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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多功能蒸煎一体锅及其

使用方法，包括锅体和锅盖，所述锅体底部的中

心为柱状空腔结构，柱状空腔的顶部设有蒸煎

盘。这种蒸煎一体锅利用锅体底部设有的空腔，

火焰可进入空腔的腔体内从而增加了锅体的受

热面积，另一方面空腔顶部设有蒸煎盘，因此火

焰进入空腔腔体内后至蒸煎盘的底部，火焰又会

往锅体的外圆四周延伸，使得锅体的四周温度也

较高，锅体内的受热均衡；需要使用时在锅体内

腔放入水，水位线低于空腔的顶部，同时将需要

蒸煎的包子、馒头或饼子放于蒸煎盘上便可，其

制作而成的煎包或烙饼表皮软暄软嫩弹而底皮

薄脆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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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蒸煎一体锅，包括锅体和锅盖，其特征在于：所述锅体(1)底部的中心为

柱状空腔(11)结构，柱状空腔(11)的顶部设有蒸煎盘(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蒸煎一体锅，其特征在于：所述锅体(1)底部设置

有4个锅底柱(12)，且分布于锅体(1)底部的四周，所述锅底柱(12)之间连接有火力调节装

置(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多功能蒸煎一体锅，其特征在于：所述火力调节装置(3)

包括左挡火板(31)、右挡火板(32)、双向丝杠(34)、旋转钮(35)和滑杆(36)，所述锅体(1)底

部上方的左右两个锅底柱(12)之间固定连接有所述滑杆(36)，所述锅体(1)底部下方的左

右两个锅底柱(12)之间连接有所述双向丝杆(34)，所述双向丝杆(34)一端与锅体(1)底部

下方的左锅底柱(12)内避空孔相适配，所述双向丝杆(34)的另一端穿过锅体(1)底部下方

的右锅底柱(12)并外延至锅的右下方并连接有旋转钮(35)；所述滑杆(36)与所述双向丝杠

(34)之间通过连接件(33)连接有所述左挡火板(31)和所述右挡火板(32)。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多功能蒸煎一体锅，其特征在于：所述左挡火板(31)和所

述右挡火板(32)为半圆形结构且彼此对称，所述左挡火板(31)和所述右挡火板(32)的下端

均设有带通孔的连接件(33)与所述滑杆(36)相适配；所述左挡火板(31)和所述右挡火板

(32)的上端均设有带螺纹的连接件(33)与所述双向丝杠(34)螺纹连接；所述左挡火板(31)

与所述右挡火板(32)的拼接处设有咬缝结构。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蒸煎一体锅，其特征在于：所述蒸煎盘(2)包括平

底锅盘(21)和连接套(23)，所述连接套(23)呈漏斗结构，该连接套(23)的上端呈喇叭口结

构，下端呈管状结构；所述平底锅盘(21)的底部与所述连接套(23)的顶部通过焊接方式无

缝对接形成加热腔。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多功能蒸煎一体锅，其特征在于：所述平底锅盘(21)顶部

设有凹槽(24)，平底锅盘(21)，其底部设有导热板(22)，所述导热板(22)采用铝制作而成，

平底锅盘(21)的两端还设有把手(25)。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蒸煎一体锅，其特征在于：所述蒸煎盘(2)下端的

管状部与所述锅体(1)底部中心的柱状空腔(11)部螺纹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蒸煎一体锅，其特征在于：所述蒸煎盘(2)为火锅

盘(26)或为炖锅盘(28)，所述火锅盘(26)上设有开口槽(27)。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蒸煎一体锅，其特征在于：所述锅体(1)底部中心

的柱状空腔(11)内安装有电热装置(5)，电热装置(5)的上端连接有电热体(51)，电热装置

(5)的下端固定连接有底座(52)。

10.一种利用如权利要求1-9任一所述的一种多功能蒸煎一体锅及其使用方法，其特征

在于：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作为蒸煎一体锅使用的步骤：利用火力调节装置(3)的火力控制功能，可在蒸煎一体

