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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蒸制烹饪装置，包括内胆，

该内胆的侧壁上开设有排气口，排气口嵌装有排

气套筒，该气套筒的内端口上沿周向设置有至少

三块排气挡块，各排气挡块能拼合形成能盖封排

气套筒的内端口的排气封盖，且该排气封盖的内

端面为受压曲面，还包括滑移组件和弹性限位

件，内胆中的气压能作用于受压曲面而使各排气

挡块在滑移组件作用下相对于排气套筒的内端

口的中心处做相离运动。本发明结构简单，在保

证使用安全性的基础上，能有效实现微压蒸制，

使得本发明中的蒸制烹饪装置更适用于蒸制不

易熟的食物，提升蒸制烹饪效果，并且无需借助

外力，利用内胆内部自身压力反馈即能实现对内

胆内压的自调节，即能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内胆内

压的自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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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蒸制烹饪装置，包括箱体(1)和盖合在该箱体(1)前侧开口上的门体(2)，上述箱

体(1)中设置有内胆(11)，其特征在于，所述内胆(11)的侧壁上开设有排气口(111)，该排气

口(111)嵌装有排气套筒(5)，该排气套筒(5)的内端口上沿周向设置有至少三块排气挡块

(61)，各排气挡块(61)能朝排气套筒(5)的内端口的中心处聚拢而相互拼合形成能盖封排

气套筒(5)的内端口的排气封盖(6)，且该排气封盖(6)的内端面由外周向其中心处均匀朝

外凹陷而形成受压曲面(60)，

还包括滑移组件和弹性限位件(7)，内胆(11)中的气压能作用于上述排气封盖(6)的受

压曲面(60)而使各排气挡块(61)在滑移组件作用下相对于排气套筒(5)的内端口的中心处

做相离运动，而上述弹性限位件(7)使各排气挡块(61)具有朝排气套筒(5)的内端口的中心

处聚拢而形成上述排气封盖(6)的趋势。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蒸制烹饪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气封盖(6)的外形与排气套

筒(5)的内端口相匹配，各排气挡块(61)的外形大致呈扇形，各相邻排气挡块(61)的相邻面

均为圆弧面，且各排气挡块(61)的一侧为圆弧凸面而另一侧为圆弧凹面，且各相邻排气挡

块(61)的圆弧凸面与圆弧凹面能相互拼合，各排气挡块(61)的内端面均形成由其圆弧端向

尖端凹陷的圆弧曲面(610)，各排气挡块(61)的圆弧曲面(610)拼合而形成上述受压曲面

(60)。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蒸制烹饪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移组件包括滑孔(51)、滑杆

(611)、导杆(52)以及导向滑槽(612)，上述滑孔(51)沿轴向贯设在排气套筒(5)的侧壁上，

该滑孔(51)沿排气套筒(5)周向间隔均设并与上述排气挡块(61)一一对应，且各滑孔(51)

孔道的横截面均呈圆弧状，上述滑杆(611)与排气挡块(61)一一对应并分别沿与对应排气

挡块(61)垂直方向固定在排气挡块(61)的外端面上，且各滑杆(611)均固定在对应排气挡

块(61)的外侧端上并分别沿周向位于各排气挡块(61)的同一侧，各滑杆(611)插入对应的

滑孔(51)中并能沿该滑孔(51)长度方向来回滑动，上述导杆(52)沿轴向固定在排气套筒

(5)内端口的口缘上，各导杆(52)与上述排气挡块(61)一一对应并沿排气套筒(5)内端口的

口缘间隔均设，且各导杆(52)沿周向位于各滑孔(51)的同一侧，上述导向滑槽(612)分别开

设在各排气挡块(61)的外端面上，各导向滑槽(612)的形状均呈圆弧状，各导杆(52)位于对

应的导向滑槽(612)中并能沿对应的导向滑槽(612)的长度方向来回滑动，各排气挡块(61)

