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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燃气灶的燃烧器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燃气灶的燃烧器，包括

有基座；设置在基座之上，并且与基座之间形成

中央混气室的内环火盖，也设置在基座之上，位

于内环火盖的外围，并且与基座之间形成外环混

气室的外环火盖，中央混气室和外环混气室之间

形成补气腔；其特征在于：外环混气室在邻近补

气腔的壁面上沿周向开设有出火孔，补气腔内设

置有用于存溢液的导流环，导流环能将补气腔分

隔成两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分别连通外环混气室

的出火孔区域和中央混气室的外壁区域，与现有

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补气腔内的导流环

不仅能够存储溢液还能将补气腔分隔成相对独

立的空间，空气经过该导流环的分隔作用，形成

两独立补气通道，使内外环均能充分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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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燃气灶的燃烧器，包括有

基座(1)；

内环火盖(2)，设置在基座(1)之上，并且与基座(1)之间形成中央混气室(21)；

外环火盖(3)，也设置在基座(1)之上，位于内环火盖(2)的外围，并且与基座(1)之间形

成外环混气室(31)；所述中央混气室(21)和外环混气室(31)之间形成补气腔(4)；

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环混气室(31)在邻近所述补气腔(1)的壁面上沿周向开设有出火

孔(311)，所述补气腔(4)内设置有导流环(5)，所述导流环(5)能将所述补气腔(4)分隔成两

个补气通路，分别连通外环混气室(31)的出火孔(411)区域和所述中央混气室(21)的外壁

区域，所述导流环(5)呈V字型，包括有内侧周壁(51)和外侧周壁(52)，所述内侧周壁(51)沿

径向自内向外逐渐向下倾斜，与所述外侧周壁(52)一起形成存液区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燃气灶的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环火盖(3)包括有

环状顶壁(34)、自该环状顶壁(34)的内、外侧边缘竖直或倾斜向下延伸的内环壁(32)和外

环壁(33)以及环状顶壁(34)、内环壁(32)和外环壁(33)形成的所述外环混气室(31)，所述

环状顶壁(34)间隔设有自外周向中央逐渐向上倾斜的第一顶壁(341)，所述内环壁(32)对

应所述第一顶壁(341)的第一内壁(321)设置有所述出火孔(31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燃气灶的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环状顶壁(34)还包括

有连接相邻所述第一顶壁(341)的第二顶壁(342)，所述第二顶壁(342)自外周向中央逐渐

向下倾斜，所述外环壁(33)对应所述第二顶壁(342)的第一外壁(331)设置有与所述外环混

气室(31)相连通的外火孔(3311)。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燃气灶的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环火盖(3)的内部

沿径向开有横向引火孔(30)，所述横向引火孔(30)的底部开有连通所述外环混气室(31)的

通孔，所述横向引火孔(30)的外侧开口(301)则位于所述外火孔(3311)的中央。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燃气灶的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火孔(3311)自所述

外侧开口(301)沿所述外环火盖(3)的周向方向上逐渐向上倾斜排布。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燃气灶的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内环壁(32)还包括有

除去所述第一内壁(321)的第二内壁(322)，所述横向引火孔(30)的内侧开口(302)则位于

所述第二内壁(322)上。

7.根据权利要求4～6任意一项所述的用于燃气灶的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引

火孔(30)的口径外宽内窄。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用于燃气灶的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引火孔(30)自所

述内侧开口(302)至其外侧开口(301)逐渐向下倾斜。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用于燃气灶的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引火孔(30)的通

孔包括有朝向所述内侧开口(302)的第一通孔(303)以及朝向所述外侧开口(301)的第二通

孔(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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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燃气灶的燃烧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家用厨具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用于燃气灶的燃烧器。