锅内对食物同时进行蒸和煎的烹制，先在锅体(1)内腔倒人水，再将火力调节装置(3)调节

到关闭或火力较小状态，火焰无法或有限进入锅体(1)底部中心的柱状空腔(11)内，锅体

(1)内腔的加热水所产生的水蒸气与蒸煎盘(2)上蒸包子、馒头或饼子进行热交换，待包子、

馒头或饼子蒸至7分熟时，可将火力调节装置(3)逐步调至火力最大状态，火焰进入锅体(1)

的柱状空腔内到达蒸煎盘(2)的加热腔内所产生的热量通过蒸煎盘(2)对包子或馒头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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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进行煎制，制成的煎包、馒头或饼子的上表皮暄软弹嫩而下底皮薄脆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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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蒸煎一体锅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食品烹饪器具，具体涉及一种蒸煎一体锅及其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品的要求越来越高，追求食品的口味， 同时

也追求食品的安全，因着近几年来诸多食品安全问题的话题一直围绕着国  人，每一件食品

安全问题事件都是那么触目惊心危害着人们的身体健康，有的  甚至丧命。生活中，儿童们、

成年人都非常喜爱吃一些表皮软底皮脆酥的食品，  如煎包、馒头等，让人能够重温儿时的

味道；儿时农村里烧柴的土灶在制作这  类煎包、馒头较为简便，即便可以不放一滴油，由于

一般土灶火力范围较大，  锅的四周温度也较高，也可以同时完成蒸、煎的过程，因此制作完

成的贴锅煎  包和馒头底部会脆酥且口感较好。然而现代人家中使用的都是煤气灶，火力范 

围达不到制作此类煎包、馒头的要求，制作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此类问题：火的  聚焦点位置

的煎包或馒头的底皮容易焦糊，而且锅的四周达不到与火的聚焦点 同样的温度，因此锅四

周的煎包或烙饼的底皮出现发硬、不熟等的情况而不是  脆酥。因此在生活中品尝这些食品

需要在市场或小吃店购买，但市场或小吃店  中为保证又有软又有脆酥的口感往往在制作

过程中需要靠多油煎浸来完成，而  通过油煎的食品往往令人食用很不放心。第一方面对于

油的品质不放心，许多  食品加工商为节约成本使用一些低劣的油，这种劣质的油所制作而

成的食品若 我们食用对人体带来的危害可想而知。第二方面，即使是使用合格食用油，但 

加工商为了节约成本常常将油反复高温加热使用，使油脂炸焦变黑，这无疑增  加了致癌物

和有害物质的含量，常常会造成肥胖、心血管病、肠胃疾病，甚至  致癌而影响健康。另外由

于油煎、油炸食品都是在极短时间内高温烹制而成，  常常是外面已炸得焦黄(糊)发硬里面

却还没有熟透，不仅没有有效地杀灭食  物中的病原微生物，容易发生肠寄生虫等疾病。油

脂反复高温加热会产生有毒  有害物质。因为油脂反复高温加热后，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经

高温加热后所产  生的聚合物——二聚体、三聚体，毒性较强。大部分油、烤制食品，尤其是

炸  薯条中含有高浓度的丙烯酰胺，俗称丙毒，是一种致癌物质。因此，现代人追  求绿色环

保安全的食品，在工作之余都乐意走进厨房自主动手做些喜爱的食品，  但是传统使用的食

品烹饪器具往往不能同时具有蒸和煎的双重功能，要想使食 品既具有蒸的风味，又具有煎

的风味，必须采用蒸锅和煎锅，先蒸后煎才能实  现，这样浪费时间，而且食品的口味也不

佳。即使是目前市场上的煎包或锅贴，  也是在煎盘内放很多油和水混合煎制，这不仅油多

危害健康，而且包子或锅贴  浸水后，影响食品自身发酵和口感，整个食品外表皮上也是尽

裹油腻。针对上  述问题，因此市面上也研制了一些食品烹饪器具，如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公