拼合状态下，各导向滑槽(612)的朝向与对应的滑孔(51)相对并与对应的滑孔(51)形成夹

角，各滑杆(611)位于对应导向滑槽(612)的相远端的一侧，而各导杆(52)位于对应导向滑

槽(612)的另一端中。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蒸制烹饪装置，其特征在于，各所述排气挡块(61)完全拼合状态

下，各滑杆(611)位于对应滑孔(51)的一端，各导杆(52)位于对应导向滑槽(612)的一端，各

排气挡块(61)完全相离状态下，各滑杆(611)位于对应滑孔(51)的另一端，各导杆(52)位于

对应导向滑槽(612)的另一端。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蒸制烹饪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传动圈(9)和安装套筒(8)，

安装套筒(8)的内侧端沿周向朝内凹陷而形成环形的限位环沿(81)，且安装套筒(8)的内侧

端的外径与上述排气套筒(5)外端口的内径相匹配，安装套筒(8)的内侧端插入排气套筒

(5)的外端口中，上述传动圈(9)被限位在上述排气套筒(5)外端口的口沿与上述限位环沿

(81)之间，且该传动圈(9)能沿安装套筒(8)的内侧端周向旋转，且各滑杆(611)的自由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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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穿过对应的滑孔(51)并均与传动圈(9)固定，

上述弹性限位件(7)为卷簧，该卷簧绕围设在传动圈(9)上，卷簧的外侧端与外部支撑

物固定，内侧端与传动圈(9)固定。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蒸制烹饪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气口(111)对应的内胆(11)

外侧面上罩设有排气罩(41)，该排气罩(41)上设有通孔(411)，上述安装套筒(8)的外侧端

端口嵌装在上述通孔(411)中，上述卷簧容置在上述排气罩(41)中，且该卷簧的外侧端与排

气罩(41)的内侧面固定，上述通孔(411)的外侧连接有排气管(4)。

7.如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蒸制烹饪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气口(111)对应的

内胆(11)内侧面上罩设有保护罩(10)，该保护罩(10)上开设有出气孔(101)。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蒸制烹饪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气口(111)开设在内胆(11)

的左侧壁上。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蒸制烹饪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门体(2)下端的两侧分别通过

铰链结构(21)与箱体(1)连接，门体(2)上端的两侧分别通过锁定结构(22)与箱体(1)连接。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蒸制烹饪装置，其特征在于，各所述锁定结构(22)均包括具有

锁孔(2211)的锁杆(221)、锁钩(222)以及复位弹簧(223)，上述锁杆(221)设置在门体(2)

上，锁钩(222)枢接在箱体(1)上且其一端具有能与上述锁孔(2211)勾合的钩部(2221)，另

一端与上述复位弹簧(223)的一端连接，而该复位弹簧(223)的另一端连接在箱体(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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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蒸制烹饪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烹饪装置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蒸制烹饪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蒸制食物时内胆中的压强越大越容易将食物蒸熟蒸均匀，传统的蒸箱内胆由于通

过出气口与外界相通，因此传统蒸箱内胆内外的气压差值不大，不利于蒸制一些不易熟透

的食物。此外，专利号为ZL201410167707.1(授权公告号为CN103976649A)的中国实用新型

专利公开了一种压力蒸箱，包括箱体和安装在箱体内的内胆，内胆上设有进蒸汽口，在内胆

的内部安装有探测内胆内部蒸汽压力的压力探头，在内胆上开有泄压口，在内胆的外部安

装有驱动装置和由该驱动装置驱动的密封件，驱动装置能根据压力探头的不同探测信号而

驱动密封件封闭或打开所述的泄压口。该专利中通过压力探头、驱动装置以及密封件的配

合作用来实现对内胆中压力的调节，从而提高蒸箱的使用安全性，但是该专利中实现压力

调节的结构较复杂，从而增加了蒸箱的设计、制造难度，同时也增加了生产成本，同时该专

利中的驱动装置无法从真正意义上做到根据内胆内压来进行自调节。

发明内容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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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简单并能实

现微压蒸的蒸制烹饪装置。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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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简单并能对

