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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烹饪器具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压力烹饪器具，包

括：锅体，包括由外至内依次设置的煲体、保温罩

以及内锅，保温罩的顶部设置有锅牙，内锅具有

烹饪腔；锅盖，盖设在锅体上，锅盖具有与锅牙配

合的盖牙；把手，内锅的顶部具有向外延伸的锅

沿，把手设置在内锅的上部，且部分把手位于锅

沿的周向外侧，保温罩的顶部具有与锅牙间隔设

置的第一避让口用以避让把手。把手包括拿取部

以及连接部，把手通过连接部固定在内锅上，拿

取部与连接部为一体结构。应用本实用新型的技

术方案能够有效地解决现有技术中的压力烹饪

器具的生产成本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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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压力烹饪器具，其特征在于，包括：

锅体(10)，包括由外至内依次设置的煲体(11)、保温罩(12)以及内锅(13)，所述保温罩

(12)的顶部设置有锅牙(121)，所述内锅(13)具有烹饪腔(1)；

锅盖(20)，盖设在所述锅体(10)上，所述锅盖(20)具有与所述锅牙(121)配合的盖牙；

把手(30)，所述内锅(13)的顶部具有向外延伸的锅沿(131)，所述把手(30)设置在所述

内锅(13)的上部，且部分所述把手(30)位于所述锅沿(131)的周向外侧，所述保温罩(12)的

顶部具有与所述锅牙(121)间隔设置的第一避让口(122)用以避让所述把手(30)，所述把手

(30)包括拿取部(31)以及连接部(32)，所述把手(30)通过所述连接部(32)固定在所述内锅

(13)上，所述拿取部(31)与所述连接部(32)为一体结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压力烹饪器具，其特征在于，部分所述拿取部(31)位于所述锅

沿(131)的周向外侧，所述把手(30)由隔热材料制成。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压力烹饪器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拿取部(31)包括第一横板

(311)、设置于所述第一横板(311)的远离所述内锅(13)一侧并向上延伸的第一立板(312)

以及设置于所述第一立板(312)的上部并向所述内锅(13)延伸的第二横板(313)，所述第二

横板(313)位于所述锅沿(131)的下方并能够与所述锅沿(131)配合，所述第二横板(313)在

上下方向上将所述第一立板(312)分隔为上板段(314)以及下板段(315)，所述上板段(314)

位于所述锅沿(131)的周向外侧。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压力烹饪器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横板(313)与所述锅沿

(131)之间设置有定位结构(40)。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压力烹饪器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结构(40)包括相互配合

的凸起结构(41)以及凹入结构(42)，所述凸起结构(41)与所述凹入结构(42)中的一个设置

在所述锅沿(131)上，所述凸起结构(41)与所述凹入结构(42)中的另一个设置在所述第二

横板(313)上。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压力烹饪器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内锅(13)包括底壁(135)以

及侧壁(132)，所述侧壁(132)包括与所述底壁(135)连接的弧壁段(133)以及位于所述弧壁

段(133)的顶部的直壁段(134)，所述连接部(32)为设置于所述第一横板(311)的靠近所述

内锅(13)一侧并向下延伸的第二立板(321)，所述第二立板(321)与所述直壁段(134)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压力烹饪器具，其特征在于，所述锅盖(20)包括上盖组件(21)

以及设置在所述上盖组件(21)内的内盖(22)，所述盖牙设置在所述内盖(22)上，部分所述

把手(30)在所述内锅(13)的轴向方向上位于所述内盖(22)内侧，且所述把手(30)在所述内

锅(13)的径向方向上不突出于所述内盖(22)。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压力烹饪器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压力烹饪器具还包括：

加热装置(60)，设置于所述内锅(13)的底部，所述加热装置(60)能够支撑所述内锅

(13)，并且能够加热所述烹饪腔(1)内的食物。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压力烹饪器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煲体(11)包括外壳(111)以

及设置在所述外壳(111)顶部的中板(112)，所述中板(112)包括水平环板(113)、位于所述

水平环板(113)内圈并向上延伸的凸筋(114)以及位于所述水平环板(113)外圈的凸台

(115)，所述凸筋(114)上设置有与所述第一避让口(122)对应的第二避让口(116)，所述凸

台(115)的高度高于所述凸筋(114)的高度以在所述锅体(10)的径向方向上遮蔽所述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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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让口(116)。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压力烹饪器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压力烹饪器具为电压力锅。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209003565 U

3



压力烹饪器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小家电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压力烹饪器具。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上的匚式电压力锅包括锅体以及盖设在锅体上的锅盖，锅体包括煲体

