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2998295.4

(22)申请日 2021.11.26

(73)专利权人 宁波新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315012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丽园北

路755号437室

(72)发明人 常安杰　聂运铎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康盛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331

专利代理师 刘世颂

(51)Int.Cl.

A47J 27/04(2006.01)

A47J 36/38(2006.01)

A47J 36/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防冷凝水的多功能锅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防冷凝水的多功能

锅，包括一加热主机和安装在所述主机上的蒸

锅，所述蒸锅包括一与所述加热主机相接触的深

口锅盘和盖合在所述深口锅盘上的深口锅盖，所

述深口锅盘中设置有一蒸片支架，所述蒸片支架

上设置有一第一蒸片，所述第一蒸片位于所述深

口锅盘的口部，所述第一蒸片与所述深口锅盖之

间形成间隙，所述深口锅盖内壁形成的冷凝水经

所述间隙流入所述深口锅盘中。本实用新型中在

深口锅盘中设置蒸片支架和第一蒸片，第一蒸片

是由蒸片支架支撑，所以可以将第一蒸片做小，

使其与深口锅盖之间形成间隙，从而能够防止冷

凝水流入到第一蒸片上，不会在第一蒸片上堆积

冷凝水，从而保证食物的原汁原味和美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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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冷凝水的多功能锅，包括一加热主机和安装在所述加热主机上的蒸锅，其特

征在于：所述蒸锅包括一与所述加热主机相接触的深口锅盘和盖合在所述深口锅盘上的深

口锅盖，所述深口锅盘中设置有一蒸片支架，所述蒸片支架上设置有一第一蒸片，所述第一

蒸片位于所述深口锅盘的口部，所述第一蒸片与所述深口锅盖之间形成间隙，所述深口锅

盖内壁形成的冷凝水经所述间隙流入所述深口锅盘中，所述深口锅盘的内壁成形有搁置台

阶，所述搁置台阶位于所述深口锅盘的中下部，所述蒸片支架安放在所述搁置台阶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冷凝水的多功能锅，其特征在于：所述蒸片支架包括一环

形本体和位于所述环形本体四角处的支脚。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防冷凝水的多功能锅，其特征在于：所述环形本体上设置有

搁置平台和围绕所述搁置平台的挡水侧壁，所述第一蒸片安放在所述搁置平台上。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防冷凝水的多功能锅，其特征在于：所述挡水侧壁与所述深

口锅盖之间形成所述间隙。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冷凝水的多功能锅，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蒸片高于所述

深口锅盘的顶部。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冷凝水的多功能锅，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一带有通孔的第

二蒸片，所述第二蒸片安放在所述搁置台阶上，所述蒸片支架安放在所述第二蒸片上。

7.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防冷凝水的多功能锅，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蒸片上设置有

多个蒸汽通孔。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冷凝水的多功能锅，其特征在于：所述深口锅盘的顶部设

置有锅盖台阶，所述深口锅盖盖合在所述锅盖台阶上。

9.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防冷凝水的多功能锅，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蒸片和所述第

一蒸片上成形有多个条形凹陷，所述第二蒸片上的条形凹陷中设置有所述通孔，所述第一

蒸片上的条形凹陷中设置有蒸汽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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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冷凝水的多功能锅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小家电，尤其涉及一种防冷凝水的多功能锅。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多功能 锅可以 满足多种烹饪的需要 ，例如中国申请号为

201710843718.0号发明专利公开文件，公开了一种多功能锅，包括外壳、发热体导热盘和锅

体，外壳内设有一内胆，外壳的上端与内胆的上端连接；发热体导热盘设置于内胆内，且发

热体导热盘的高度低于内胆的深度，发热体导热盘的外底面上设有底部发热体，发热体导

热盘的外侧壁上设有环形发热体，底部发热体和环形发热体并连并电连接接入至多功能锅

的工作电路中；锅体放置于发热体导热盘上，发热体导热盘的内壁贴合于锅体的外壁，且锅

体的高度大于发热体导热盘的深度。该多功能锅的发热体导热盘进行直接加热，锅体受热

均匀，发热体导热盘的内壁可紧密贴合于锅体的外壁上，从而能够将大部分热量传至锅体，

内胆能有效有效隔绝发热体向外部传递热量，热量散失少，能量利用率高。在上述方案中，

内胆中很难设置蒸层，蒸面食的效果很差，难以满足多种形式的蒸煮。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之不足，提供一种具有防

