿传火方向依

次设置并相互连通的缓冲腔和预燃腔，所述缓冲

腔和所述预燃腔分别连通至所述混气室。该燃气

灶具，通过在传火通道内依次设置两个具有不同

燃气密度的腔室，使得内环的火焰可以先引燃燃

气密度相对较低的缓冲腔，使得传火火焰相对快

速地传递至缓冲腔与预燃腔的连通处，再利用该

传火火焰去引燃燃气密度相对较高的预燃腔，使

传火火焰在预燃腔内能够相对更久的燃烧，提高

外环燃烧器的火孔被成功点燃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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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燃气灶具，其包括同心设置的内环燃烧器和外环燃烧器，所述外环燃烧器包括

传火通道和混气室，所述传火通道贯穿所述外环燃烧器，并从所述外环燃烧器的内侧表面

延伸至外侧表面，其特征在于，所述传火通道包括沿传火方向依次设置并相互连通的缓冲

腔和预燃腔，所述缓冲腔和所述预燃腔分别连通至所述混气室；

当所述混气室内具有燃气时，所述缓冲腔内的燃气密度小于所述预燃腔内的燃气密

度。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燃气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缓冲腔在所述传火通道内沿传火方

向延伸的长度大于所述预燃腔在所述传火通道内沿传火方向延伸的长度。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燃气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预燃腔连通于所述外侧表面的出火

口包括：

第一开口，所述第一开口沿水平方向设置于所述外环燃烧器的火孔之间；

第二开口，所述第二开口设置于所述第一开口的下方，所述第二开口沿水平方向延伸，

所述第二开口的两端分别延伸至临近于所述第一开口的所述外环燃烧器的火孔下方。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燃气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出火口还包括第三开口，所述第三

开口设置于所述第二开口的下方，所述第三开口的宽度小于所述第二开口的宽度，所述第

三开口的高度大于所述第二开口的高度。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燃气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开口的数量为多个，多个所述

第一开口沿水平方向依次设置于所述外环燃烧器的火孔之间。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燃气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预燃腔连通于所述缓冲腔的开口与

所述预燃腔连通于所述外侧表面的出火口在传火方向上错位布置。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燃气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预燃腔连通于所述缓冲腔的开口与

所述缓冲腔连通于所述内侧表面的入火口在传火方向上错位布置。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燃气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预燃腔连通于所述缓冲腔的开口延

伸至所述传火通道的下表面。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燃气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传火通道的下表面的高度沿传火方

向逐渐下降。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燃气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混气室连通至所述缓冲腔的燃气

通道包括第一出气口，所述第一出气口朝所述内侧表面的方向设置。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燃气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混气室连通至所述缓冲腔的燃气

通道还包括第二出气口，所述第二出气口垂直于传火方向设置，所述第二出气口沿传火方

向设置于所述第一出气口的后侧。

1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燃气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环燃烧器还包括基座和火盖，所

述基座的上部敞开，所述火盖盖设于所述基座的敞开处，所述火盖和所述基座共同围成所

述混气室。

13.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燃气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火盖和所述基座还共同围成所述

传火通道。

14.如权利要求1-13任一项所述的燃气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混气室连通至所述缓冲

腔的燃气通道的截面面积小于所述混气室连通至所述预燃腔的燃气通道的截面面积。

15.如权利要求1-13任一项所述的燃气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缓冲腔的腔室容积大于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2050211 A

2



所述预燃腔的腔室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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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灶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燃气灶具。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例如中国专利申请号为201920717483.5的文件，公开了一种用于燃