以及设置于煲体内的内锅，通常内锅上设置有把手以方便用户拿取。把手的设置位置一般

为内锅的中上部或内锅的上部。对于把手设置于内锅中上部的匚式电压力锅来说，上述结

构对于煲体的体积影响较大，使得电压力锅的整体体积较大，不利于电压力锅的小型化。而

对于把手设置于内锅上部的匚式电压力锅来说，虽然减小了产品整体的体积，但是把手对

锅牙影响大，导致难以加工，生产成本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压力烹饪器具，以解决现有技术中的压力烹

饪器具的生产成本高的问题。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压力烹饪器具包括：锅体，包括由外至

内依次设置的煲体、保温罩以及内锅，保温罩的顶部设置有锅牙，内锅具有烹饪腔；锅盖，盖

设在锅体上，锅盖具有与锅牙配合的盖牙；把手，内锅的顶部具有向外延伸的锅沿，把手设

置在内锅的上部，且部分把手位于锅沿的周向外侧，保温罩的顶部具有与锅牙间隔设置的

第一避让口用以避让把手，把手包括拿取部以及连接部，把手通过连接部固定在内锅上，拿

取部与连接部为一体结构。

[0005] 进一步地，部分拿取部位于锅沿的周向外侧，把手由隔热材料制成。

[0006] 进一步地，拿取部包括第一横板、设置于第一横板的远离内锅一侧并向上延伸的

第一立板以及设置于第一立板的上部并向内锅延伸的第二横板，第二横板位于锅沿的下方

并能够与锅沿配合，第二横板在上下方向上将第一立板分隔为上板段以及下板段，上板段

位于锅沿的周向外侧。

[0007] 进一步地，第二横板与锅沿之间设置有定位结构。

[0008] 进一步地，定位结构包括相互配合的凸起结构以及凹入结构，凸起结构与凹入结

构中的一个设置在锅沿上，凸起结构与凹入结构中的另一个设置在第二横板上。

[0009] 进一步地，内锅包括底壁以及侧壁，侧壁包括与底壁连接的弧壁段以及位于弧壁

段的顶部的直壁段，连接部为设置于第一横板的靠近内锅一侧并向下延伸的第二立板，第

二立板与直壁段连接。

[0010] 进一步地，锅盖包括上盖组件以及设置在上盖组件内的内盖，盖牙设置在内盖上，

部分把手在内锅的轴向方向上位于内盖内侧，且把手在内锅的径向方向上不突出于内盖。

[0011] 进一步地，压力烹饪器具还包括：加热装置，设置于内锅的底部，加热装置能够支

撑内锅，并且能够加热烹饪腔内的食物。

[0012] 进一步地，煲体包括外壳以及设置在外壳顶部的中板，中板包括水平环板、位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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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环板内圈并向上延伸的凸筋以及位于水平环板外圈的凸台，凸筋上设置有与第一避让口

对应的第二避让口，凸台的高度高于凸筋的高度以在锅体的径向方向上遮蔽第二避让口。

[0013] 进一步地，压力烹饪器具为电压力锅。

[0014] 应用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把手设置在内锅的上部，上述结构使得把手对锅体

的尺寸影响较小，从而保证压力烹饪器具的整体体积较小，能够实现产品小型化的目的。此

外，应用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用以避让把手的第一避让口与锅牙间隔设置，上述结构使

得锅牙的结构不受把手影响，使得保温罩加工简单，且强度可靠，成本低，从而解决了现有

技术中的压力烹饪器具的生产成本高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5] 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的说明书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理解，本实用

新型的示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不当限定。

在附图中：

[0016] 图1示出了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压力烹饪器具的实施例的部分结构的纵剖结构示意

图；

[0017] 图2示出了图1的压力烹饪器具的A处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示出了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压力烹饪器具的实施例的纵剖结构的局部放大结构

示意图；

[0019] 图4示出了图1的压力烹饪器具的把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示出了图1的压力烹饪器具的煲体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示出了图1的压力烹饪器具的保温罩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以及

[0022] 图7示出了图1的压力烹饪器具的内锅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其中，上述附图包括以下附图标记：

[0024] 1、烹饪腔；10、锅体；11、煲体；111、外壳；112、中板；113、水平环板；114、凸筋；115、

凸台；116、第二避让口；12、保温罩；121、锅牙；122、第一避让口；13、内锅；131、锅沿；132、侧

壁；133、弧壁段；134、直壁段；135、底壁；20、锅盖；21、上盖组件；22、内盖；30、把手；31、拿取

部；311、第一横板；312、第一立板；313、第二横板；314、上板段；315、下板段；32、连接部；

321、第二立板；40、定位结构；41、凸起结构；42、凹入结构；60、加热装置；80、铆钉。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