内胆中的压力进行自调节的蒸制烹饪装置。

[0005] 本发明解决至少一个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蒸制烹饪装置，包

括箱体和盖合在该箱体前侧开口上的门体，上述箱体中设置有内胆，其特征在于，所述内胆

的侧壁上开设有排气口，该排气口嵌装有排气套筒，该排气套筒的内端口上沿周向设置有

至少三块排气挡块，各排气挡块能朝排气套筒的内端口的中心处聚拢而相互拼合形成能盖

封排气套筒的内端口的排气封盖，且该排气封盖的内端面由外周向其中心处朝外凹陷而形

成受压曲面，还包括滑移组件和弹性限位件，内胆中的气压能作用于上述排气封盖的受压

曲面而使各排气挡块在滑移组件作用下相对于排气套筒的内端口的中心处做相离运动，而

上述弹性限位件具有各排气挡块具有朝排气套筒的内端口的中心处聚拢而形成排气封盖

的趋势。

[0006] 进一步，所述排气封盖的外形与排气套筒的内端口相匹配，各排气挡块的外形大

致呈扇形，各相邻排气挡块的相邻面均为圆弧面，且各排气挡块的一侧为圆弧凸面而另一

侧为圆弧凹面，且各相邻排气挡块的圆弧凸面与圆弧凹面能相互拼合，各排气挡块的内端

面均形成由其圆弧端向尖端凹陷的圆弧曲面，各排气挡块的圆弧曲面拼合而形成上述受压

曲面。从而能使各排气挡块在内胆气压作用下配合各圆弧面的相互作用，实现各排气挡块

相对位置的渐变，进而实现排气口开口大小的渐变。

[0007] 进一步，所述滑移组件包括滑孔、滑杆、导杆以及导向滑槽，上述滑孔沿轴向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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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排气套筒的侧壁上，该滑孔沿排气套筒周向间隔均设并与上述排气挡块一一对应，且各

