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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烹饪装置，包括内胆，该内

胆的左右内侧面上分别设置有侧支架，各所述侧

支架上分别设置有加热装置；还涉及具有该烹饪

装置的集成灶及该集成灶的烘干方法。与现有技

术相比，本发明能有效提高对内胆的烘干效率，

有效防止蒸制工序结束后内胆的侧壁残留冷凝

水。本发明的烘干方法中，通过各侧支架上的加

热装置和底部加热盘的配合作用，能快速加热内

胆中的水，而通过搅拌风机的作用能使加热产生

的热气快速充满整个内胆，使得内胆中的水能被

热风快速吹干，同时通过第一、第二热断路器能

对加热盘和各加热装置进行保护，从而提高烘干

过程中整个集成灶的使用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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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烹饪装置，具有蒸制功能，包括内胆(1)，该内胆(1)的左右内侧面上分别设置有

侧支架(2)，其特征在于，各所述侧支架(2)上分别设置有加热装置(20)。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烹饪装置，其特征在于，各所述侧支架(2)均包括两侧的竖杆

(21)和横向连接在两侧竖杆(21)之间的横杆对，各横杆对均包括支撑横杆(22)和位于该支

撑横杆(22)上方的限位横杆(23)，各竖杆(21)和限位横杆(23)均为中空结构，且上述加热

装置(20)为设置在各的杆体的中空结构中的加热丝。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烹饪装置，其特征在于，各所述加热装置(20)分别沿其所在杆体

的长度方向延伸。

4.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烹饪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内胆(1)的背部设置有搅

拌风机(3)。

5.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烹饪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内胆(1)的底部设置有加

热盘(4)，该内胆(1)上开设有进水口，该进水口上连接有与进水泵(61)连接的进水管，且该

进水管上设置有用于启闭该进水管的电磁阀(62)。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烹饪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电源板(5)，该电源板(5)与各加

热装置(20)、加热盘(4)、搅拌风机(3)、进水泵(61)以及电磁阀(62)分别连接，各加热装置

(20)串联且其连接支路上连接有第一热断路器(71)，而加热盘(4)的连接支路上连接有第

二热断路器(72)。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烹饪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热断路器(71)的上限温度为

200℃。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烹饪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盘(4)包括第一加热管(41)和

第二加热管(42)，该第一加热管(41)和第二加热管(42)分别与上述电源板(5)连接，且该第

一加热管(41)和第二加热管(42)的连接支路上分别连接有第三热断路器(73)和第四热断

路器(74)。

9.一种具有如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烹饪装置的集成灶，包括灶具(102)，其特征

在于，所述烹饪装置(101)设置在上述灶具(102)的下方。

10.一种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集成灶的烘干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蒸制工序完成前，关闭上述进水泵(61)和电磁阀(62)，内胆(1)停止进水，加热盘

(4)继续工作，开启各侧支架(2)上的加热装置(20)；

S2：开启上述搅拌风机(3)，使热气充满整个内胆(1)；

S3：上述加热盘(4)干烧一次，上述第二热断路器(72)断开，加热盘(4)停止工作；

S4：各侧支架(2)上的加热装置(20)干烧一次，上述第一热断路器(71)断开，各加热装

置(20)停止工作；

S5：上述搅拌风机(3)停止工作，烘干工序完成。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集成灶的烘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1中蒸制工序完成

前6min，关闭上述进水泵(61)和电磁阀(62)并开启各侧支架(2)上的加热装置(20)。

12.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集成灶的烘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烘干工序中，上述各加

热装置(20)和加热盘(4)的工作时间均为5～7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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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烹饪装置及具有该烹饪装置的集成灶及其烘干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烹饪装置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具有烘干功能的烹饪装置及具有该烹饪

装置的集成灶及其烘干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蒸箱、蒸烤一体机以及微蒸烤一体机等具有蒸制功能的烹饪装置其工作原理主要

是通过充满内胆的蒸汽以实现对食物的加热和蒸熟。部分蒸制烹饪装置采用外置蒸汽发生

器的方式以实现对蒸汽的供给，另一部分则采用内置蒸汽发生器的的方式来实现对蒸汽的

供给。

[0003] 烹饪结束后，部分蒸汽会残留在内胆中，这样不仅开门时，内胆中的蒸汽会直冲用

户，从而造成不好的用户使用体验，而且蒸汽冷凝后，冷凝水会积聚在内胆中，若长期未使

用，不仅会导致相关部件被腐蚀，影响使用寿命，而且会大量滋生细菌，从而造成安全隐患。

目前有采用将蒸汽从内胆中抽离的方式来解决上述问题，如申请号为CN201810025623.2

(公开号为CN110025227A)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具有自动排湿烘干功能的烤箱，其包

括有烹饪室，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除湿装置，设置在所述烹饪室的外侧壁上，该除湿装置包