气灶的燃烧器火盖，通过混气室向传火通道输送燃气，以利用燃气爆燃的方式在传火通道

内进行传火，将内环燃烧器上的火焰传递至外环燃烧器的外侧表面。

[0003] 其中，当传火通道内的燃气密度相对较低时，内环上的火焰能够快速引燃传火通

道内的燃气，传火速度快，但火焰的持续时间短，因此，传火的火焰容易快速熄灭，存在无法

引燃外环燃烧器表面火孔的可能性。

[0004] 而当传火通道内的燃气密度相对较高时，内环上的火焰在引燃传火通道内的燃气

后，传火火焰能够相对更持续的燃烧，但传火速度慢，导致传火存在延迟，使用体验感不佳。

[0005] 因此，在向外环燃烧器供气时，如何使传火通道内的燃气密度处于一个合理范围，

即：又不会因燃气密度过低，导致传火速度快，但传火火焰不易点燃火孔，又不会因燃气密

度过高，导致传火成功率高，但传火速度慢，成为了燃烧灶具领域设计研发人员的研究重

点。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燃气灶具传火效率低，或者容易

传火失败的缺陷，提供一种燃气灶具。

[0007] 本发明是通过下述技术方案来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0008] 一种燃气灶具，其包括同心设置的内环燃烧器和外环燃烧器，所述外环燃烧器包

括传火通道和混气室，所述传火通道贯穿所述外环燃烧器，并从所述外环燃烧器的内侧表

面延伸至外侧表面，所述传火通道包括沿传火方向依次设置并相互连通的缓冲腔和预燃

腔，所述缓冲腔和所述预燃腔分别连通至所述混气室；

[0009] 当所述混气室内具有燃气时，所述缓冲腔内的燃气密度小于所述预燃腔内的燃气

密度。

[0010] 该燃气灶具，通过在传火通道内依次设置两个具有不同燃气密度的腔室，使得内

环的火焰可以先引燃燃气密度相对较低的缓冲腔，使得传火火焰能够相对快速地传递至缓

冲腔与预燃腔的连通处，再利用该传火火焰引燃燃气密度相对较高的预燃腔，使传火火焰

在预燃腔内能够相对更久的燃烧，提高外环燃烧器的火孔被成功点燃的概率。

[0011] 该燃气灶具，通过分别利用不同燃气密度的腔室在被点燃时具有的不同特性，通

过设置两个依次连通的，具有不同密度的腔室，使传火通道能够在保证传火速度的同时保

证传火成功率。

[0012] 较佳地，所述缓冲腔在所述传火通道内沿传火方向延伸的长度大于所述预燃腔在

所述传火通道内沿传火方向延伸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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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通过该结构设置，使能够快速燃烧、快速传火的缓冲腔在整个传火通道内占据较