滑孔孔道的横截面均呈圆弧状，上述滑杆与排气挡块一一对应并分别沿与对应排气挡块垂

直方向固定在排气挡块的外端面上，且各滑杆均固定在对应排气挡块的外侧端上并分别沿

周向位于各排气挡块的同一侧，各滑杆插入对应的滑孔中并能沿该滑孔长度方向来回滑

动，上述导杆沿轴向固定在排气套筒内端口的口缘上，各导杆与上述排气挡块一一对应并

沿排气套筒内端口的口缘间隔均设，且各导杆沿周向位于各滑孔的同一侧，上述导向滑槽

分别开设在各排气挡块的外端面上，各导向滑槽的形状均呈圆弧状，各导杆位于对应的导

向滑槽中并能沿对应的导向滑槽的长度方向来回滑动，各排气挡块拼合状态下，各导向滑

槽的朝向与对应的滑孔相对并与对应的滑孔形成夹角，各滑杆位于对应导向滑槽的相远端

的一侧，而各导杆位于对应导向滑槽的另一端中。这样当各滑杆沿对应滑孔滑动时，带动对

应的导杆沿导向滑槽滑动，从而使得各排气挡块逐渐相互分离或拼合，从而实现排气口开

口大小的逐渐变化。

[0008] 进一步，各所述排气挡块完全拼合状态下，各滑杆位于对应滑孔的一端，各导杆位

于对应导向滑槽的一端，各排气挡块完全相离状态下，各滑杆位于对应滑孔的另一端，各导

杆位于对应导向滑槽的另一端。从而能对各排气挡块在完全拼合状态下以及各排气挡块完

全相离状态下进行定位，进而使得排气口能根据需要稳定地保持在最大开口以及完全关闭

状态。

[0009] 进一步，为使弹性限位件能更好地作用于各排气挡块，还包括传动圈和安装套筒，

安装套筒的内侧端沿周向朝内凹陷而形成环形的限位环沿，且安装套筒的内侧端的外径与

上述排气套筒外端口的内径相匹配，安装套筒的内侧端插入排气套筒的外端口中，上述传

动圈被限位在上述排气套筒外端口的口沿与上述限位环沿之间，且该传动圈能沿安装套筒

的内侧端周向旋转，且各滑杆的自由端分别穿过对应的滑孔并均与传动圈固定，上述弹性

限位件为卷簧，该卷簧绕围设在传动圈上，卷簧的外侧端与外部支撑物固定，内侧端与传动

圈固定。初始状态下(各排气挡块拼合成排气封盖的状态下)弹性限位件通过其自身势能对

传动圈进行限位，从而避免各排气挡块在内胆未达到设定压力前发生动作，保证调节的可

靠性以及内胆的密封效果，当内胆的内压达到设定值(即内压大于卷簧对传动圈作用状态

下)，内胆气压驱动各排气挡块动作进而带动传动圈转动，而传动圈转动，使得卷簧进一步

累积势能，当内胆通过逐渐打开的排气口泄压后，内胆中的气压下降，各排气挡块作用于传

动圈的作用力逐渐小于卷簧，传动圈在卷簧的作用力反转，各排气挡块相对于排气套筒的

内端口的中心处做聚拢动作而重新拼合成排气封盖，排气口关闭，内胆重新被密封。

[0010] 为使安装套筒和弹性限位件的安装更加稳固，所述排气口对应的内胆外侧面上罩

设排气罩，该排气罩上开设有通孔，上述安装套筒的外侧端端口嵌装在上述通孔中，上述卷

簧容置在上述排气罩中，且该卷簧的外侧端与排气罩的内侧面固定，上述通孔的外侧连接

有排气管。

[0011] 为使内胆中的气压能更加均匀地作用于排气封盖的受压曲面，所述排气口对应的

内胆内侧面上罩设有保护罩，该保护罩上均布有出气孔。

[0012] 进一步，当蒸制烹饪装置同时具有微波功能时，优选地，所述排气口开设在内胆的

左侧壁上，可防止上述保护罩及排气套筒等部件对微波辐射的干扰，防止发生打火现象。

[0013] 进一步，所述门体下端的两侧分别通过铰链结构与箱体连接，门体上端的两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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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通过锁定结构与箱体连接。通过锁定结构能进一步促进门体对内胆开口的封闭，从而能

避免微波从门缝中泄漏(当本发明中的蒸制烹饪装置具有微波功能的情况下)，同时也能防

止在微压蒸制模式下，避免门体被内胆内部的气压顶开，保证内胆内部的压强。

[0014] 进一步，各所述锁定结构均包括具有锁孔的锁杆、锁钩以及复位弹簧，上述锁杆设

置在门体上，锁钩枢接在箱体上且其一端具有能与上述锁孔勾合的钩部，另一端与上述复

位弹簧的一端连接，而该复位弹簧的另一端连接在箱体上。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本发明中各排气挡块能拼合成排气封盖，该

排气封盖能盖封在排气套筒的内端口上，从而封闭排气口，这样在一定压强内能对内胆进

行密封，通过增加内胆内的蒸汽量对内胆进行加压，实现微压蒸制，提升蒸制效果。此外，排

气封盖的内端面形成受压曲面，内胆中的气压作用于该受压曲面时，各排气挡块上的压力

被分解为轴向和径向的分力，其中径向的分力在滑移组件的配合下能驱动各排气挡块动作

而做相对于内端口的中心处做相离运动，从而使得排气口被逐渐打开，排气口的实际开口

面积逐渐增大，弹性限位件对各排气挡块的动作进行限位，使得内胆内压达到一定值(即大

于弹性限位件对各排气挡块的作用力)才能驱动各排气挡块动作而使排气口打开。可见本

发明中的蒸制烹饪装置结构简单，在保证使用安全性的基础上，能有效实现微压蒸制，使得

本发明中的蒸制烹饪装置适用于蒸制不易熟的食物，提升蒸制烹饪效果，并且无需借助外

力，利用内胆内部自身压力反馈即能实现对内胆内压的自调节，即能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内