冷凝水功能的、使用效果好的多功能锅。

[0004] 按照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防冷凝水的多功能锅，包括一加热主机和安装在所述

主机上的蒸锅，所述蒸锅包括一与所述加热主机相接触的深口锅盘和盖合在所述深口锅盘

上的深口锅盖，所述深口锅盘中设置有一蒸片支架，所述蒸片支架上设置有一第一蒸片，所

述第一蒸片位于所述深口锅盘的口部，所述第一蒸片与所述深口锅盖之间形成间隙，所述

深口锅盖内壁形成的冷凝水经所述间隙流入所述深口锅盘中，所述深口锅盘的内壁成形有

搁置台阶，所述搁置台阶位于所述深口锅盘的中下部，所述蒸片支架安放在所述搁置台阶

上。

[0005] 按照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防冷凝水的多功能锅还具有如下附属技术特征：

[0006] 进一步包括，所述蒸片支架包括一环形本体和位于所述环形本体四角处的支脚。

[0007] 进一步包括，所述环形本体上设置有搁置平台和围绕所述搁置平台的挡水侧壁，

所述第一蒸片安放在所述搁置平台上。

[0008] 进一步包括，所述挡水侧壁与所述深口锅盖之间形成所述间隙。

[0009] 进一步包括，所述第一蒸片高于所述深口锅盘的顶部。

[0010] 进一步包括，还包括一带有通孔的第二蒸片，所述第二蒸片安放在所述搁置台阶

上，所述蒸片支架安放在所述第二蒸片上。

[0011] 进一步包括，所述第一蒸片上设置有多个蒸汽通孔。

[0012] 进一步包括，所述深口锅盘的顶部设置有锅盖台阶，所述深口锅盖盖合在所述锅

盖台阶上。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217610502 U

3



[0013] 进一步包括，所述第二蒸片和所述第一蒸片上成形有多个条形凹陷，所述第二蒸

片上的条形凹陷中设置有所述通孔，所述第一蒸片上的条形凹陷中设置有所述蒸汽通孔。

[0014] 按照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防冷凝水的多功能锅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本实用新型中在深口锅盘中设置蒸片支架和第一蒸片，第一蒸片是由蒸片支架支撑，所以

可以将第一蒸片做小，使其与深口锅盖之间形成间隙，从而能够防止冷凝水流入到第一蒸

片上，目的是为了让水蒸气碰到金属锅盖的内壁，然后形成冷凝水就会沿着金属锅盖的内

壁流下来后，并通过所述间隙，就能使冷凝水直接流到深口锅盘底部，这样就能使得用户在

蒸食物时，不会在第一蒸片上堆积冷凝水，从而保证食物的原汁原味和美观度。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主视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分解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蒸片支架的立体图；

[0018]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剖视图；

[0019] 图5为图1中A处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清楚的说明本实用新型中的方案，下面给出优选的实施例并结合附图详细说

明。以下的说明本质上仅仅是示例性的而并不是为了限制本公开的应用或用途。应当理解

的是，在全部的附图中，对应的附图标记表示相同或对应的部件和特征。

[0021] 如图1至图5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防冷凝水的多功能锅，包括一加热主机

10和安装在所述加热主机10上的蒸锅20，所述蒸锅20包括一与所述加热主机10相接触的深

口锅盘1和盖合在所述深口锅盘1上的深口锅盖2，所述深口锅盘1中设置有一蒸片支架41，

所述蒸片支架41上设置有一第一蒸片42，所述第一蒸片42位于所述深口锅盘1的口部，所述

第一蒸片42与所述深口锅盖2之间形成间隙21，所述深口锅盖2内壁形成的冷凝水经所述间

隙21流入所述深口锅盘1中。本实用新型中的加热主机10中设置有发热结构和控制装置，发

热结构可以对蒸锅加热，这些结构都可以采用成熟的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对其具体的结

