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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炉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多功能炉，其包括底

座和上盖，底座设有气孔，底座内设有隔热盘，隔

热盘设有容置空间，隔热盘设有隔热盘孔，隔热

盘上部周边与底座之间密封，隔热盘下部设有电

机，隔热盘的容置空间内设有与电机输出端连接

的风叶，隔热盘内风叶的周边设有发热圈，隔热

盘内风叶和发热圈的上面还设有发热盘，所述的

发热盘与隔热盘留有第一间隙，发热盘上设有发

热盘孔，所述的发热盘上可拆的装有烹饪组件。

本实用新型具备良好的热风循环风道，使炸篮中

各位置的食物都能有效受到热风加热效果。本实

用新型还具备多功能蒸汽接油盘中储水环结构，

受热后产生蒸汽，新结构空气炸锅烹饪出来的食

物口感嫩滑多汁，口感百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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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炉，其特征在于其包括底座(1)和上盖(2)，底座(1)设有气孔(10)，底座

(1)内设有隔热盘(3)，隔热盘(3)设有容置空间(30)，隔热盘(3)设有隔热盘孔(31)，隔热盘

(3)上部周边与底座(1)之间密封，隔热盘(3)下部设有电机(4)，隔热盘(3)的容置空间(30)

内设有与电机输出端连接的风叶(41)，隔热盘(3)内风叶(41)的周边设有发热圈(5)，隔热

盘(3)内风叶(41)和发热圈(5)的上面还设有发热盘(6)，所述的发热盘(6)与隔热盘(3)留

有第一间隙(61)，发热盘(6)上设有发热盘孔(62)，所述的发热盘(6)上可拆的装有烹饪组

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炉，其特征在于烹饪组件包括空气炸锅组件(7)或

炖锅组件(8)或蒸煮锅组件(9)。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炉，其特征在于空气炸锅组件(7)包括接油盘

(71)，接油盘(71)的中部设有中空的中筒(73)，中筒(73)上套有装在接油盘(71)上方的下

炸篮(75)，中筒(73)上还套有装在下炸篮(75)上方的上炸篮(76)。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炉，其特征在于接油盘(71)与底座(1)之间留有第

二间隙(72)，中筒(73)壁上设有多个孔(731)。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炉，其特征在于接油盘(71)的中筒(73)周边设有

下凹的盛油空间(74)，盛油空间(74)与中筒(73)之间还设有水槽(741)，上盖(2)盖合在底

座(2)上。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炉，其特征在于炖锅组件(8)包括炖锅本体(81)，

炖锅本体(81)上端开口处设有托架(82)，托架(82)中部设有托架孔(83)，炖盅(84)插入到

托架孔(83)内，炖盅(84)上设有炖盅上盖(85)，上盖(2)盖合在炖锅本体(81)。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炉，其特征在于蒸煮锅组件(9)包括煮锅本体

(91)，煮锅本体(91)内设有蒸架(92)，煮锅本体(91)上盖合有煮锅上盖(93)。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炉，其特征在于下炸篮(75)包括下炸篮底壁

(751)，下炸篮底壁(751)上设有下炸篮底壁孔(752)，下炸篮底壁(751)上设有环状下围篮

边(753)，下炸篮底壁(751)中部设有供中筒(73)穿过的下炸篮中间孔(754)，下炸篮中间孔

(754)开口处上端设有下炸篮环圈(755)。

9.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炉，其特征在于上炸篮(76)包括上炸篮底网

(761)，上炸篮底网(761)上设有环状上围篮边(762)，上炸篮底网(761)的中部设有供中筒

(73)穿过的上炸篮底孔(763)，上炸篮底孔(763)设有上炸篮圈套(764)。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炉，其特征在于煮锅本体(91)内设有环状台阶

(911)，蒸架(92)设在环状台阶(911)上，煮锅本体(91)上对称设置有一对把手(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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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炉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多功能炉，更具体地说是涉及一种带蒸、煮、炖及空气炸功能

的多功能炉。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上空气炸锅基本采用热风空气循环技术，利用发热管发热产生高温的空

气烹饪技术背景。目前市场上空炸锅其结构安装复杂且整机成本高、食物加热效果差且口

感干硬、内腔加热温度偏低且食物受热不均匀、烹饪食物后炸篮底部残留多余油脂，消费者

食用后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炸篮只有单层设计，造成食物堆叠受热面不均匀，食物生熟不

