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21799826.4

(22)申请日 2017.12.19

(73)专利权人 佛山市顺德区酷福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 528000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华

口居委会华口聚龙工业区昌宝东路之

2-1二层、三层

(72)发明人 程晓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三环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44202

代理人 宋静娜　郝传鑫

(51)Int.Cl.

A47J 27/00(2006.01)

A47J 27/04(2006.01)

A47J 36/18(2006.01)

A47J 36/2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可调节蒸笼高度的电饭煲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可调节蒸笼高度的

电饭煲，其包括：电饭煲体，其设有保温罩、发热

盘；发热盘设在电饭煲体的底部；隔热锅胆，其设

在保温罩的内部；隔热锅胆设有隔热板；蒸笼，其

包括笼体、升降导轨；升降导轨设在隔热板上；升

降导轨上设有用于调节笼体位置的多个卡位件；

笼体连接卡位件；笼体的侧壁上设有凹向笼体的

空腔，空腔设有限位件，限位件与空腔的内侧壁

形成限位槽；限位槽对应卡位件设置；限位件与

卡位件卡合连接。本实用新型笼体固定稳定，拿

取方便；笼体的高度可以根据需要调整，使用便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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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调节蒸笼高度的电饭煲，其特征在于，所述电饭煲包括：

电饭煲体，其设有保温罩、发热盘；所述发热盘设在所述电饭煲体的底部；

隔热锅胆，其设在所述保温罩的内部；所述隔热锅胆设有隔热板；

蒸笼，其包括笼体、升降导轨；所述升降导轨设在所述隔热板上；所述升降导轨上设有

用于调节所述笼体位置的多个卡位件。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节蒸笼高度的电饭煲，其特征在于，所述笼体的侧壁上设有

凹向所述笼体的空腔，所述空腔设有限位件，所述限位件与所述空腔的内侧壁形成限位槽；

所述限位槽对应所述卡位件设置；所述限位件与所述卡位件卡合连接。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调节蒸笼高度的电饭煲，其特征在于，多个所述卡位件分别相

对设置于所述升降导轨的两侧，位于所述升降导轨同侧的所述卡位件间隔设置。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调节蒸笼高度的电饭煲，其特征在于，所述卡位件包括相互连

接的第一卡接部、第二卡接部；所述第一卡接部沿所述升降导轨的侧边向外延伸，所述第二

卡接部设在所述第一卡接部靠近所述隔热板的一侧。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可调节蒸笼高度的电饭煲，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卡接部、所述

第二卡接部呈L形设置。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节蒸笼高度的电饭煲，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导轨还设有挂

扣件和定位件，所述挂扣件设在所述升降导轨的上端；所述定位件设在所述升降导轨的下

端。

7.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调节蒸笼高度的电饭煲，其特征在于，所述空腔的上端开口大

于所述空腔的下端开口；所述空腔的内侧壁自下而上倾斜设置。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节蒸笼高度的电饭煲，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导轨与所述隔

热板相接触的侧面设有多个凹槽，相邻的所述凹槽之间设有定位面。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节蒸笼高度的电饭煲，其特征在于，所述笼体的底部设有若

干通孔，所述笼体的上端开口，其上设有翻边结构，所述翻边结构向外延伸。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节蒸笼高度的电饭煲，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导轨与所述

笼体相接触的一侧设有沟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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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调节蒸笼高度的电饭煲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可调节蒸笼高度的电饭煲。

背景技术

[0002] 电饭煲是一种能够进行蒸、煮、炖、煨、焖等多种加工的现代化炊具，它不但能够把

食物做熟，而且能够保温，使用起来清洁卫生，没有污染，省时省力，是家务劳动现代化不可

缺少的用具之一。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单一功能的电饭煲己经不能满足人们的

生活需求，多功能的电饭煲己悄然走入人们的生活中。多功能电饭煲是将电能转化为热能

的电器，具有对食物进行蒸、煮、炖等多种功能。通常，电饭煲可以采用多种配件实现不同的

功能，蒸笼则是主要的配件之一。

[0003] 常用的蒸笼包括侧板和蒸板，该侧板和蒸板为一体成型结构，使用时，蒸笼放置于

电饭煲内胆的开口边缘上，食物或盛装食物的餐具放置于蒸笼内。

[0004] 中国专利201610765060.1公开了一种电饭煲，该电饭煲包括煲饭部和蒸菜部，煲

饭部包括内锅和套设在内锅外的底壳，蒸菜部设置在煲饭部的外部，煲饭部与蒸菜部之间

设置有蒸汽管，蒸汽管的一端连通至内锅的内腔，蒸汽管的另一端连通至蒸菜部的内腔。

[0005] 中国专利201010275063.X公开了一种新型电饭煲蒸笼，包括笼圈、与笼圈匹配的

蒸隔热板和把手，蒸隔热板固定连接于笼圈的中部且与其开口平行，把手的外表面设有数

条防滑凸棱。

[0006] 中国专利201620883516.X公开了一种电饭煲用蒸笼，蒸笼为上端开口且至上而下

逐渐缩径的中空圆台状，其底部或侧面设置有过气孔，蒸笼开口端沿径向向外延伸形成环

状悬挂边缘，蒸笼底部设置有至少一个凹坑。

[0007] 上述现有技术的缺陷在于：食物或盛装食物的餐具在放入蒸笼或者从蒸笼中取出

时，取放操作较为不便，经常会造成食物倾洒，甚至烫伤用户。此外，蒸笼的使用高度不可以

调整，使用的局限性很大，不能满足大众的使用需求。

[0008] 因此，如何提供一种可以调节蒸笼高度的电饭煲，成了业内需要解决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9] 针对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可调节蒸笼高度的电饭煲，其结构

