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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可控的节能环保炉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温度可控的节能环保炉，

包括炉灶头、打火装置和能源箱，所述能源箱左

侧下端位置设置有第一管道，所述第一管道中心

上端垂直固接有阀门，所述第一管道左侧设置有

限流器；所述限流器上端中心位置垂直固接有第

二管道；所述第二管道上方设置有弹性波纹管；

所述弹性波纹管上端水平设置有横向管道。本发

明能源箱内部原料通过第一管道排出；阀门控制

第一管道的开启或者关闭；开启阀门使能源箱内

部能源通过第一管道后流向限流器，然后通过第

二管道和弹性波纹管最后从通气孔中喷出；弧形

挡板用来聚拢热能，防止热能从周围散失，从而

节约能源；第一缓冲弹簧用来缓冲使用锅放置时

产生的冲击力；温度感应器用来感应炉灶头的内

部温度。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108151076 B

2020.05.26

CN
 1
08
15
10
76
 B



1.一种温度可控的节能环保炉，包括炉灶头(1)、打火装置(2)和能源箱(3)，其特征在

于：所述能源箱(3)左侧下端位置设置有第一管道(4)，所述第一管道(4)中心上端垂直固接

有阀门(5)，所述第一管道(4)左侧设置有限流器(6)；所述限流器(6)上端中心位置垂直固

接有第二管道(7)；所述第二管道(7)上方设置有弹性波纹管(8)；所述弹性波纹管(8)上端

水平设置有横向管道(10)；所述横向管道(10)上端均匀设置有若干个通气孔(9)，所述横向

管道(10)正下方两端位置对称设置有第一缓冲弹簧(21)，所述第一缓冲弹簧(21)左侧设置

有温度感应器(22)，所述炉灶头(1)下方右侧位置固接有处理器(11)，所述炉灶头(1)两侧

位置对称设置有支撑杆(18)；所述支撑杆(18)上端固接有油烟处理装置(19)，所述打火装

置(2)内部左下方位置设置有储蓄电池(12)，所述打火装置(2)右上方固接有保护壳(15)；

所述保护壳(15)内部设置有导线(14)，导线(14)下端固接在储蓄电池(12)上方；所述保护

壳(15)下方和打火装置(2)连接处设置有第二缓冲弹簧(16)，所述通气孔(9)上端四周位置

环绕设置有弧形挡板(20)，所述第一缓冲弹簧(21)底端设置有垫块(23)，所述储蓄电池

(12)右侧设置有检测器(13)，所述保护壳(15)右侧设置有点火器(1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温度可控的节能环保炉，其特征在于：所述能源箱(3)内壁采

用耐高温的阻燃材料制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温度可控的节能环保炉，其特征在于：所述油烟处理装置(19)

含有均匀分布的气体过滤吸附层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温度可控的节能环保炉，其特征在于：所述油烟处理装置(19)

外部有一个外部打开的防护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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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可控的节能环保炉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节能环保炉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温度可控的节能环保炉。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锅炉行业也得到快速的发展，锅炉行业的标准逐

渐趋于规范化，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从而促使经济规模也不断扩大。但是，目前针对锅炉行

业的发展现状而言，其对资源的浪费现象比较严重，给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的破坏。随着人们

环保意识理念的不断加强，在各个领域中均突显出节能减排、环保的重要性，并将其融入到

生产工作中。在锅炉行业中，为了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对锅炉生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节能

减排工作逐步开展。但是效果不够理想，锅炉行业中生产比较分散，生产床架多但是生产效

能较低，并且生产集中度较低，导致企业的发展不够均衡。锅炉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较低，

