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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箱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了一种蒸箱，其包括；储水

部件；输送部件，与储水部件的出口连接；蒸汽发

生器，其进水口与输送部件相连，并能接收由输

送部件输送的且来自于储水部件内的水；蒸箱内

胆，其进口与蒸汽发生器的蒸汽出口相连接；排

水管路，其包括与蒸汽发生器的出水口相连的第

一子管路；水位检测部件，与第一子管路相连；控

制模块，根据水位检测部件的检测结果控制输送

部件是否向蒸汽发生器供水。其中水位检测部

件、第一子管路及蒸汽发生器能够构成一个连通

器。该蒸箱解决了水位检测部件难以准确检测蒸

汽发生器内水位的问题，保证了控制模块可以准

确控制输送部件向蒸汽发生器及时供水，有效降

低了蒸汽发生器发生干烧损坏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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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蒸箱，其特征在于，包括；

储水部件；

输送部件，与所述储水部件的出口连接；

蒸汽发生器，其进水口与所述输送部件相连，并能接收由所述输送部件输送的且来自

于所述储水部件内的水；

蒸箱内胆，其进口与所述蒸汽发生器的蒸汽出口相连接；

排水管路，其包括与所述蒸汽发生器的出水口相连的第一子管路；

水位检测部件，与所述第一子管路相连；

控制模块，根据所述水位检测部件的检测结果控制所述输送部件是否向所述蒸汽发生

器供水；

其中，所述水位检测部件、所述第一子管路及所述蒸汽发生器能够构成一个连通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蒸箱，其特征在于，所述蒸汽发生器包括具有所述进水口、出

水口和蒸汽出口的蒸发室及设在所述蒸发室内的加热元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蒸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水位检测部件包括与所述第一子管路

连接的导流构件，以及穿入式设置在所述导流构件内的水位探针，其中所述水位探针与所

述控制模块连接，所述水位探针在所述蒸箱中的位置高于部分或全部所述加热元件但低于

所述蒸发室的顶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蒸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水位探针的数量为两个，两个所述水

位探针在所述蒸箱中的高度不同。

5.根据权利要求1到4中任一项所述的蒸箱，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与所述蒸箱内胆的冷

凝水出口相连的回收部件，所述排水管路还包括用于连接所述水位检测部件和回收部件的

第二子管路，所述第一子管路、水位检测部件和第二子管路能够构成虹吸式排水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蒸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子管路包括设置在所述蒸箱内胆

的侧壁上且用于连接所述水位检测部件的出口的转接弯头，以及用于与所述转接弯头及所

述回收部件连接的第二软管。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蒸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水部件、回收部件、输送泵、所述蒸

汽发生器、所述水位检测部件和转接弯头均固定设在所述蒸箱内胆的外壁上，其中所述回

收部件在所述蒸箱中的位置低于所述蒸汽发生器。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蒸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水部件和回收部件皆为水箱。

9.根据权利要求1到4中任一项所述的蒸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子管路包括与所述

蒸汽发生器及所述水位检测部件连接的第一软管。

10.根据权利要求1到4中任一项所述的蒸箱，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部件包括与所述储

水部件的出口连接的第一供液管、与所述第一供液管相连的输送泵及与所述输送泵和蒸汽

发生器相连的第二供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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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家用电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蒸箱。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技进步及人们对美好物质生活的追求的提高，人们在渴望吃饱和吃好的同

时还要保证饮食的健康和营养的搭配均衡。在烹饪中蒸的做法能最大程度上保留食材的新

鲜并且也不像煎炒炸那样需要很多油。蒸箱是运用动态蒸汽平衡技术在烹饪过程中能保留

食物的原有营养成分的现代烹饪设备。

[0003] 现有的蒸箱主要包括水箱、输送部件、蒸汽发生器、蒸箱内胆、水位探测部件(即水

位探针)及控制模块等，输送部件能够将水箱内的水输送到蒸汽发生器内，蒸汽发生器能够

将水加热为蒸汽，并向蒸箱内胆内供应高温的蒸汽，以用于食物的烹饪。水位探测部件穿入

式设置在蒸汽发生器上且用于检测蒸汽发生器内的水位，控制模块与水位探测部件和输送

部件相连，能够根据水位探测的检测结果控制输送部件的工作状态，以向蒸汽发生器内自

动补水。但由于蒸汽发生器内的水处于沸腾状态时会影响水位探测部件的检测结果，导致

控制模块难以控制输送部件向蒸汽发生器准确及时地供水，增加了蒸汽发生器发生干烧损

坏的风险。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全部或部分问题，本实用新型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蒸箱，其解决了水