简单，使用方便，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调整蒸笼的高度。

[0010]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可调节蒸笼高度的电饭煲，其包括：

[0011] 电饭煲体，其设有保温罩、发热盘；发热盘设在电饭煲体的底部；

[0012] 隔热锅胆，其设在保温罩的内部；隔热锅胆设有隔热板；

[0013] 蒸笼，其包括笼体、升降导轨；升降导轨设在隔热板上；升降导轨上设有用于调节

笼体位置的多个卡位件。

[0014] 本实用新型中，笼体的位置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通过调整蒸笼的高度以适应

不同人群的需求，比如糖尿病病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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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另一种具体实施方式，笼体的侧壁上设有凹向笼体的空腔，空

腔设有限位件，限位件与空腔的内侧壁形成限位槽；限位槽对应卡位件设置；限位件与卡位

件卡合连接。

[0016]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另一种具体实施方式，多个卡位件分别相对设置于升降导轨的

两侧，位于升降导轨同侧的卡位件间隔设置。本方案中通过不同的卡位件与笼体的连接配

合，实现调节笼体的高度。

[0017]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另一种具体实施方式，卡位件包括相互连接的第一卡接部、第

二卡接部；第一卡接部沿升降导轨的侧边向外延伸，第二卡接部设在第一卡接部靠近隔热

板的一侧。卡位件与笼体连接时，第二卡接部与限位槽相对应，第一卡接部与限位件相对

应。

[0018]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另一种具体实施方式，第一卡接部、第二卡接部呈L 形设置。

[0019]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另一种具体实施方式，升降导轨还设有挂扣件和定位件，挂扣

件设在升降导轨的上端；定位件设在升降导轨的下端。本方案中，挂扣件与隔热板扣合连

接，使用时间用来固定蒸笼整体的位置，使用完毕之后，可以轻松的取下，方便操作。

[0020]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另一种具体实施方式，空腔的上端开口大于空腔的下端开口；

空腔的内侧壁自下而上倾斜设置。

[0021]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另一种具体实施方式，升降导轨与隔热板相接触的侧面上设有

多个凹槽，相邻的凹槽之间设有定位面。设置凹槽的目的在于，一方面便于使用人体手持，

另一方面提高整体的美感。

[0022]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另一种具体实施方式，笼体的底部设有若干通孔，笼体的上端

开口，其上设有翻边结构，翻边结构向外延伸。

[0023]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另一种具体实施方式，升降导轨与笼体相接触的一侧设有沟

槽。

[0024] 本实用新型中，设置多个卡位件，用户根据自身的需要，调整蒸笼上的限位件与不

同高度的卡位件配合，从而调整笼体的高度，不同的食物需要的热量和加热时间不同，调整

笼体的高度，使蒸笼接受的热量不同，能够更好的把握食物的烹饪时间。

[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之处在于：

[0026] 1、笼体固定稳定，拿取方便；

[0027] 2、笼体的高度可以根据需要调整，使用便捷。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实施例1的电饭煲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是图1的剖面视图；

[0031] 图3是图1中蒸笼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4是图2中笼体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5是图2中升降导轨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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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4] 实施例1

[0035]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可调节蒸笼高度的电饭煲，如图1-5所示，其包括电饭煲体1、

保温罩2、发热盘3、隔热锅胆4、蒸笼5。

[0036] 其中，保温罩2设在电饭煲体1的内部，发热盘3设在电饭煲体1的底部；隔热锅胆4

设在保温罩2的内部；隔热锅胆4中设有隔热板41，隔热板41将隔热锅胆4分为第一容纳腔

42、第二容纳腔43。

[0037] 蒸笼5包括笼体51、升降导轨52；升降导轨52设在隔热板41上，笼体51的高度可以

调节，其设在升降导轨52上。

[0038] 笼体51的侧壁上设有凹向笼体51的空腔511，空腔511设有限位件  512，限位件512

与空腔511的内侧壁形成限位槽513；空腔511的上端开口大于空腔的下端开口；空腔511的

内侧壁自下而上倾斜设置；笼体51的底部设有若干通孔514，笼体51的上端开口，其上设有

翻边结构515，翻边结构515向外延伸。

[0039] 升降导轨52上设有12个卡位件521，12个卡位件521分别相对设置于升降导轨52的

两侧，位于升降导轨52同侧的卡位件521间隔设置；卡位件521包括相互连接的第一卡接部

522、第二卡接部523；第一卡接部522  沿升降导轨52的侧边向外延伸，第二卡接部523设在

第一卡接部522靠近隔热板41的一侧。第一卡接部522、第二卡接部523呈L形设置。

[0040] 升降导轨52上的上端设有挂扣件524，升降导轨52的下端设有定位件  525，挂扣件

524上设有扣板526，扣板526与升降导轨52本体分别设在隔热板41的两侧，从而使其固定在

隔热板41上。

[0041] 升降导轨52与隔热板41相接触的侧面设有多个凹槽527，相邻的凹槽  527之间设

有定位面528；升降导轨52与笼体51相接触的一侧设有沟槽529，沟槽529竖直设置，其数目

为两个。

[0042] 本实施例中，限位槽513对应第一卡接部522设置；限位件512与第二卡接部523卡

合连接。通过限位件512与不同的卡位件521连接，实现调节笼体51的高度。

[0043] 本实施例中，笼体有6个高度位置可以调整，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调整，

操作方便，实用性强。

[0044] 本实施例中，蒸笼5可以设在第一容纳腔42中，亦可以设在第二容纳腔43中。

[0045] 虽然本实用新型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但并非用以限定本实用新型实施的范

围。任何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发明范围内，当可作些许的改进，

即凡是依照本实用新型所做的同等改进，应为本实用新型的范围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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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6

CN 208755660 U

6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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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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