构和功能不再赘述。本实用新型的主要改进之处在于增加了蒸锅，所述蒸锅可以实现蒸煮

功能。所述深口锅盘1是指具有一定深度的锅盘结构，锅盘整体为类长方体结构，深度较深，

可以作为火锅或麻辣烫加工使用。锅盘的底部与加热主机相接触。所述深口锅盖2为具有较

大拉伸高度的锅盖结构，所述深口锅盖2具有较高的内腔，盖合在所述深口锅盘1上时会形

成较大的蒸煮空间。所述第一蒸片42与所述深口锅盖2之间形成间隙21，所述深口锅盖2内

壁形成的冷凝水经所述间隙21流入所述深口锅盘1中。本实用新型中将所述第一蒸片42远

离所述深口锅盖2，目的是为了让水蒸气碰到金属锅盖的内壁，然后形成冷凝水就会沿着金

属锅盖的内壁流下来后，并通过所述间隙21，就能使冷凝水直接流到深口锅盘底部，这样就

能使得用户在蒸食物时，不会在第一蒸片上堆积冷凝水，从而保证食物的原汁原味和美观

度。

[0022] 参见图1至图5，在本实用新型给出的上述实施例中进一步包括，所述蒸片支架41

包括一环形本体411和位于所述环形本体411四角处的支脚412。本实施例设置了四个支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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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分别位于所述环形本体411的四个角处。上述支撑结构更加稳定，更好的与所述深口锅

盘1相配合。

[0023] 参见图1至图5，在本实用新型给出的上述实施例中进一步包括，所述环形本体411

上设置有搁置平台413和围绕所述搁置平台413的挡水侧壁414，所述第一蒸片42安放在所

述搁置平台413上。所述搁置平台413用于支撑所述第一蒸片42，所述挡水侧壁414起到限位

的作用，防止所述第一蒸片42移动。所述挡水侧壁414还具有隔绝冷凝水的作用，使锅盖内

壁上的冷凝水不会流入所述第一蒸片42上。本实施例中，所述挡水侧壁414与所述深口锅盖

2之间形成所述间隙21，上述结构利于冷凝水流入到所述深口锅盘1中。

[0024] 参见图1至图5，在本实用新型给出的上述实施例中进一步包括，所述深口锅盘1的

内壁成形有搁置台阶11，所述搁置台阶11位于所述深口锅盘1的中下部，所述蒸片支架41安

放在所述搁置台阶11上。所述搁置台阶11方便了所述蒸片支架41的安放，结构更加简单。

[0025] 参见图1至图5，在本实用新型给出的上述实施例中进一步包括，所述第一蒸片42

高于所述深口锅盘1的顶部，从而防止冷凝水流入所述第一蒸片42上。

[0026] 参见图1至图5，在本实用新型给出的上述实施例中进一步包括，还包括一带有通

孔的第二蒸片31，所述第二蒸片31安放在所述搁置台阶11上，所述蒸片支架41安放在所述

第二蒸片31上。所述搁置台阶11方便了所述第二蒸片31的安放，结构更加简单。所述第二蒸

片31上的通孔可以方便沸水或蒸汽通过，从而利于对食物加工。

[0027] 参见图1至图5，在本实用新型给出的上述实施例中进一步包括，所述第一蒸片42

上设置有多个蒸汽通孔421。所述蒸汽通孔421用于通过蒸汽，从而方便对食物的加工。本实

用新型中的蒸汽通孔421可以为圆形孔，也可以为长条形孔。

[0028] 参见图1至图5，在本实用新型给出的上述实施例中进一步包括，所述深口锅盘1的

顶部设置有锅盖台阶12，所述深口锅盖2盖合在所述锅盖台阶12上。所述锅盖台阶12利于所

述深口锅盖2盖合，上述结构使得所述深口锅盖2与所述深口锅盘1配合紧密，更好的保留蒸

汽。

[0029] 参见图1至图5，在本实用新型给出的上述实施例中进一步包括，所述第二蒸片31

和所述第一蒸片42上成形有多个条形凹陷312、422，所述第二蒸片31上的条形凹陷312中设

置有所述通孔311，所述第一蒸片42上的条形凹陷422中设置有所述蒸汽通孔421。本实用新

型中的条形凹陷利于食物的放置。

[0030] 综上所述，以上所述内容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原

理，并非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

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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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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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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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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