还有待提高。另外，我国工业锅炉对能源的消耗较大，且对能源的运行利用效率较低，从而

导致浪费现象比较严重，对节能减排工作的顺利开展造成一定的影响。

[0003] 锅炉是一种能量转换设备，向锅炉输入的能量有燃料中的化学能、电能，锅炉输出

具有一定热能的蒸汽、高温水或有机热载体；锅的原义指在火上加热的盛水容器，炉指燃烧

燃料的场所，锅炉包括锅和炉两大部分。锅炉中产生的热水或蒸汽可直接为工业生产和人

民生活提供所需热能，也可通过蒸汽动力装置转换为机械能，或再通过发电机将机械能转

换为电能；提供热水的锅炉称为热水锅炉，主要用于生活，工业生产中也有少量应用；产生

蒸汽的锅炉称为蒸汽锅炉，常简称为锅炉，多用于火电站、船舶、机车和工矿企业，锅壳式锅

炉锅炉的燃烧和吸热蒸发都在一圆筒体内完成，它有卧式和立式之分，如早期的兰开发、炮

仗炉等。

[0004] 家用锅炉是指家庭采暖或洗浴用的民用生活锅炉，其体积小、能耗低，典型特征就

是适合家庭使用。家用锅炉主要以壁挂锅炉和落地锅炉两种型式为主。家用锅炉按照燃料

分为家用电锅炉、家用燃油锅炉、家用燃气锅炉和家用燃煤锅炉；按照用途分为家用采暖锅

炉、家用洗浴锅炉  及家用热水锅炉。

[0005] 在经历了“工业煤烟”和“光化学烟雾”两次污染之后，而今人们正面临着以“室内

废气污染”为主的第三次能源污染。据相关部门检测分析，能耗高、效率低的能源使用方式

是室内污染的关键所在。比如，厨房烹饪灶具燃烧不充分，增加了燃气能源消耗的负担，同

时释放的有害物质成为室内污染的“隐形杀手”。因此，伴随消费升级和人们低碳环保意识

的逐步增强，能源消费型家电必将会被赋予更多的节能内涵，新型节能燃气灶势必成为现

代厨房的标配。

[0006] 前不久，国务院印发了《“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明确了“十三五”节能

减排工作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这标志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节能减排仍会作为一

项基本国策而贯彻进我国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作为一个有责任、有道德的社会公民，面

对节能减排不应只是喊喊口号，而应自觉从你我身边做起，从选择使用节能燃气灶等更环

保的家用电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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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显然，将“环保安全”摆在首位，这不仅是网友对厨电产品的预期，也是整个厨电行

业回归消费的真实写照。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进入2013年，一直处在中国家电业高端化发

展最前沿的吸油烟机市场，再度呈现新的发展趋势：不再是停留于单一的大风量，或者低噪

音，也不再是只关注时尚的工业外观设计、更不是云里雾里的智能云技术升级，而是聚焦消

费者最想要的“没有油烟、油腻”厨房环境营造。

[0008] 由安全问题再往外延伸，便是健康需求与厨房油烟的较量。在PM2.5成为热门话题

的今天，关于厨房油烟伤害的事情也备受关注。研究显示，在非吸烟女性肺癌危险因素中，

超过60%的女性长期接触厨房油烟，厨房油烟成为女性患肺癌祸首之一。此外，厨房噪音也

是伤害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长期处于噪音环境中，会造成听力受损，诱发心脑血管疾病

等。

[0009] 在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集这些优点于一身的产品终将横空出世取代传统的

灶具，给我们的厨房生活带来一场新革命。通过领先的技术提供给我们一台超大液晶显示

控制屏、智能控制、一键烹饪，让我们在家中享受饭店级别的美味、让我们的烹饪更具有诱

惑力！让我们的生活更有安全、更有品质。

[0010] 目前在打火点火时，需要扭动炉灶开关，有时还需用打火机点火，不但费时费力，

而且当开关完全打开时，用打火机进行点火非常不安全；炒菜中途进行配菜时，如果关火，

则继续用时点火麻烦，如果不关火，则对燃料造成很大浪费，从环保的角度来说，也不环保，

而且在炒菜时一般对温度要求很高，如果温度不断的变化会导致菜的口味发生变化，影响

口感。

发明内容

[0011]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温度可控的节能环保炉，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

的问题。

[0012]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温度可控的节能环保炉，包括炉

灶头、打火装置和能源箱，所述能源箱左侧下端位置设置有第一管道，所述第一管道中心上

端垂直固接有阀门，所述第一管道左侧设置有限流器；所述限流器上端中心位置垂直固接

有第二管道；所述第二管道上方设置有弹性波纹管；所述弹性波纹管上端水平设置有横向

管道；所述横向管道上端均匀设置有若干个通气孔，所述横向管道正下方两端位置对称设

置有第一缓冲弹簧，所述第一缓冲弹簧左侧设置有温度感应器，所述炉灶头下方右侧位置

固接有处理器，所述炉灶头两侧位置对称设置有支撑杆；所述支撑杆上端固接有油烟处理

装置，所述打火装置内部左下方位置设置有储蓄电池，所述打火装置右上方固接有保护壳；

所述保护壳内部设置有导线，导线下端固接在储蓄电池上方；所述保护壳下方和打火装置

连接处设置有第二缓冲弹簧。

[0013]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优选方案，所述能源箱内壁采用耐高温的阻燃材料制成。