胆内压的自调节。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蒸制烹饪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图1的另一方向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蒸制烹饪装置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图3中A部分的放大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锁杆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内胆的结构分解图；

[0022]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中蒸制烹饪装置的局部结构示意图(各排气挡块合拢状态

下)；

[0023]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中蒸制烹饪装置的局部结构示意图(各排气挡块分离状态

下)；

[0024] 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中蒸制烹饪装置的局部结构的结构分解图；

[0025] 图10为图9的另一方向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1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蒸制烹饪装置的局部结构的分解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8] 如图1～11所示，一种蒸制烹饪装置，包括箱体1和盖合在该箱体1前侧开口上的门

体2，上述箱体1中设置有内胆11。本实施例中上述门体2下端的两侧分别通过铰链结构21与

箱体1连接，门体2上端的两侧分别通过锁定结构22与箱体1连接。通过锁定结构22能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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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门体2对内胆11开口的封闭，从而能避免微波从门缝中泄漏(当本发明中的蒸制烹饪装

置具有微波功能的情况下)，同时也能防止在微压蒸制模式下，避免门体2被内胆11内部的

气压顶开，保证内胆11内部的压强。进一步，具体地，各锁定结构22均包括具有锁孔2211的

锁杆221、锁钩222以及复位弹簧223，上述锁杆221设置在门体2上，锁钩222枢接在箱体1上

且其一端具有能与上述锁孔2211勾合的钩部2221，另一端与上述复位弹簧223的一端连接，

而该复位弹簧223的另一端连接在箱体1上。这样当锁钩222勾合在锁杆221的锁孔2211中时

即能实现锁定结构22的锁定，当锁钩222从锁孔2211中脱离时即能实现锁定结构22的解锁。

[0029] 本实施例中的蒸制烹饪装置为蒸微一体机，上述内胆11的底部设置有微波微晶板

112，还包括设置在内胆11外部的蒸汽发生系统3，该蒸汽发生系统3包括蒸汽发生器31、水

箱36、进水泵32、单向阀33、出水管34以及进水管35，该出水管34的一端与水箱36的出水口

连通，另一端与单向阀33的进水口连通，且该出水管34上设置有进水泵32，进水管35的一端

与蒸汽发生器31的进水口连通，另一端与单向阀33的出水口连通。内胆11的背板上设置有

进气口113，蒸汽发生器31的出气口通过进气管311与该进气口113连通。这样蒸制模式下，

蒸汽发生器31产生蒸汽，上述单向阀33关闭，通过该蒸汽发生器31源源不断地向内胆11输

入蒸汽，实现对内胆11的加压。

[0030] 本实施例中，上述内胆11的上方设置有上安装板12，上述蒸汽发生器31安装在该

上安装板12的上表面上，此外，该上安装板12的上表面上还罩设有导风罩14，该导风罩14与

上安装板12的上表面围成排气通道140。

[0031] 进一步，上述内胆11的侧壁上开设有排气口111，该排气口111嵌装有排气套筒5，

该排气套筒5的内端口上沿周向设置有至少三块排气挡块61，各排气挡块61能朝排气套筒5

的内端口的中心处聚拢而相互拼合形成能盖封排气套筒5的内端口的排气封盖6，且该排气

封盖6的内端面由外周向其中心处朝外凹陷而形成受压曲面60，还包括滑移组件和弹性限

位件7，内胆11中的气压能作用于上述排气封盖6的受压曲面60而使各排气挡块61在滑移组

件作用下相对于排气套筒5的内端口的中心处做相离运动，而上述弹性限位件7具有各排气

挡块61具有朝排气套筒5的内端口的中心处聚拢而上述排气封盖6的趋势。

[0032] 各排气挡块61能拼合成排气封盖6，该排气封盖6能盖封在排气套筒5的内端口上，

从而封闭排气口111，这样在一定压强内能对内胆11进行密封，通过增加内胆11内的蒸汽量

对内胆11进行加压，实现微压蒸制，提升蒸制效果。此外，排气封盖6的内端面形成受压曲面

60，内胆11中的气压作用于该受压曲面60时，各排气挡块61上的压力被分别分解为轴向和

径向的分力，其中径向的分力在滑移组件的配合下能驱动各排气挡块61动作而做相对于内

端口的中心处做相离运动，从而使得排气口111被逐渐打开，排气口111的实际开口面积逐

渐增大，弹性限位件7对各排气挡块61的动作进行限位，使得内胆11内压达到一定值(即大

于弹性限位件7对各排气挡块61的作用力)才能驱动各排气挡块61动作而使排气口111打

开。可见本发明中的蒸制烹饪装置结构简单，在保证使用安全性的基础上，能有效实现微压

蒸制，使得本发明中的蒸制烹饪装置更适用于蒸制不易熟的食物，提升蒸制烹饪效果，并且

无需借助外力，利用内胆11内部自身压力反馈即能实现对内胆11内压的自调节，即能从真

正意义上实现内胆11内压的自调节。

[0033] 本实施例中，优选地，排气口111对应的内胆11内侧面上罩设有保护罩10，该保护

罩10的外形呈圆柱状，其圆形端面上布设有出气孔101，从而能对作用于排气封盖6的受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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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面60的气压进行均流，使得内胆11中的气压能更加均匀地作用于排气封盖6的受压曲面