长的长度，以进一步提高整个传火通道的火焰传递速度。

[0014] 较佳地，所述预燃腔连通于所述外侧表面的出火口包括：

[0015] 第一开口，所述第一开口沿水平方向设置于所述外环燃烧器的火孔之间；

[0016] 第二开口，所述第二开口设置于所述第一开口的下方，所述第二开口沿水平方向

延伸，所述第二开口的两端分别延伸至临近于所述第一开口的所述外环燃烧器的火孔下

方。

[0017] 通过该结构设置，使第一开口和第二开口相互稳焰，相互传火。第二开口呈水平向

延伸的长槽结构，可对位于上方的外环燃烧器的火孔和第一开口起稳焰作用。

[0018] 较佳地，所述出火口还包括第三开口，所述第三开口设置于所述第二开口的下方，

所述第三开口的宽度小于所述第二开口的宽度，所述第三开口的高度大于所述第二开口的

高度。

[0019] 通过该结构设置，将第三开口设置在第二开口下方，使第二开口在溢液产生时成

为第三开口的阻断槽，避免溢液进入传火通道或者堵塞混气室中的燃气出气口。第三开口

的高度大于第二开口的高度，使位于传火通道内的溢液可以从此处流出。

[0020] 较佳地，所述第一开口的数量为多个，多个所述第一开口沿水平方向依次设置于

所述外环燃烧器的火孔之间。

[0021] 通过该结构设置，提高第一开口的稳焰效果及向位于两侧的火孔的火焰传递效

果。

[0022] 较佳地，所述预燃腔连通于所述缓冲腔的开口与所述预燃腔连通于所述外侧表面

的出火口在传火方向上错位布置。

[0023] 通过该结构设置，使得预燃腔被点燃的传火火焰从开口传递至出火口处时，火焰

在出火口处的传递速度不会过快，防止在出火口处形成爆鸣等风险。

[0024] 较佳地，所述预燃腔连通于所述缓冲腔的开口与所述缓冲腔连通于所述内侧表面

的入火口在传火方向上错位布置。

[0025] 通过该结构设置，使得缓冲腔被内环点燃的传火火焰从入火口传递至开口处时，

火焰在开口处的传递速度不会过快，防止在开口处形成爆鸣等风险。

[0026] 较佳地，所述预燃腔连通于所述缓冲腔的开口延伸至所述传火通道的下表面。

[0027] 通过该结构设置，使位于预燃腔或缓冲腔内的溢液能够通过开口流动至另一个腔

室，以便于溢液进一步从传火通道内排出。

[0028] 较佳地，所述传火通道的下表面的高度沿传火方向逐渐下降。

[0029] 通过该结构设置，提高溢液在传火通道内的流动速度，以提高溢液排出传火通道

的效率。

[0030] 较佳地，所述混气室连通至所述缓冲腔的燃气通道包括第一出气口，所述第一出

气口朝所述内侧表面的方向设置。

[0031] 通过该结构设置，通过使第一出气口朝内侧表面方向设置，提高缓冲腔靠近内侧

表面处的燃气量，以在外环燃烧器的混气室通入燃气时，有效保证缓冲腔靠近内侧表面处

的燃气量，以确保内环燃烧器的火焰能够快速将缓冲腔内的燃气点燃。

[0032] 较佳地，所述混气室连通至所述缓冲腔的燃气通道还包括第二出气口，所述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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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气口垂直于传火方向设置，所述第二出气口沿传火方向设置于所述第一出气口的后侧。

[0033] 通过该结构设置，设置第二出气口垂直于传火方向朝缓冲腔输送燃气，以降低缓

冲腔内的燃气流动速度，有利于稳焰。

[0034] 较佳地，所述外环燃烧器还包括基座和火盖，所述基座的上部敞开，所述火盖盖设

于所述基座的敞开处，所述火盖和所述基座共同围成所述混气室。

[0035] 通过该结构设置，通过火盖盖在基座上的方式形成混气室，便于设计和加工。同

时，在取下火盖时，可使混气室外露，便于后期维护。

[0036] 较佳地，所述火盖和所述基座还共同围成所述传火通道。

[0037] 通过该结构设置，通过火盖盖在基座上的方式形成传火通道，便于设计和加工。同

时，也方便加工出混气室连通至传火通道的燃气通道结构。

[0038] 较佳地，所述混气室连通至所述缓冲腔的燃气通道的截面面积小于所述混气室连

通至所述预燃腔的燃气通道的截面面积。

[0039] 通过该结构设置，通过调整连通至缓冲腔及预燃腔的燃气通道的截面面积的方

式，使混气室中被通入燃气时，缓冲腔内的燃气密度能够小于预燃腔内的燃气密度。

[0040] 较佳地，所述缓冲腔的腔室容积大于所述预燃腔的腔室容积。

[0041] 通过该结构设置，使混气室中被通入燃气时，缓冲腔内的燃气密度能够小于预燃

腔内的燃气密度。

[0042] 本发明的积极进步效果在于：

[0043] 该燃气灶具，通过在传火通道内依次设置两个具有不同燃气密度的腔室，使得内

环的火焰可以先引燃燃气密度相对较低的缓冲腔，使得传火火焰能够相对快速地传递至缓

冲腔与预燃腔的连通处，再利用该传火火焰去引燃燃气密度相对较高的预燃腔，使传火火

焰在预燃腔内能够相对更久的燃烧，提高外环燃烧器的火孔被成功点燃的概率。

[0044] 该燃气灶具，通过分别利用不同燃气密度的腔室在被点燃时具有的不同特性，通

过设置两个依次连通的，具有不同密度的腔室，使传火通道能够在保证传火速度的同时保

证传火成功率。

附图说明

[0045] 图1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燃气灶具的结构示意图。

[0046] 图2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燃气灶具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47] 图3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外环燃烧器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48] 图4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火盖的结构示意图(一)。