[0014]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优选方案，所述油烟处理装置含有均匀分布的气体过滤吸附层

板。

[0015]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优选方案，所述油烟处理装置外部有一个外部打开的防护罩。

[0016]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优选方案，所述通气孔上端四周位置环绕设置有弧形挡板。

[0017]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优选方案，所述第一缓冲弹簧底端设置有垫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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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优选方案，所述储蓄电池右侧设置有检测器。

[0019]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优选方案，所述保护壳右侧设置有点火器。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1] 能源箱内部原料通过第一管道排出；阀门控制第一管道的开启或者关闭；开启阀

门使能源箱内部能源通过第一管道后流向限流器，然后通过第二管道和弹性波纹管最后从

通气孔中喷出；弧形挡板用来聚拢热能，防止热能从周围散失，从而节约能源；第一缓冲弹

簧用来缓冲使用锅放置时产生的冲击力；温度感应器用来感应炉灶头的内部温度；处理器

用来接受处理温度感应器传输的数据，之后来控制限流器调节能源输出的大小从而控制炉

灶头的内部温度；油烟处理装置用来处理炉灶头排出的油烟和其他有害气体，防止有害气

体直接排放造成污染；储蓄电池用来储存电源；检测器用来检测储蓄电池的温度；使用者通

过储蓄电池控制点火器进行点火。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打火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第一缓冲弹簧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1-炉灶头；2-打火装置；3-能源箱；4-第一管道；5-阀门；6-限流器；7-第二管

道；8-弹性波纹管；9-通气孔；10-横向管道；11-处理器；12-储蓄电池；13-检测器；14-导线；

15-保护壳；16-第二缓冲弹簧；17-点火器；18-支撑杆；19-油烟处理装置；20-弧形挡板；21-

第一缓冲弹簧；22-温度感应器；23-垫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7] 请参阅图1-3，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实施例：一种温度可控的节能环保炉，包括炉灶

头1、打火装置2和能源箱3，所述能源箱3内壁采用耐高温的阻燃材料制成；所述能源箱3左

侧下端位置设置有第一管道4，能源箱3内部原料通过第一管道4排出；所述第一管道4中心

上端垂直固接有阀门5，阀门5控制第一管道4的开启或者关闭；所述第一管道4左侧设置有

限流器6；所述限流器6上端中心位置垂直固接有第二管道7；所述第二管道7上方设置有弹

性波纹管8；所述弹性波纹管8上端水平设置有横向管道10；所述横向管道10上端均匀设置

有若干个通气孔9，开启阀门5使能源箱9内部能源通过第一管道4后流向限流器6，然后通过

第二管道7和弹性波纹管8最后从通气孔9中喷出；所述通气孔9上端四周位置环绕设置有弧

形挡板20，弧形挡板20用来聚拢热能，防止热能从周围散失，从而节约能源；所述横向管道

10正下方两端位置对称设置有第一缓冲弹簧21，第一缓冲弹簧21用来缓冲使用锅放置时产

生的冲击力；所述第一缓冲弹簧21底端设置有垫块23；所述第一缓冲弹簧21左侧设置有温

度感应器22，温度感应器22用来感应炉灶头1的内部温度；所述炉灶头1下方右侧位置固接

有处理器11，处理器11用来接受处理温度感应器22传输的数据，之后来控制限流器6调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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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输出的大小从而控制炉灶头1的内部温度；所述炉灶头1两侧位置对称设置有支撑杆18；

所述支撑杆18上端固接有油烟处理装置19，所述油烟处理装置19含有均匀分布的气体过滤

吸附层板；所述油烟处理装置19外部有一个外部打开的防护罩；油烟处理装置19用来处理

炉灶头1排出的油烟和其他有害气体，防止有害气体直接排放造成污染；所述打火装置2内

部左下方位置设置有储蓄电池12，储蓄电池12用来储存电源；所述储蓄电池12右侧设置有

检测器13，检测器13用来检测储蓄电池12的温度；所述打火装置2右上方固接有保护壳15；

所述保护壳15内部设置有导线14，导线14下端固接在储蓄电池12上方；所述保护壳15右侧

设置有点火器17，使用者通过储蓄电池12控制点火器17进行点火；所述保护壳15下方和打

火装置2连接处设置有第二缓冲弹簧16。

[0028]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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