布  号为CN104873096A申请了一种可移动旋转式蒸煎锅装置，包括锅体、可移动的  支架、蒸

汽加热系统和火排加热系统；锅体可旋转地固定在支架的台面上；锅  体中心设有一空心

轴，空心轴与电机相连，通过电机带动锅体旋转；蒸汽加热  系统包括水箱、加热装置和蒸汽

管，加热装置加热水箱内的水产生蒸汽，蒸汽  通过蒸汽管进入到锅体内，先对锅体内的食

物进行加热蒸制；再利用火排系统  进行煎制，火排加热系统包括固定在所述锅体下方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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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火排通过燃气管连  接到燃气罐；通过锅体的旋转，可使锅体受热更加均匀，避免焦糊，

同时也使  得烹饪的食物底部硬脆；但是这种可移动旋转式蒸煎锅装置所存在诸多的问题， 

问题如下：一、结构复杂造价高，使用时操作不便，难于推广、普及；二、对  于使用者来说这

种可移动旋转式蒸煎锅装置使用环境较为局限性，难于适用家  庭、野炊。三、先蒸后煎的食

物，由于火排的火力温度不高且火力的穿透力有 限，缺少火苗直接舔舐食物底部的强劲和

透热力，致使食物底部的发硬、发干，  而非达到焦脆酥香的程度，口感也欠佳。本发明为一

种蒸煎一体锅，是一种思  维巧妙，造型独特的设计。千百年来，锅体都是底面受热，属于火

焰外烧型，  虽然目前市场也出现外盘内锅造型的火锅，但都属于外烧型，加热效率低，且 

锅体周边温度高等不利影响。本发明则是，采用内盘外锅的筒状空腔结构，不  仅是内烧和

外烧结合，使得锅底及内腔受热面增大，提高了受热效率；而且锅  体内腔注入的是水体，增

设内烧煎盘，从而此发明同时具有蒸和煎的功能，食  物的上表面受到蒸汽环绕，受热均匀、

充分；下底面受到火苗透烧，具有强热 穿透力，从而做出暄软酥脆兼具的特色食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的烹饪锅具，功能单一，不具有蒸和  煎功

能，且无法在一口锅内同时完成蒸煎功能；解决在制作表皮暄软、底皮脆  酥的煎包、馒头等

食品时，操作繁琐、耗时长、成本高、推广难、不节能、危  害健康等技术问题，而是提供一种

具有可同时蒸和煎的功能、使用功能多样化、  节能易操作、家庭及野炊兼具的一种多功能

蒸煎一体锅及其使用方法。

[0004] 本发明解决上述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多功能蒸煎一体锅，包括  锅体和

锅盖，所述锅体底部的中心为柱状空腔结构，柱状空腔的顶部设有蒸煎  盘。这种蒸煎一体

锅利用锅体底部设有的空腔，火焰可进入空腔的腔体内从而  增加了锅体的受热面积，另一

方面空腔顶部设有蒸煎盘，因此火焰进入空腔腔  体内后至蒸煎盘的底部，火焰又会往锅体

的外圆四周延伸，使得锅体的四周温  度也较高，锅体内的受热均衡；需要使用时在锅体内

腔放入水，水位线低于空  腔的顶部，同时将需要蒸煎的馒头或包子放于蒸煎盘上便可，其

制作而成的煎  包或馒头表皮暄软底皮脆酥。

[0005] 一种利用如上所述的多功能蒸煎一体锅的使用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06] 1 .作为蒸锅使用的步骤：通过将火力调节装置调节到关闭状态，左右挡  火板合