60，进而使得各排气挡块61能更加平稳的动作。由于本实施例中的蒸制烹饪装置为蒸微一

体机，排气口111开设在内胆11的左侧壁上，可防止上述保护罩10及排气套筒5等部件对微

波辐射的干扰，防止发生打火现象。

[0034] 本实施例中，上述排气封盖6的外形与排气套筒5的内端口相匹配，上述排气挡块

61为五块，各排气挡块61的外形大致呈扇形(类似于花瓣状)，各相邻排气挡块61的相邻面

均为圆弧面，且各排气挡块61的一侧为圆弧凸面而另一侧为圆弧凹面，且各相邻排气挡块

61的圆弧凸面与圆弧凹面能相互拼合，各排气挡块61的内端面均形成由其圆弧端向尖端凹

陷的圆弧曲面610，各排气挡块61的圆弧曲面610拼合而形成上述受压曲面60。从而能使各

排气挡块61在内胆11气压作用下配合各圆弧曲面610的相互作用，实现各排气挡块61相对

位置的渐变，进而实现排气口111开口大小的渐变。

[0035] 上述滑移组件包括滑孔51、滑杆611、导杆52以及导向滑槽612，上述滑孔51沿轴向

贯设在排气套筒5的侧壁上，该滑孔51沿排气套筒5周向间隔均设并与上述排气挡块61一一

对应，且各滑孔51孔道的横截面均呈圆弧状，上述滑杆611与排气挡块61一一对应并分别沿

与对应排气挡块61垂直方向固定在排气挡块61的外端面上，且各滑杆611均固定在对应排

气挡块61的外侧端上并分别沿周向位于各排气挡块61的同一侧，各滑杆611插入对应的滑

孔51中并能沿该滑孔51长度方向来回滑动，上述导杆52沿轴向固定在排气套筒5内端口的

口缘上，各导杆52与上述排气挡块61一一对应并沿排气套筒5内端口的口缘间隔均设，且各

导杆52沿周向位于各滑孔51的同一侧，上述导向滑槽612分别开设在各排气挡块61的外端

面上，各导向滑槽612的形状均呈圆弧状，各导杆52位于对应的导向滑槽612中并能沿对应

的导向滑槽612的长度方向来回滑动。各排气挡块61完全拼合状态下，各导向滑槽612朝向

与对应的滑孔51相对并与对应的滑孔51形成夹角，各滑杆611位于对应导向滑槽612的相远

端(导向滑槽612的第一端612a)的一侧(此时滑杆611位于滑孔51的第一端51a)，而各导杆

52位于对应导向滑槽612的另一端中(导向滑槽612的第二端612b)。这样当各滑杆611沿对

应滑孔51滑动时，带动对应的导杆52沿导向滑槽612滑动，从而使得各排气挡板61逐渐相互

分离或拼合，从而实现排气口111开口大小的逐渐变化。具体地，各排气挡块61完全拼合状

态下，各滑杆611位于对应滑孔51的第一端51a，同时各导杆52位于对应导向滑槽612的第二

端612b，滑杆611沿滑孔51长度方向滑向滑孔51的第二端51b的过程中，带动各导杆52沿对

应导向滑槽612的长度方向滑向导向滑槽612的第一端612a，进而带动各排气挡块61相对于

排气套筒5前端口的中心处朝外转动，使得各排气挡块61相分离，排气口111的开口逐渐变

大，当各滑杆611滑动至对应滑孔51的第二端51b时，各导杆52同时滑至导向滑槽612的第一

端612a，此时排气口111的开口开启至最大。复位时，各滑杆611朝滑孔51的第一端51a方向