均的情况。并且功能单一，只具备单一空气炸功能，不具备一锅多用，造成多余浪费和居家

摆放电器空间不足问题。

[0003] 现有空气炸锅的缺点有：1.不具备良好的热风循环效果，炸篮中心食物不能有效

受到均匀热风加热效果，2.没有产生蒸汽结构，传统空气炸烹饪后食物表面上色不均匀且

口感干硬没有肉汁，并且只有单组发热管、功能单一、安装复杂且成本高，3.发热管位置不

易清洗，长期使用后残余食物残渣易匿藏在不可清洗的位置导致发霉且产生难闻的异味，

影响到人体健康。4.只有单层炸篮结构，不利于食物摆放，造成食物堆叠情况产生，令空炸

食物效果不佳，易造成生熟不均。5.只有单一空气炸模式搭配炸篮，没有炖煮模式搭配玻璃

炖锅，功能性单一不具备一锅多用。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可空炸食物的功能

外，还可进行炖、煮不同的烹饪煮食方法，成本低，各组件可分别拆洗，且底座发热管位置易

清洁，更卫生健康的带蒸、煮、炖及空气炸功能的多功能炉。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6] 一种多功能炉，其特征在于其包括底座和上盖，底座设有气孔，底座内设有隔热

盘，隔热盘设有容置空间，隔热盘设有隔热盘孔，隔热盘上部周边与底座之间密封，隔热盘

下部设有电机，隔热盘的容置空间内设有与电机输出端连接的风叶，隔热盘内风叶的周边

设有发热圈，隔热盘内风叶和发热圈的上面还设有发热盘，所述的发热盘与隔热盘留有第

一间隙，发热盘上设有发热盘孔，所述的发热盘上可拆的装有烹饪组件。

[0007] 如上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炉，其特征在于烹饪组件包括空气炸锅组件或炖锅组件或

蒸煮锅组件。

[0008] 如上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炉，其特征在于空气炸锅组件包括接油盘，接油盘的中部

设有中空的中筒，中筒上套有装在接油盘上方的下炸篮，中筒上还套有装在下炸篮上方的

上炸篮。

[0009] 如上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炉，其特征在于接油盘与底座之间留有第二间隙，中筒壁

上设有多个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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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如上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炉，其特征在于接油盘的中筒周边设有下凹的盛油空间，

盛油空间与中筒之间还设有水槽，上盖盖合在底座上。

[0011] 如上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炉，其特征在于炖锅组件包括炖锅本体，炖锅本体上端开

口处设有托架，托架中部设有托架孔，炖盅插入到托架孔内，炖盅上设有炖盅上盖，上盖盖

合在炖锅本体。

[0012] 如上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炉，其特征在于蒸煮锅组件包括煮锅本体，煮锅本体内设

有蒸架，煮锅本体上盖合有煮锅上盖。

[0013] 如上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炉，其特征在于下炸篮包括下炸篮底壁，下炸篮底壁上设

有下炸篮底壁孔，下炸篮底壁上设有环状下围篮边，下炸篮底壁中部设有供中筒穿过的下

炸篮中间孔，下炸篮中间孔开口处上端设有下炸篮环圈。

[0014] 如上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炉，其特征在于上炸篮包括上炸篮底网，上炸篮底网上设

有环状上围篮边，上炸篮底网的中部设有供中筒穿过的上炸篮底孔，上炸篮底孔设有上炸

篮圈套。

[0015] 如上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炉，其特征在于煮锅本体内设有环状台阶，蒸架设在环状

台阶上，煮锅本体上对称设置有一对把手。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7] 1 .具备良好的热风循环风道，使炸篮中各位置的食物都能有效受到热风加热效

果。

[0018] 2.具备多功能蒸汽接油盘中储水环结构，受热后产生蒸汽，新结构空气炸锅烹饪

出来的食物口感嫩滑多汁，口感百变。

[0019] 3.炸篮底部斜平面设计有漏油孔，使烹饪后的食物多余油脂从孔中排出到多功能

蒸汽接油盘内。

[0020] 4.接油盘上还设有接油盘凸台，下炸篮的下部装在接油盘凸台上，从而实现易拆

洗。

[0021] 5.具备两组发热管的设计，可分别应对不同工作模式，使用户增加更多人机互动

乐趣，可烹饪多种食材。

[0022] 6.新结构整机安装简单，成本有效降低，各组件可分别拆洗，且底座发热管位置易

清洁，有效减少食物残渣易匿藏在不可清洗的位置导致发霉且产生难闻的异味，影响到人

体健康。

[0023] 7.采用分体式双层炸篮，上下层炸篮可分别放置食物，并且上层炸篮也拥有排油

结构，一方面增大了食物放置的容量，另一方面令食物不会产生堆叠在一起的情况，令空炸

食物效果更佳，不会造成生熟不均的情况。

[0024] 8.拥有放置玻璃炖盅炖煮食物的结构功能，传统空炸只有单独的空炸功能，本设

计除了空炸食物的功能外，配备玻璃炖锅，可操控功能面板上的空炸与炖煮模式，切换炸篮

与玻璃炖锅进行不同的烹饪煮食。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立体图；

[0026] 图2是本实用新型装备空气炸锅组件后结构爆炸图；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16221227 U