并，火焰无法进入锅体底部中心的柱状空腔内，从而蒸煎盘上的热能主  要来自锅体内腔的

加热水所产生的水蒸气，此时的蒸煎盘上可蒸所需要的各类  食物。

[0007] 2.作为煎锅使用的步骤：通过将火力调节装置调节到火力最大状态，从  而火焰可

进入锅体的柱状空腔内到达蒸煎盘的加热腔内，此时的蒸煎盘可煎制 所需要的各类食物。

[0008] 3.作为蒸煎一体锅使用的步骤：利用火力调节装置的火力控制功能，可  在蒸煎一

体锅内对食物同时进行蒸和煎的烹制，先在锅体内腔倒人水，再将火  力调节装置调节到关

闭或火力较小状态，火焰无法或有限进入锅体底部中心的  柱状空腔内，锅体内腔的加热水

所产生的水蒸气与蒸煎盘上蒸包子、馒头或饼  子进行热交换，待包子、馒头或饼子蒸至7分

熟时，可将火力调节装置逐步调  至火力最大状态，火焰进入锅体的柱状空腔内到达蒸煎盘

的加热腔内所产生的  热量通过蒸煎盘对包子或馒头的底皮进行煎制，制成的煎包、馒头或

饼子的上  表皮暄软弹嫩而下底皮薄脆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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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4.作为多功能火锅使用的步骤：将蒸煎盘更换成火锅盘，先在锅体内腔  倒人水，

再将火力调节装置调节到最大状态，火焰进入锅体底部中心的柱状空  腔内，锅体内腔的水

可快速沸腾，可将食材放入内腔，可将煮熟的食材捞出来  放在火锅盘上；此时，可调节火力

调节装置为关闭或较小状态，火焰可有限进  入火锅盘的加热腔，起到保温效果。也可以调

节火力调节装置为最大状态，同 时对火锅盘上食材直接进行煎烤。

[0010] 5.作为炖锅、煨焗使用的步骤：将蒸煎盘更换成炖锅盘，先在锅体内腔  倒人水或

粗粒食盐，再将火力调节装置调节到关闭或合适状态，火焰进入锅体  底部中心的柱状空腔

内，锅体内腔放入所需炖制的食材和水或粗粒食盐，也可  根据需要调节火力调节装置进行

炖、煨、焗制。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1.通过该蒸煎一体锅可以实现蒸煎食物在一个锅内 同时

完成，且所制作而成的如煎包、馒头、烙饼等物可同时具有蒸的风味和煎 的风味，口感表皮

暄软弹嫩而底皮薄脆酥香。2.通过该蒸煎一体锅可以实现在  制作煎包、馒头和烙饼等食物

过程中不放一滴油而达到底皮脆酥的口感，具有  绿色无害的功能。3.该蒸煎一体锅功能多

样化，可作为蒸锅、煎锅、蒸煎一体  锅、多功能火锅、炖锅和保温锅使用。4.该蒸煎一体锅应

用广泛，不但可以居  家使用，更适宜现代人喜欢野炊、户外使用。5.该蒸煎一体锅易推广，

成本低， 易操作，构思巧，市场空白。

[0012] 作为优选，所述锅体底部设置有4个锅底柱，且分布于锅体底部的四周，  所述锅底

柱之间连接有火力调节装置。通过在锅体底部的四周设置锅底柱既可 以通过与火力调节

装置连接起固定作用，利用锅底柱足够的高度可以提供火力  调节装置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防止使用时煤气灶上的支架会压到火力调节装置  而干涉火力调节装置运作。