互组合。下面将参考附图并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

[0026] 如图1至图4所示，本实施例的压力烹饪器具包括：锅体10、锅盖20以及把手30。其

中，锅体10包括由外至内依次设置的煲体11、保温罩12以及内锅13，保温罩12的顶部设置有

锅牙121，内锅13具有烹饪腔1。锅盖20盖设在锅体10上，锅盖20具有与锅牙121配合的盖牙。

内锅13的顶部具有向外延伸的锅沿131，把手30设置在内锅13的上部，且部分把手30位于锅

沿131的周向外侧，保温罩12的顶部具有与锅牙121间隔设置的第一避让口122用以避让把

手30。

[0027] 应用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案，把手30设置在内锅13的上部，上述结构使得把手30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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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体10的尺寸影响较小，从而保证压力烹饪器具的整体体积较小，能够实现产品小型化的

目的。此外，应用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用以避让把手的第一避让口122与锅牙121间隔设

置，上述结构使得锅牙121的结构(保温罩12的锅牙121处)不受把手影响，使得保温罩12加

工简单，且强度可靠，成本低，从而解决了现有技术中的压力烹饪器具的生产成本高的问

题。

[0028]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实施例中，把手30包括拿取部31以及连接部32，把手30通过连

接部32固定在内锅13上，拿取部31与连接部32为一体结构。上述结构简单，不必单独装配把

手30，从而提高了装配效率。在本实施例中，整个把手由耐热、隔热的材料一体成型制成。

[0029] 如图2所示，在本实施例中，连接部32通过铆钉80铆接在内锅13上。

[0030] 如图2至图4所示，在本实施例中，部分拿取部31位于锅沿131的周向外侧，把手30

由隔热材料制成。上述结构能够防止用户手指接触到温度较高的锅沿131，防止用户烫伤，

保证用户使用安全。

[0031] 如图2至图4所示，在本实施例中，拿取部31包括第一横板311、设置于第一横板311

的远离内锅13一侧并向上延伸的第一立板312以及设置于第一立板312的上部并向内锅13

延伸的第二横板313，第二横板313位于锅沿131的下方并能够与锅沿131配合，第二横板313

在上下方向上将第一立板312分隔为上板段314以及下板段315，上板段314位于锅沿131的

周向外侧。上述结构简单，易于加工。

[0032] 如图4和图7所示，在本实施例中，第二横板313与锅沿131之间设置有定位结构40。

上述结构能够防止第二横板313相对于锅沿131晃动，使得把手30能够牢固地装配在内锅13

上。

[0033] 如图4和图7所示，在本实施例中，定位结构40包括相互配合的凸起结构41以及凹

入结构42，凸起结构41与凹入结构42中的一个设置在锅沿131上，凸起结构41与凹入结构42

中的另一个设置在第二横板313上。优选地，在本实施例中，第二横板313上设置有凸起结构

41，凸起结构41为凸柱，锅沿131上设置有凹入结构42，凹入结构42为与凸柱配合的凹孔。上

述结构简单，易于加工。

[0034] 如图1至图3所示，在本实施例中，内锅13包括底壁135以及侧壁132，侧壁132包括

与底壁135连接的弧壁段133以及位于弧壁段133的顶部的直壁段134，连接部32为设置于第

一横板311的靠近内锅13一侧并向下延伸的第二立板321，第二立板321与直壁段134连接。

上述结构简单，能够保证把手30水平地设置在内锅13上，便于用户拿取。

[0035] 如图2和图3所示，在本实施例中，锅盖20包括上盖组件21以及设置在上盖组件21

内的内盖22，盖牙设置在内盖22上，部分把手30在内锅13的轴向方向上位于内盖22内侧，且

把手30在内锅13的径向方向上不突出于内盖22。上述结构能够充分利用内盖22内的空间并

尽量减小把手对煲体的影响，以减小产品整体的体积，利于产品小型化。

[0036] 如图1所示，在本实施例中，压力烹饪器具还包括加热装置60，加热装置60设置于

内锅13的底部，加热装置60能够支撑内锅13，并且能够加热烹饪腔1内的食物。

[0037] 如图3、图5和图6所示，在本实施例中，煲体11包括外壳111以及设置在外壳111顶

部的中板112，中板112包括水平环板113、位于水平环板113内圈并向上延伸的凸筋114以及

位于水平环板113外圈的凸台115，凸筋114上设置有与第一避让口122对应的第二避让口

116，凸台115的高度高于凸筋114的高度以在锅体10的径向方向上遮蔽第二避让口11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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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结构使得在锅盖盖合在锅体上的情况下，用户看不到内锅的把手，一方面避免压力烹饪

器具外部的灰尘进入内锅把手处，保证内锅的清洁；另一方面使得压力烹饪器具的外观更

整洁、美观。

[0038] 在本实施例中，压力烹饪器具为电压力锅。

[0039]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对于本

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本实用新型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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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