括有转动件和驱动该转动件转动的驱动结构；通孔，开设在所述烹饪室的外侧壁上，容纳所

述的转动件在其中；并且转动件在该通孔的转动过程中，将其局部表面轮换地暴露在所述

烹饪室之内或之外；储水盒，设置在所述转动件的下方。该专利中通过将烹饪室中的冷凝水

外抽，从而实现对烹饪室中的冷凝水的烘干处理，但是该种方式需要先将蒸汽冷凝再将其

抽离烹饪室，烘干效率较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第一个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而提供一种烘干效率高的烹

饪装置。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第二个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而提供一种使用安全的烹饪

装置。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第三个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而提供一种烘干效率高且使

用安全的具有上述烹饪装置的集成灶。

[0007]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第四个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而提供一种烘干效率高且使

用安全的上述集成灶的烘干方法。

[0008] 为解决第一个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具有烘干功能的烹饪装置，包

括内胆，该内胆的左右内侧面上分别设置有侧支架，其特征在于，各所述侧支架上分别设置

有加热装置。

[0009] 进一步，各所述侧支架均包括两侧的竖杆和横向连接在两侧竖杆之间的横杆对，

各横杆对均包括支撑横杆和位于该支撑横杆上方的限位横杆，各竖杆和限位横杆均为中空

结构，且上述加热装置为设置在各中空结构中的加热丝。加热丝功率小，发热量小，其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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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不会超过250℃，这样加热丝不仅能使内胆侧壁上的水珠快速汽化，而且不会使其所在

的侧支架的杆体发生黄色。如上设置不仅能提高各侧支架中的加热装置对内胆侧壁的加热

效率，同时由于烤盘、烤架直接放置在支撑横杆上，因此各支撑横杆上未设置加热丝，这样

能避免支撑横杆温度过高并将高温传导至烤盘、烤架的食物上从而使得食物局部温度过

高。

[0010] 作为优选，各所述加热装置分别沿其所在杆体的长度方向延伸，从而能进一步提

高加热装置对内胆的加热效率。

[0011] 作为优选，所述内胆的背部设置有搅拌风机。这样蒸制工序时，通过搅拌风机的旋

转、搅拌能使蒸汽在内胆中均匀分布，并且能加热蒸汽的流动速度，从而增强蒸汽与食物的

热交换，而在烘干功能中，通过搅拌风机的旋转、搅拌能使内胆中的热气快速地充满整个内

胆，从而内胆中的热气能更好地加热内胆中的冷凝水，继而进一步改善对内胆的烘干效果。

[0012] 烹饪装置中用于加热的蒸汽可通过多种方式产生，目前一般采用外置蒸汽发生器

的方式，本发明中，优选地，所述内胆的底部设置有加热盘，该内胆上开设有进水口，该进水

口上连接有与进水泵连接的进水管，且该进水管上设置有用于启闭该进水管的电磁阀。

[0013] 为解决上述第二个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本发明中的烹饪装置还包括电

源板，该电源板与各加热装置、加热盘、搅拌风机、进水泵以及电磁阀分别连接，各加热装置

串联且其连接支路上连接有第一热断路器，而加热盘的连接支路上连接有第二热断路器。

通过设置第一热断路器和第二热断路器能对整个烹饪装置进行保护，从而提高烘干过程中

烹饪装置的使用安全性。

[0014]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第一热断路器的上限温度为200℃。

[0015] 作为优选，所述加热盘包括第一加热管和第二加热管，该第一加热管和第二加热

管分别与上述电源板连接，且该第一加热管和第二加热管的连接支路上分别连接有第三热

断路器和第四热断路器。

[0016] 为解决第三个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具有如上所述的烹饪装置的集

成灶，包括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烹饪装置设置在上述灶具的下方。

[0017] 为解决第四个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如上所述的烹饪装置的烘干方

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18] S1：蒸功能完成前，关闭上述进水泵和电磁阀，内胆停止进水，加热盘继续工作，开

启各侧支架上的加热装置；

[0019] S2：开启上述搅拌风机，以使热气充满整个内胆；

[0020] S3：上述加热盘干烧一次，上述第二热断路器断开，加热盘停止工作；

[0021] S4：各侧支架上的加热装置干烧一次，上述第一热断路器断开，各加热装置停止工

作；

[0022] S5：上述搅拌风机停止工作，烘干工序完成。

[0023]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S1中蒸功能完成前6min，关闭上述进水泵和电磁阀并开启各

侧支架上的加热装置。

[0024] 作为优选，所述烘干工序中，上述各加热装置和加热盘的工作时间均为5～7min，

从而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

[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本发明中各侧支架分别设置有加热装置，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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饪装置在蒸制工序结束后，内胆的侧壁上会残留冷凝水，因此在各侧支架上分别设置加热

装置，利用各加热装置对内胆侧壁进行加热，从而能有效提高对内胆的烘干效率，有效防止

蒸制工序结束后内胆的侧壁残留冷凝水。本发明的烘干方法中，通过各侧支架上的加热装

置和底部加热盘的配合作用，能快速加热内胆中的水，而通过搅拌风机的作用能使加热产

生的热气快速充满整个内胆，使得内胆中的水能被热风快速吹干，同时通过第一、第二热断

路器能对加热盘和各加热装置进行保护，从而提高烘干过程中整个集成灶的使用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集成灶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集成灶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加热盘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侧支架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侧支架的竖杆或限位横杆的局部剖视图；