[0013] 作为优选，所述火力调节装置包括左挡火板、右挡火板、双向丝杠和滑杆，  所述锅

体底部上方的左右两个锅底柱之间固定连接有所述滑杆，所述锅体底部  下方的左右两个

锅底柱之间连接有所述双向丝杆，所述双向丝杆一端与锅体底  部下方的左锅底柱内避空

孔相适配，所述双向丝杆的另一端穿过锅体底部下方 的右锅底柱并外延至锅的右下方并

连接有旋转钮；所述滑杆与所述双向丝杠之  间通过连接件连接有所述左挡火板和所述右

挡火板。通过火力调节装置可对锅  体空腔内加热温度进行控制，使得锅可产生不同的功

用；当锅只需蒸的功能，  将火力调节装置调节到关闭状态，火焰无法进入锅体底部中心的

空腔内，从而  蒸煎盘上的热能主要来自锅体内腔的加热水所产生的水蒸气，此时的蒸煎盘

可  蒸所需要的各类食物；当锅只需煎的功能，通过将火力调节装置调节到火力最  大状态，

从而火焰完全进入锅体的空腔内，此时的蒸煎盘可煎制所需要的各类  食物；同理，利用火

力调节装置所具有的火力自由调节功能，可在蒸煎一体锅  内对食物同时进行蒸和煎的烹

制，先将火力调节装置调节到关闭或较小状态，  火焰无法或有限进入锅体底部中心的空腔

内，从而在蒸煎盘上蒸包子、馒头或  饼子，待蒸熟至7分熟时可将火力调节装置逐步调到火

力最大状态，火焰进入  锅体的空腔内所产生的热量通过蒸煎盘导热对包子、馒头或饼子的

底皮进行煎  制，制成的煎包表皮暄软嫩弹而底皮薄脆酥香。

[0014] 作为优选，所述左挡火板和所述右挡火板均为半圆形结构且彼此对称，所  述左挡

火板和所述右挡火板的下端均设有带通孔的连接件与所述滑杆相适配；  所述左挡火板和

所述右挡火板的上端均设有带螺纹的连接件与所述双向丝杠  螺纹连接；所述左挡火板与

所述右挡火板的拼接处设有咬缝结构。通过在左挡  火板与右挡火板的拼接处设有咬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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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使得左挡火板和右挡火板与锅体的密  封性能更好，尤其在野外使用时需要在空腔内放

入炭火对锅体内的食物进行保  温时，使得空腔内具有很好的密封性能不易散热，另外在锅

的位移过程中炭火 无法从左右挡火板的拼缝中漏出。

[0015] 作为优选，所述蒸煎盘包括平底锅盘和连接套，所述连接套呈漏斗结构，  该连接

套的上端呈喇叭口结构，下端呈管状结构；所述平底锅盘的底部与所述  连接套的顶部通过

焊接方式无缝对接形成加热腔。平底锅盘的底部与连接套的  顶部通过焊接方式无缝对接

形成加热腔，加热腔一方面可增加受热面积，另一  方面火焰进入加热腔内后，热能充分利

用、不散失热能及预热保温效果良好。

[0016] 作为优选，所述平底锅盘顶部设有凹槽，平底锅盘底部设有导热板，所述  导热板

采用铝制作而成，平底锅盘的两端还设有把手。导热板的作用在于可加  速将加热腔的热能

传递与平底锅盘，节约能耗且可快速使得平底锅盘可达到煎  制所需的高温；此外平底锅盘

的两端设有的把手方便于蒸煎盘拆装过程中拧旋  螺纹。

[0017] 作为优选，所述蒸煎盘下端的管状部与所述锅体底部中心的柱状空腔部螺  纹连

接。蒸煎盘与锅体采用螺纹连接的方式其优点在于根据功能需要方便拆装  与更换蒸煎盘。

[0018] 作为优选，所述蒸煎盘为火锅盘，所述火锅盘上设有开口槽。将已熟的食  物捞出

来放与火锅盘上，食物上所带的汤汁会通过火锅盘上的开口槽流回锅体 内腔，从而使得每

种食物的味道不会混淆。

[0019] 作为优选，所述蒸煎盘为炖锅盘。将蒸煎盘更换为炖锅盘使得锅具有炖锅、  煨、

焗、焖的功能。

[0020] 作为优选，所述锅体底部中心的柱状空腔内安装有电热装置，电热装置的  上端连

接有电热体，电热装置的下端固定连接有底座，通过电热装置所产生的  热能由电热体将热

能传热给蒸煎盘，采用电力通过电热装置加热的方式使用时 更为方便。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主视的剖面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是本发明的仰视图；

[0024] 图4是本发明锅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是本发明蒸煎盘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是本发明蒸煎盘主视的剖面图；

[0027]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二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8] 图8是本发明火锅盘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9是本发明火锅盘主视的剖面图；

[0030] 图10是本发明实施例三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31] 图11是本发明炖锅盘的主视剖面图；