滑动，带动各导杆52朝导向滑槽612的第二端612a方向滑动，进而带动各排气挡块61朝排气

套管5内侧端的中心处复位，最终各排气挡块61完全相拼合，排气口111被完全关闭。可见，

本实施例中，各排气挡块61完全拼合状态下，各滑杆611位于对应滑孔51的第一端，各导杆

52位于对应导向滑槽612的第二端612a，各排气挡块61完全相离状态下，各滑杆611位于对

应滑孔51的第二端51b，各导杆52位于对应导向滑槽612的第一端612a。从而能对各排气挡

块61在完全拼合状态下以及各排气挡块61完全相离状态下进行定位，进而使得排气口111

能根据需要稳定地保持在最大开口以及完全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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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为使弹性限位件7能更好地作用于各排气挡块61，还包括传动圈9和安装套筒8，安

装套筒8的内侧端沿周向朝内凹陷而形成环形的限位环沿81，且安装套筒8的内侧端的外径

与上述排气套筒5外端口的内径相匹配，安装套筒8的内侧端插入排气套筒5的外端口中，上

述传动圈9被限位在上述排气套筒5外端口的口沿与上述限位环沿81之间，且该传动圈9能

沿安装套筒8的内侧端周向旋转，且各滑杆611的自由端分别穿过对应的滑孔51并均与传动

圈9固定，上述弹性限位件7为卷簧，该卷簧绕围设在传动圈9上，卷簧的外侧端与外部支撑

物固定，内侧端与传动圈9固定。初始状态下(各排气挡块61拼合成排气封盖6的状态下)弹

性限位件7通过其自身势能对传动圈9进行限位，从而避免各排气挡块61在内胆11未达到设

定压力前发生动作，保证调节的可靠性以及内胆11的密封效果，当内胆11的内压达到设定

值(即内胆11大于卷簧对传动圈9的作用下)，内胆11气压驱动各排气挡块61动作进而带动

传动圈9转动，而传动圈9转动，使得卷簧进一步累积势能，当内胆11通过逐渐打开的排气口

111泄压后，内胆11中的气压下降，各排气挡块61作用于传动圈9的作用力逐渐小于卷簧，传

动圈9在卷簧的作用力反转，各排气挡块61相对于排气套筒5的内端口的中心处做聚拢动作

而重新拼合成排气封盖6，排气口111关闭，内胆11重新被密封。

[0037] 此外，为使安装套筒8和弹性限位件7的安装更加稳固，所述排气口111对应的内胆

11外侧面上罩设排气罩41，该排气罩41上开设有通孔411，上述安装套筒8的外侧端端口嵌

装在上述通孔411中，上述卷簧容置在上述排气罩41中，且该卷簧的外侧端与排气罩41的内

侧面(即上述外部支撑物)固定，上述通孔411的外侧连接有排气管4，上述上上述导风罩14

上开设的导风口141，该排气管4与该导风口121连通，从而实现排气口111的顺利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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