[0031]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电气连接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33] 如图1～6所示，一种集成灶，包括灶具102和设置在该灶具102底部的烹饪装置

101，该烹饪装置101具有该烹饪装置101包括内胆1，该内胆1的左右内侧面上分别设置有侧

支架2，各侧支架2分别设置有加热装置20。烹饪装置101的蒸制工序结束后，内胆1的侧壁上

会残留冷凝水滴，因此在各侧支架2上分别设置加热装置20，利用各加热装置20对内胆1侧

壁进行加热，从而能有效提高对内胆1的烘干效率，有效防止蒸制结束后内胆1的侧壁残留

冷凝水。

[0034] 进一步，各上述侧支架2均包括两侧的竖杆21和横向连接在两侧竖杆21之间的横

杆对，各横杆对均包括支撑横杆22和位于该支撑横杆22上方的限位横杆23，各竖杆21和限

位横杆23均为中空结构，且上述加热装置20为设置在各杆体的中空结构中的加热丝。加热

丝功率小，发热量小，其表面温度不会超过250℃，这样加热丝不仅能使内胆1侧壁上的水珠

快速汽化，而且不会使其所在的侧支架2的杆体发生黄色。如上设置不仅能提高各侧支架2

中的加热装置20对内胆1侧壁的加热效率，同时由于烤盘、烤架直接放置在支撑横杆22上，

因此各支撑横杆22上未设置加热丝，这样能避免支撑横杆22温度过高并将高温传导至烤

盘、烤架的食物上从而使得食物局部温度过高。优选地，各上述加热装置20分别沿其所在杆

体的长度方向延伸，从而能进一步提高加热装置20对内胆1的加热效率。优选地，内胆1的背

部设置有搅拌风机3，这样蒸制工序时，通过搅拌风机3的旋转、搅拌能使蒸汽在内胆1中均

匀分布，并且能加热蒸汽的流动速度，从而增强蒸汽与食物的热交换，而在烘干功能中，通

过搅拌风机3的旋转、搅拌能使内胆1中的热气快速地充满整个内胆1，从而内胆1中的热气

能更好地加热内胆1中的冷凝水，继而进一步改善对内胆1的烘干效果。优选地，内胆1的背

板上开设有排气口11，这样经加热汽化后的水汽能通过该排气口11外排，并且该排气口11

可启闭：当蒸制时，该排气口11关闭，从而能避免过多蒸汽外排而影响蒸制效果；烘干时，该

排气口11开启，从而能使加热汽化后的水汽能快速地通过排气口11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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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烹饪装置101中用于加热的蒸汽可通过多种方式产生，目前一般采用外置蒸汽发

生器的方式。本实施例中，上述内胆1的底部设置有加热盘4，该内胆1上开设有进水口(未示

出)，该进水口上连接有与进水泵61连接的进水管(未示出)，且该进水管上设置有用于启闭

该进水管的电磁阀62。进水管与水箱63的出水口连接，水箱63中的水进入进水管中，而进水

管中的水通过进水口进入内胆1中，加热盘4加热内胆1中的水而产生蒸汽，产生的蒸汽用于

对食物进行加热。

[0036] 进一步，本发明中的烹饪装置101还包括电源板5，该电源板5与各加热装置20、加

热盘4、搅拌风机3、进水泵61以及电磁阀62分别连接，各加热装置20串联且其连接支路上连

接有第一热断路器71，而加热盘4的连接支路上连接有第二热断路器72。通过设置第一热断

路器71和第二热断路器72能对整个烹饪装置101进行保护。优选地，本实施例中上述第一热

断路器71的上限温度为200℃。此外，上述加热盘4包括第一加热管41和第二加热管42，该第

一加热管41和第二加热管42分别与上述电源板5连接，且该第一加热管41和第二加热管42

的连接支路上分别连接有第三热断路器73和第四热断路器74。

[0037] 上述集成灶的烘干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8] S1：蒸制工序完成前6min，关闭上述进水泵61和电磁阀62，内胆1停止进水，加热盘

4继续工作，开启各侧支架2上的加热装置20。这样通过加热盘4与各侧支架2上的加热装置

20的配合作用能快速加热内胆1中的水。

[0039] S2：开启上述搅拌风机3，以使加热盘4加热产生的底部热气和各侧支架2加热产生

的侧部热气充满整个内胆1，内胆1四周侧壁上的水能被热风快速吹干。

[0040] S3：上述加热盘4干烧一次，上述第二热断路器72断开，加热盘4停止工作，从而对

加热盘4进行保护。

[0041] S4：各侧支架2上的加热装置20干烧一次，上述第一热断路器71断开，各加热装置

20停止工作，从而对各加热装置20进行保护。

[0042] S5：上述搅拌风机3停止工作，烘干工序完成。

[0043] 优先地，烘干工序中，上述各加热装置20和加热盘4的工作时间均为5～7min(优选

为6min)。即烘干过程中，各加热装置20和加热盘4的工作时间接近并均为6min，从而提升用

户的使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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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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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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