[0032] 图12是本发明实施例四的主视剖面图；

[0033] 图中所示：1.锅体，11.柱状空腔，12.锅底柱，13.避空孔，2.蒸煎盘，21.  平底锅

盘，22.导热板，23.连接套，24.凹槽，25.把手，26.火锅盘，27.开口  槽，28.炖锅盘，3.火力

调节装置，31.左挡火板，32.右挡火板，33.连接件，  34.双向丝杠，35.旋转钮，36.滑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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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盖，5.电热装置，51.电热体，52.底  座。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具体的说明。

[0035] 实施例一：如图1和图2所示，包括锅体1和锅盖4，如图4所示锅体1  底部的中心为

柱状空腔11结构，如图1所示柱状空腔11的顶部设有蒸煎盘2；  如图3所示锅体1底部设置有

锅底柱12，锅底柱12为4个分布于锅体1底部 的四周，锅底柱12之间连接有火力调节装置3；

火力调节装置3包括左挡火  板31、右挡火板32、双向丝杠34、旋转钮35和滑杆36，锅体1底部

上方的  左右两个锅底柱12之间固定连接有滑杆36，锅体1底部下方的左右两个锅底  柱12

之间连接有双向丝杆34，双向丝杆34一端与锅体1底部下方的左锅底  柱12内避空孔(图中

未示)相适配，双向丝杆34的另一端穿过锅体1底部下  方的右锅底柱12并外延至锅的右下

方并连接有旋转钮35；滑杆36与双向丝  杠34之间通过连接件33连接有左挡火板31和右挡

火板32；左挡火板31和  右挡火板32为相对称的半圆结构，左挡火板31和右挡火板32的下端

均设有  带通孔的连接件33与滑杆36相适配；左挡火板31和右挡火板32的上端分别  设有带

左旋螺纹和右旋螺纹的连接件33与双向丝杠34相适配；左挡火板31  与右挡火板32的拼接

处设有咬缝结构；如图5和图6所示蒸煎盘2包括平底  锅盘21和连接套23，连接套23呈漏斗

结构，该连接套23的上端呈喇叭口结  构，下端呈管状结构；平底锅盘21的底部与连接套23

的顶部通过焊接方式无  缝对接形成加热腔，平底锅盘21顶部设有凹槽24，平底锅盘21底部

设有导  热板22，导热板22采用铜制作而成，平底锅盘21的两端还设有把手25；蒸  煎盘2下

端的管状部与锅体1底部中心的柱状空腔11部螺纹连接。

[0036]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如图1、图2、图3、图5和图6所示锅体1底部的 中心设为柱状空