背景技术

[0002] 市场上现有的灶具燃烧器为了实现对锅底的均匀加热，常在内、外环上的火孔分

布做相应的变化，如一专利号为ZL201820258341.2(授权公告号为CN208186341U)的中国实

用新型《上进风炉头》包括炉头、外环火盖及中心火盖，外环火盖相对内环火盖的内外侧均

具有出火孔，其中外环火盖内外侧的出火孔均一对一地对齐设置，一旦溢液在烹饪过程中

溢下时能同时堵塞内外两侧的出火孔，为此外环火盖的内外侧的出火孔的布置需要有更好

的设计；为此，一专利申请号为CN200410052538.3(公开号为CN1786569A)的中国发明专利

申请《一种燃烧器火盖》包括有火盖体，在火盖体的底面设有气腔，其中，在火盖体的外圆周

上设有倾斜面，在倾斜面上沿外圆周上设置有多个火孔，火孔倾斜设置并与气腔相通，且火

孔位置的分布是沿垂直方向呈波浪形分布，火孔呈波浪形分布，使燃烧器燃烧时，炉火更均

匀，且构成多个层次，呈圆周分布，热效率更高，该火盖的火孔在径向方向作变化，但火孔仅

设有一圈，火力仍然不会大。或是与一专利号为ZL201420079377 .6(授权公告号为

CN203744259U)的中国实用新型《瓦斯燃烧器的瓣形火盖》，该火盖对应于凸出瓣部的火焰

能集中对锅具进行加热，而对应于凹陷部的火焰高度较小，位置较低，对应炉架的支撑件，

避免炉架的支撑件长期被高温加热。但此种火盖在轴向高度做变化，仅在火盖的外周围具

有出火孔，也仍然无法实现大火力，也仍旧没有解决溢液易堵塞出火孔的问题。

[0003] 另外，目前市场上销售的传统的燃烧器火盖大部分都是一槽铣通，即在火盖本体

的顶部铣通有一条引火槽，这种燃烧器火盖由于火盖本体在引火槽处被断开，因而容易造

成火盖本体变形，从而影响引火效果。如一专利号为201220464214 .0 (公告号为

CN202813375U)的中国发明专利《具有传火装置及熄火保护功能的燃气炉头》其公开了类似

的传火结构，其在外环喷火圈设有多个外环喷火孔，且在该外环喷火权上还设有外环传火

装置，该外环传火装置是由装设在外环喷火圈内侧壁上的凸台、设在该凸台及外环喷火圈

上的外环传火孔和外环传火槽构成，该外环传火孔与外环传火槽相连通，外环传火孔和外

环传火槽与一个外环喷火孔相连通，能实现快速传火；该传火结构的传火槽为开放式，具有

传火呈直线型即传火槽裸露在外环火盖表面，这样子的设计有一个好处，就是传火槽内二

次空气的补给很充分，开放式传火槽可以保证传火槽内火焰燃烧时二次空气的补给，有利

于火焰燃烧和传火，具有传火快速的特点，但是开放式传火槽却有两个不好之处，第一、开

放式传火槽很容易造成传火槽堵塞，即从锅底流下的汤水很容易流入传火槽内，堵塞后影

响传火性能，这也是当前传火槽堵塞维修的主要原因；第二、开放式传火槽对灶具风门要求

很高，因为风门开大后，一次空气量过多会造成气流速度过大，从而造成燃烧时离焰或者脱

火，因此开放式传火槽的结构特点为稳焰特性较差，因此要保证开放式传火槽的传火性能，

基本上都是将风门关的很小，但是风门关小不利于灶具的燃烧效率，也不利于烟气的排放，

大大影响了灶具的性能。为此，需要对燃烧器火盖的传火槽作进一步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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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一个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在提高火盖加热锅底均匀性的前

提下还能降低溢液堵塞出火孔几率的用于燃气灶的燃烧器。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又一个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提高引火结构强度并降低引火

处被堵住机率的用于燃气灶的燃烧器。

[0006]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该用于燃气灶的燃烧器，包括有

[0007] 基座；

[0008] 内环火盖，设置在基座之上，并且与基座之间形成中央混气室；

[0009] 外环火盖，也设置在基座之上，位于内环火盖的外围，并且与基座之间形成外环混

气室；所述中央混气室和外环混气室之间形成补气腔；

[0010] 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环混气室在邻近所述补气腔的壁面上沿周向开设有出火孔，