[0049] 图5为图4中B部分的局部放大图。

[0050] 图6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火盖的结构示意图(二)。

[0051] 附图标记说明：

[0052] 外环燃烧器1

[0053] 传火通道11

[0054] 缓冲腔111

[0055] 入火口1111

[0056] 第一出气口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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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第二出气口1113

[0058] 预燃腔112

[0059] 出火口1121，第一开口1122，第二开口1123，第三开口1124

[0060] 开口1125

[0061] 混气室12

[0062] 火孔13

[0063] 基座14

[0064] 火盖15

[0065] 内环燃烧器2

具体实施方式

[0066] 下面通过实施例的方式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但并不因此将本发明限制在所述的实

施例范围之中。

[0067] 本发明提供一种燃气灶具，如图1所示，其包括同心设置的内环燃烧器2和外环燃

烧器1。在外环燃烧器1的内部设置有传火通道11，该传火通道11沿水平方向贯穿外环燃烧

器1，并从外环燃烧器1的内侧表面1a延伸至外侧表面1b。外环燃烧器1内的混气室12与传火

通道11连通，以在混气室12通入燃气时向传火通道11输送燃气。

[0068] 如图2和图3所示，外环燃烧器1还包括基座14和火盖15，基座14的上部敞开，火盖

15盖在基座14的敞开处。该火盖15和基座14共同围成混气室12以及传火通道11。通过该结

构设置，通过火盖15盖在基座14上的方式形成混气室12和传火通道11，便于设计和加工。同

时，在取下火盖15时，可使混气室12外露，便于后期维护。

[0069] 本实施例中，如图2和图4所示，传火通道11主要是形成在火盖15上，其中，该传火

通道11包括沿着传火方向A依次设置并相互连通的缓冲腔111和预燃腔112，靠近内侧表面

1a设置的是缓冲腔111，靠近外侧表面1b设置的是预燃腔112。缓冲腔111和预燃腔112分别

连通至混气室12，当被混气室12通入燃气时，缓冲腔111内的燃气密度小于预燃腔112内的

燃气密度。

[0070] 该燃气灶具，通过在传火通道11内依次设置两个具有不同燃气密度的腔室，使得

内环的火焰可以先引燃燃气密度相对较低的缓冲腔111，使得传火火焰相对快速地传递至

缓冲腔111与预燃腔112的连通处，再利用该传火火焰去引燃燃气密度相对较高的预燃腔

112，使传火火焰在预燃腔112内能够相对更久的燃烧，提高外环燃烧器1的火孔13被成功点

燃的概率。

[0071] 该燃气灶具，通过分别利用不同燃气密度的腔室在被点燃时具有的不同特性，通

过设置两个依次连通的，具有不同密度的腔室，使传火通道11能够在保证传火速度的同时

保证传火成功率。

[0072] 其中，在混气室12通入燃气时，使缓冲腔111内的燃气密度小于预燃腔112内的燃

气密度的实施方案，可以像本实施例中那样，使混气室12连通至缓冲腔111的燃气通道的截

面面积小于混气室12连通至预燃腔112的燃气通道的截面面积，以通过调整连通至缓冲腔

111及预燃腔112的燃气通道的截面面积的差距，使混气室12中被通入燃气时，缓冲腔111内

的燃气密度能够小于预燃腔112内的燃气密度。同时，还可以使缓冲腔111的腔室容积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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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燃腔112的腔室容积，以在向腔室通入相同流量燃气的情况下，使缓冲腔111内的燃气密