腔11结构，柱状空腔11的顶部设有蒸煎盘2，从而火焰通过  柱状空腔11内进入蒸煎盘2的加

热腔，其目的在于扩大了加热面积同时火焰  聚焦于蒸煎盘2底部并对蒸煎盘2进行有效加

热，使得蒸煎盘2可达到煎制所  需要的温度；蒸煎盘2包括平底锅盘21和连接套23，平底锅

盘21的底下设  有铜或铝制作而成的导热板22，铜或铝具有良好的导热性能，因此在食物蒸 

煎过程中平底锅盘21上的温度较高，煎制效果较好；连接套23呈漏斗结构，  平底锅盘21的

底部与连接套23的顶部通过焊接方式无缝对接形成加热腔，加  热腔的作用在于火焰进入

加热腔内后，热能充分利用、不散失热能及预热保温 效果良好。锅体1的底部设有火力调节

装置3，通过扭动旋转钮35带动双向  丝杠34进行旋转，双向丝杠34进行旋转时与其螺纹连

接的左右连接件33快  速趋近或分离，从而左右挡火板随着连接件33进行往复运动，通过左

右挡火  板打开或合并的状态可控制火焰进入加热腔的大小。通过火力调节装置3对锅  体1

的柱状空腔11内加热温度进行控制，使得锅可产生不同的功用。

[0037] 如图1所示使用时，将蒸煎一体锅放与煤气灶上，在锅体1内腔倒入水，  在蒸煎盘

上依次放好所需要蒸煎的包子、馒头或饼子，盖上锅盖4，将火力调节  装置3调节到火力关

闭或较小状态，左右挡火板合并使得火焰无法或有限进入  锅体的空腔内，水加热沸腾产生

的蒸汽与包子、馒头或饼子进行热交换，待包  子、馒头或饼子蒸7分熟之时，再将火力调节

装置3逐步调节到最大火力状态，  火焰通过空腔进入蒸煎盘的加热腔内，热量导热给平底

锅盘从而对包子、馒头  或饼子的底皮进行煎制，制作而成的煎包或烙饼表皮软能，底皮脆

酥。使用该  蒸煎一体锅烹制煎包或烙饼，蒸个过程无需添加油，制成的食品食用安全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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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利用蒸煎一体锅的火力可调节装置，对火焰进入空腔内大小的控制使得该锅 同时既能

制作蒸的风味的食品，又能制作煎风味的食品，功能丰富。此外传统  个做法先将包蒸熟再

进行煎制或者水油混合煎制，其包子在打开锅盖后遇冷会  产生表皮易塌陷、易夹生、油腻、

难控制等问题，影响口感和健康。该蒸煎一  体锅进行煎包制作过程通过火力调节装置使锅

的功能进行改变使得煎包从开始  到煎制完成整个过程无需打开锅盖，蒸和煎可在一口锅

内同时进行。

[0038] 实施例二：如图7、图8和图9所示，与实施例一不同点为：蒸煎盘更换  为火锅盘，其

它结构和工作原理与实施例1相同。通过将蒸煎一体锅的蒸煎盘  更换成火锅盘，利用火锅

盘的多功能性从而使蒸煎一体锅具有强大的火锅功  能，其具有以下4个优点：1.将已熟的

食物捞出来放与火锅盘，可防止火锅内  太多煮熟的食物来不及吃，而因煮的时间太久沉底

煮烂；2.将已熟的食物捞出  来放与火锅盘上可起到保温的效果；3.将已熟的食物捞出来放

与火锅盘上，食  物上所带的汤汁会通过火锅盘上的开口槽流回锅体内腔，从而使得每种食

物的 味道不会混淆；4.利用火锅盘具有煎的功能使得吃火锅时的也可在火锅盘上对  食物

进行煎制，使得在一口锅内同时烹制出两种完全不用口味的食物。火锅中  所捞出来煮熟后

的食物口感都是软的，而针对豆腐、年糕等食物喜欢吃焦一点、  脆酥一点的口味，可将火力

调节装置调节到最大火力通过火锅盘煎的功能而完 成。

[0039] 实施例三：如图10和图11所示，与实施例一不同点为：蒸煎盘更换为炖  锅盘，其它

结构和工作原理与实施例1相同。通过将蒸煎一体锅的蒸煎盘更换  成炖锅盘，将蒸先在锅

体内腔倒入水或粗粒食盐，再将火力调节装置调节到关 闭或较小状态，火焰无法或有限进

入锅体底部中心的空腔内，锅体内腔放入所 需炖制的食材和水或需要煨焗焖的食物，也可

根据炖制过程中火候的需要调节  火力调节装置。这种炖制的优点在于火焰进入锅体的空

腔内加热同时，因着锅 的受热面积加大，锅体内腔受热的食物和汤汁沸腾会更均匀，从而

所炖制出的  汤汤汁更为浓厚；煨焗焖出来的食物更透骨、更醇香。同时，先关闭火力调节 

装置，再将火碳放入柱状空腔内，再旋入炖锅盘，最后将熟食放入锅体内，起  到长期保温的

作用。

[0040] 实施例四：如图12所示，与实施例一不同点为：锅体底部的中心的柱状  空腔内安

装有电热装置，采用电力加热的方式，电热装置的上端连接有导热板，  通过电热装置所产

生的热能由导热板将热能传热给锅体内腔以及蒸煎盘，电热  装置的下端固定连接有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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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2/8 页

11

CN 109832930 A

11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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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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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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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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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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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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