所述补气腔内设置有用于存溢液的导流环，所述导流环能将所述补气腔分隔成两个相对独

立的空间，分别连通外环混气室的出火孔区域和所述中央混气室的外壁区域。

[0011] 为了溢液更快地进入导流环，所述导流环包括有内侧周壁和外侧周壁，所述内侧

周壁沿径向自内向外逐渐向下倾斜，与所述外侧周壁一起形成存液区域。同时该内侧周壁

还具有将二次补气通道内的二次空气导引到内环火盖的外围。

[0012] 为了防止溢液对内环壁的出火孔产生影响，所述外环火盖包括有环状顶壁、自该

环状顶壁的内、外侧边缘竖直或倾斜向下延伸的内环壁和外环壁以及环状顶壁、内环壁和

外环壁形成的所述外环混气室，所述环状顶壁间隔设有自外周向中央逐渐向上倾斜的第一

顶壁，所述内环壁对应所述第一顶壁的第一内壁设置有所述出火孔。由于出火孔对应第一

顶壁为自外周向中央逐渐向上倾斜，使得溢液落入出火孔对应的第一顶壁，即可快速地将

溢液导向远离出火孔的位置。

[0013] 为了实现外环火盖的出火孔和外火孔内外交错设置，更均匀地分布在锅底底部，

所述环状顶壁还包括有连接相邻所述第一顶壁的第二顶壁，所述第二顶壁自外周向中央逐

渐向下倾斜，所述外环壁对应所述第二顶壁的第一外壁设置有与所述外环混气室相连通的

外火孔。由于外火孔对应第二顶壁为自外周向中央逐渐向下倾斜，使得溢液落入外火孔对

应的第二顶壁，即可快速地将溢液导向远离外火孔的位置，而溢液导出的位置在内环壁上

未设有出火孔，为此又避免了溢液对出火孔的影响，另外第一顶壁和第二顶壁的交错设置

还有利于外界二次空气的补给，降低烟气。

[0014] 为解决第二个技术问题，所述外环火盖的内部沿径向开有横向引火孔，所述横向

引火孔的底部开有连通所述外环混气室的通孔，所述横向引火孔的外侧开口则位于所述外

火孔的中央。横向引火孔为隐藏在外环火盖内的隐藏式传火槽结构，这样能将风门开大，使

得进入通孔和横向引火孔的一次空气量增大同时速度变大，从而能更多将二次空气卷吸进

入横向引火孔中。

[0015] 为了实现外火孔在沿外环火盖的轴向方向距离锅具的轴向距离不同，以更均匀的

方式燃烧锅具的锅底，所述外火孔自所述外侧开口沿所述外环火盖的周向方向上逐渐向上

倾斜排布。

[0016] 为了使得第二顶壁导向的溢液不影响出火孔，所述内环壁还包括有除去所述第一

内壁的第二内壁，所述横向引火孔的内侧开口则位于所述第二内壁上。另外，内环壁大致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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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正方形，横向引火孔的内侧开口位于第二内壁上，能够实现其与内环火盖的距离是最

近的，以便于更快速地传火。

[0017] 为了使得横向引火孔的传火顺畅，所述横向引火孔的口径外宽内窄。外宽即靠近

外侧开口的部分内的空气也较充足，也有利于传火，

[0018] 为了避免溢液堵塞横向引火孔而影响传火，所述横向引火孔自所述内侧开口至其

外侧开口逐渐向下倾斜。

[0019] 为了使得横向引火孔的传火顺畅，在横向引火孔的内、外侧开口均给予充分的燃

气补充，所述横向引火孔的通孔包括有朝向所述内侧开口的第一通孔以及朝向所述外侧开

口的第二通孔。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补气腔内的导流环不仅能够存储溢液还能将

补气腔分隔成相对独立的空间，空气经过该导流环的分隔作用，形成两独立补气通道，使内

外环均能充分燃烧，尤其适合具有两环火的外环火盖，该导流环的设置一方面能避免内环

与外环之间的二次空气相互影响，另一方面还能有效地针对外环火盖两环火之靠近内环的

一环火有效地进行二次空气的补入，具有定位准确，提高燃气燃烧效率，同时导流环能回收

利用外环混气室的热量，可以预热二次空气，有助于提高燃烧器热效率。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燃烧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图1一个角度的剖视图；

[0023] 图3为图1另一个角度的剖视图；

[0024] 图4为图1又一个角度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6] 如图1～4所示为本发明的最佳实施例，本实施例的用于燃气灶的燃烧器包括有基

座1、设置在基座1之上，并且与基座1之间形成中央混气室21的内环火盖2，也设置在基座1

之上，位于内环火盖2的外围，并且与基座1之间形成外环混气室31的外环火盖3，中央混气

室21和外环混气室31之间形成补气腔4；外环混气室31在邻近补气腔4的壁面上沿周向开设

有出火孔311，补气腔4内设置有用于存溢液的导流环5，导流环5能将补气腔4分隔成两个相

对独立的空间，分别连通外环混气室31的出火孔311区域和中央混气室21的外壁区域，补气

腔4内的导流环5不仅能够存储溢液还能将补气腔4分隔成相对独立的空间，空气经过该导

流环5的分隔作用，形成两独立补气通道，使内外环均能充分燃烧，尤其适合具有两环火的

外环火盖3，该导流环5的设置一方面能避免内环与外环之间的二次空气相互影响，另一方

面还能有效地针对外环火盖3两环火之靠近内环的一环火有效地进行二次空气的补入，具

有定位准确，提高燃气燃烧效率，同时导流环5能回收利用外环混气室31的热量，可以预热

二次空气，有助于提高燃烧器热效率。

[0027] 具体地，导流环5包括有内侧周壁51和外侧周壁52，内侧周壁51沿径向自内向外逐

渐向下倾斜，与外侧周壁52一起形成存液区域，基座1上还沿周向间隔地设有多个径向的用

于连通补气腔4与外界的二次补气通道，内侧周壁51的设置能使得溢液更快地进入导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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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时该内侧周壁51还具有将二次补气通道内的二次空气导引到内环火盖2的外围。其中，