度能够小于预燃腔112内的燃气密度。当然，现有技术中其他能够使连通至混气室12的一个

腔室的燃气密度小于另一个腔室的燃气密度的实施方案，也可以使用于燃气灶具的传火通

道11中，以获得相同的效果。

[0073] 本实施例中，如图5所示，混气室12连通至缓冲腔111的燃气通道包括有第一出气

口1112和第二出气口1113。其中，第一出气口1112朝向外环燃烧器1的内侧表面1a的方向设

置。通过使第一出气口1112朝内侧表面1a方向设置，提高缓冲腔111靠近内侧表面1a处的燃

气量，以在外环燃烧器1的混气室12通入燃气时，有效保证缓冲腔111靠近内侧表面1a处的

燃气量，以确保内环燃烧器2的火焰能够快速将缓冲腔111内的燃气点燃。

[0074] 而第二出气口1113则垂直于传火方向A设置，在这种出气口朝向下，可有效降低第

二出气口1113向缓冲腔111内输入的燃气的流动速度，有利于稳焰，使传火火焰稳定燃烧。

并且，在本实施例中，第二出气口1113与第一出气口1112一样，也是成对设置的，第二出气

口1113的两股燃气气流对冲，能够进一步降低出气速度。

[0075] 进一步的，如图2所示，缓冲腔111在传火通道11内沿着传火方向A延伸的长度L1大

于预燃腔112在传火通道11内沿传火方向A延伸的长度L2。在这种结构设置下，可使能够快

速燃烧、快速传火的缓冲腔111在整个传火通道11内占据相对较长的长度，进一步提高整个

传火通道11的火焰传递速度，更好的发挥缓冲腔111和预燃腔112各自的优势。

[0076] 如图4和图5所示，预燃腔112连通至外环燃烧器1的外侧表面1b的出火口1121包

括：

[0077] 第一开口1122，该第一开口1122沿着水平方向设置在外环燃烧器1的火孔13之间；

第二开口1123，第二开口1123设置在第一开口1122的下方，第二开口1123沿水平方向延伸，

且其两端分别延伸至临近于第一开口1122的外环燃烧器1的火孔13下方位置处。通过该结

构设置，使第一开口1122和第二开口1123相互稳焰，相互传火。第二开口1123呈水平向延伸

的长槽结构，可对位于上方的外环燃烧器1的火孔13和第一开口1122起稳焰作用。

[0078] 在本实施例中，第一开口1122有三个，这三个第一开口1122沿着水平方向依次设

置在外环燃烧器1的两个火孔13之间，以提高第一开口1122的稳焰效果及向位于两侧的火

孔13的火焰传递效果。

[0079] 进一步的，出火口1121还包括第三开口1124，第三开口1124设置在第二开口1123

的下方，第三开口1124的宽度小于第二开口1123的宽度，第三开口1124的高度大于第二开

口1123的高度。通过将第三开口1124设置在第二开口1123下方，使第二开口1123在溢液产

生时成为第三开口1124的阻断槽，避免溢液进入传火通道11或者堵塞混气室12中的燃气出

气口。第三开口1124的高度大于第二开口1123的高度，使位于传火通道11内的溢液可以从

此处流出。

[0080] 如图5所示，预燃腔112连通至缓冲腔111的开口1125与预燃腔112连通至外侧表面

1b的出火口1121在传火方向A上错位布置，通过该结构设置，使得预燃腔112被点燃的传火

火焰从开口1125传递至出火口1121处时，火焰在出火口1121处的传递速度不会过快，防止

在出火口1121处形成爆鸣等风险。基于相同的理由，预燃腔112连通至缓冲腔111的开口

1125与缓冲腔111连通至内侧表面1a的入火口1111在传火方向A上也错位布置。

[0081] 另外，本实施例中，不论是预燃腔112连通至缓冲腔111的开口1125，还是入火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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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或出火口1121(第三开口1124)，都是向下延伸至位于基座14上的传火通道11的下表面

11a的。通过该结构设置，使位于预燃腔112或缓冲腔111内的溢液能够通过开口1125流动至

另一个腔室，同时也便于溢液进一步从传火通道11内排出。

[0082] 如图3所示，本实施例中，设置在基座14上的传火通道11的下表面11a的高度沿着

传火方向A逐渐下降，以实现提高溢液在传火通道11内的流动速度的目的，进而提高溢液排

出传火通道11的效率。避免溢液堵塞传火通道11连通至混气室12的燃气通道。

[0083] 虽然以上描述了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是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当理解，这仅

是举例说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是由所附权利要求书限定的。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背离

本发明的原理和实质的前提下，可以对这些实施方式做出多种变更或修改，但这些变更和

修改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说　明　书 6/6 页

9

CN 112050211 A

9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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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3/5 页

12

CN 112050211 A

12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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