4



[0027] 图3是本实用新型装备炖锅组件后结构爆炸图；

[0028] 图4是本实用新型装备蒸煮锅组件后结构爆炸图；

[0029]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底座的结构图；

[0030] 图6是本实用新型装备空气炸锅组件后的剖视图；

[0031] 图7是本实用新型装备炖锅组件后的剖视图；

[0032] 图8是本实用新型装备蒸煮锅组件后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34] 一种多功能炉，其包括底座1和上盖2，底座1设有气孔10，底座1内设有隔热盘3，隔

热盘3设有容置空间30，隔热盘3设有隔热盘孔31，隔热盘3上部周边与底座1之间密封，隔热

盘3下部设有电机4，隔热盘3内设有与电机输出端连接的风叶41，隔热盘3内风叶41的周边

设有发热圈5，隔热盘3内风叶41和发热圈5的上面还设有发热盘6，所述的发热盘6与隔热盘

3留有第一间隙61，发热盘6上设有发热盘孔62，所述的发热盘6上可拆的装有烹饪组件，烹

饪组件可以是空气炸锅组件7或可拆的装有炖锅组件8或可拆的装有蒸煮锅组件9。本实用

新型工作时，发热圈5和发热盘6可以同时发热，电机4带动风叶41旋转，在风叶的作用下，外

界空气从底座1的气孔10进入，再通过隔热盘孔31，通过发热盘6与隔热盘3之间的第一间隙

61，进入空气炸锅组件7或炖锅组件8或蒸煮锅组件9，再穿过发热盘孔62回到隔热盘3内，使

本实用新型具备良好的热风循环风道。

[0035] 本实用新型底座1上还设有控制电路板(图中未示)，开关组件(图中未示)和电源

板(图中未示)等。

[0036] 本实用新型具备发热圈5和发热盘6两组发热组件的设计，可分别应对不同工作模

式，使用户增加更多人机互动乐趣，可烹饪多种食材。

[0037] 本实用新型的发热盘6下部设有多个发热盘支脚63，发热盘支脚63与隔热盘固定。

发热圈5通过发热圈支架51与隔热盘固定。

[0038] 本实用新型的隔热盘3与底座1之间还设有隔热圈31密封固定。

[0039] 本实用新型的空气炸锅组件7包括接油盘71，接油盘71与底座1之间留有第二间隙

72，接油盘71的中部设有中空的中筒73，中筒73壁上设有多个孔731，接油盘71的中筒73周

边设有下凹的盛油空间74，盛油空间74与中筒73之间还设有水槽741，中筒73上套有装在接

油盘71上方的下炸篮75，中筒73上还套有装在下炸篮75上方的上炸篮76，上盖2盖合在底座

2上。

[0040] 本实用新型在发热盘6工作后，可烧开盛水空间741内的水，产生蒸汽，使水槽741

内的水会跟着蒸发，从而补充水汽，

[0041] 本实用新型采用分体式双层炸篮，上下层炸篮可分别放置食物，并且上层炸篮也

拥有排油结构，一方面增大了食物放置的容量，另一方面令食物不会产生堆叠在一起的情

况，令空炸食物效果更佳，不会造成生熟不均的情况。

[0042] 本实用新型工作时，发热圈5和发热盘6可以同时或不同时发热，电机4带动风叶41

旋转，在风叶的作用下，外界空气从底座1的气孔10进入，再通过隔热盘孔31，通过发热盘6

与隔热盘3之间的第一间隙61，再从中筒73上部穿过中筒73，再穿过发热盘孔62回到隔热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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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使本实用新型具备良好的热风循环风道，使炸篮中各位置食物都能有效受到热风加热

效果。

[0043] 本实用新型的下炸篮75包括下炸篮底壁751，下炸篮底壁751上设有下炸篮底壁孔

752，可使烹饪后的食物多余油脂从下炸篮底壁孔752排出到接油盘的盛油空间74内，方便

清洁。

[0044] 本实用新型的下炸篮底壁751上设有环状下围篮边753，下炸篮底壁751中部设有

供中筒73穿过的下炸篮中间孔754，下炸篮中间孔754开口处上端设有下炸篮环圈755。

[0045] 本实用新型的接油盘71上还设有接油盘凸台711，下炸篮75的下部装在接油盘凸

台711上。

[0046] 本实用新型的上炸篮76包括上炸篮底网761，上炸篮底网761上设有环状上围篮边

762，上炸篮底网761的中部设有供中筒73穿过的上炸篮底孔763，上炸篮底孔763设有上炸

篮圈套764。

[0047] 本实用新型的炖锅组件8包括炖锅本体81，炖锅本体81上端开口处设有托架82，托

架82中部设有托架孔83，炖盅84插入到托架孔83内，炖盅84上设有炖盅上盖85，上盖2盖合

在炖锅本体81，此时上盖2为一平盖。

[0048] 本实用新型的蒸煮锅组件9包括煮锅本体91，煮锅本体91内设有蒸架92，煮锅本体

91上盖合有上盖2，此时上盖2也为一平盖。

[0049] 煮锅本体91内设有环状台阶911，蒸架92设在环状台阶911上，煮锅本体91上对称

设置有一对把手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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