外环火盖3包括有环状顶壁34与自该环状顶壁34的内、外侧边缘竖直或倾斜向下延伸的内

环壁32和外环壁33形成外环混气室31，环状顶壁34间隔设有自外周向中央逐渐向上倾斜的

第一顶壁341，内环壁32对应第一顶壁341的第一内壁321设置有出火孔311。由于出火孔311

对应第一顶壁341为自外周向中央逐渐向上倾斜，使得溢液落入出火孔311对应的第一顶壁

341，即可快速地将溢液导向远离出火孔311的位置。

[0028] 为了实现外环火盖3的出火孔311和外火孔3311内外交错设置，更均匀地分布在锅

底底部，环状顶壁34还包括有连接相邻第一顶壁341的第二顶壁342，第二顶壁342自外周向

中央逐渐向下倾斜，外环壁33对应第二顶壁342的第一外壁331设置有与外环混气室31相连

通的外火孔3311。由于外火孔3311对应第二顶壁342为自外周向中央逐渐向下倾斜，使得溢

液落入外火孔3311对应的第二顶壁342，即可快速地将溢液导向远离外火孔3311的位置，而

溢液导出的位置在内环壁32上未设有出火孔311，为此又避免了溢液对出火孔311的影响，

另外第一顶壁341和第二顶壁342的交错设置还有利于外界二次空气的补给，降低烟气，具

体地，外环火盖3的内环壁32中第一内壁321对应外环混气室31四个二次补气通道的区域具

有出火孔311，该出火孔311的下侧为二次补气通道，加上出火孔311的上侧为自外周向中央

逐渐向上倾斜的第一顶壁341，有利于二次空气从二次补气通道进入补气腔4后被导流环5

分流后直接补给给出火孔311的根部，从第一顶壁341引入的二次空气补给给出火孔311的

端部，有利于出火孔311的充分燃烧。

[0029] 本实施例的横向引火孔30为隐藏在外环火盖3内的隐藏式传火槽结构，具体为外

环火盖3的内部还沿径向开有横向引火孔30，横向引火孔30的底部开有连通外环混气室31

的通孔，横向引火孔30的外侧开口301则位于外火孔3311的中央，横向引火孔30为隐藏在外

环火盖3内的隐藏式传火槽结构，这样能将风门开大，使得进入通孔和横向引火孔30的一次

空气量增大同时速度变大，从而能更多将二次空气卷吸进入横向引火孔30中，为了实现外

火孔3311在沿外环火盖3的轴向方向距离锅具的轴向距离不同，以更均匀的方式燃烧锅具

的锅底，外火孔3311自外侧开口301沿外环火盖3的周向方向上逐渐向上倾斜排布。另外，内

环壁32还包括有除去第一内壁321的第二内壁322，横向引火孔30的内侧开口302则位于第

二内壁322上，这样使得第二顶壁342导向的溢液不易影响出火孔311。为了使得横向引火孔

30的传火顺畅，横向引火孔30的口径外宽内窄，外宽即靠近外侧开口301的部分内的空气也

较充足，也有利于传火，同时，横向引火孔30自内侧开口302至其外侧开口301逐渐向下倾

斜，以避免溢液堵塞横向引火孔30而影响传火，最后为了实现横向引火孔30的内、外侧开口

301均给予充分的燃气补充，横向引火孔30的通孔包括有朝向内侧开口302的第一通孔303

以及朝向外侧开口301的第二通孔304，第一通孔303可更针对性地供给给内侧开口302燃

气，第二通孔304可更针对性地供给给外侧开口301燃气。而除了外环火盖3为内外两环设置

以均匀加热锅底，内环火盖2也可以采用中心环具有中心火的结构，具体结构可参考本申请

人的ZL201410355976.0的发明专利，在此不再赘述。

[0030] 具体过程如下，该燃烧器工作时，二次补气通道被位于补气腔4的导流环5分隔成

内外两个独立通道，其中一路二次空气独立地向外环火盖3的出火孔311的根部补充二次空

气，另一路二次空气独立地向内环火盖2的火孔补充二次空气，同时，出火孔311的上侧为自

外周向中央逐渐向上倾斜的第一顶壁341，从第一顶壁341引入的二次空气补给给出火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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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的端部，有利于出火孔311的充分燃烧，另外，由于出火孔311对应第一顶壁341为自外周

向中央逐渐向上倾斜，使得溢液落入出火孔311对应的第一顶壁341，即可快速地将溢液导

向远离出火孔311的位置。另外，横向引火孔30的内侧开口302则位于内环壁32中的第二内

壁322，这样使得自外周向中央逐渐向下倾斜的第二顶壁342导向的溢液不易影响出火孔

311，并且为了实现外环火盖3的内、外两环火均不受溢液影响，外环壁33对应第二顶壁342

的第一外壁331设置有与外环混气室31相连通的外火孔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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