位检测部件难以准确检测蒸汽发生器内水位的问题，保证了控制模块可以准确控制输送部

件向蒸汽发生器及时供水，有效降低了蒸汽发生器发生干烧损坏的风险。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蒸箱，其包括；储水部件；输送部件，与所述储水部件的出

口连接；蒸汽发生器，其进水口与所述输送部件相连，并能接收由所述输送部件输送的且来

自于所述储水部件内的水；蒸箱内胆，其进口与所述蒸汽发生器的蒸汽出口相连接；排水管

路，其包括与所述蒸汽发生器的出水口相连的第一子管路；水位检测部件，与所述第一子管

路相连；控制模块，根据所述水位检测部件的检测结果控制所述输送部件是否向所述蒸汽

发生器供水；其中，所述水位检测部件、所述第一子管路及所述蒸汽发生器能够构成一个连

通器。

[0006] 进一步地，所述蒸汽发生器包括具有所述进水口、出水口和蒸汽出口的蒸发室及

设在所述蒸发室的底部的加热元件。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水位检测部件包括与所述第一子管路连接的导流构件，以及穿入

式设置在所述导流构件内的水位探针，其中所述水位探针与所述控制模块连接，所述水位

探针在所述蒸箱中的位置高于部分或全部所述加热元件但低于所述蒸发室的顶部。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水位探针的数量为两个，两个所述水位探针在所述蒸箱中的高度

不同。

[0009] 进一步地，还包括与所述蒸箱内胆的冷凝水出口相连的回收部件，所述排水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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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包括用于连接所述水位检测部件和回收部件的第二子管路，所述第一子管路、水位检测

部件和第二子管路能够构成虹吸式排水结构。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子管路包括设置在所述蒸箱内胆的侧壁上且用于连接所述水

位检测部件的出口的转接弯头，以及用于与所述转接弯头及所述回收部件连接的第二软

管。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储水部件、回收部件、输送泵、蒸汽发生器、水位检测部件和转接弯

头均固定设在所述蒸箱内胆的外壁上，其中所述回收部件在所述蒸箱中的位置低于所述蒸

汽发生器。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储水部件和回收部件皆为水箱。

[0013] 进一步地，所述输送部件包括与所述储水部件的出口连接的第一供液管、与所述

第一供液管相连的输送泵及与所述输送泵和蒸汽发生器相连的第二供液管。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子管路包括与所述蒸汽发生器及所述水位检测部件连接的所

述第一软管。

[0015] 由上述技术方案可知，本实用新型的蒸箱的改进在于其先将水位检测部件移入到

了排水管路的第一子管路上，然后使水位检测部件、第一子管路及蒸汽发生器三个能够构

成一个连通器，使得水位检测部件间接地检测蒸汽发生器内的水位，并且因增加了该水位

检测部件与蒸汽发生器的热源(加热元件)之间的距离而降低沸腾水对其检测所产生的影

响，由此保证了水位检测部件能准确检测蒸汽发生器内的水位，又保证了控制模块可以准

确控制输送部件向蒸汽发生器及时供水，进而有效降低蒸汽发生器发生干烧损坏的风险。

本实用新型的蒸箱的结构简单，装配容易，使用安全可靠，便于实施推广应用。

附图说明

[0016] 下面将结合附图来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详细地描述。在图中：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蒸箱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蒸箱的原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显示了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蒸箱的水位检测装置；以及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蒸箱的水位检测装置的剖视图。

[0021] 在附图中，相同的部件使用相同的附图标记，附图并未按照实际的比例绘制。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更好的了解本实用新型的目的、结构及功能，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

施例做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23]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蒸箱的原理结构示意图；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蒸

箱的立体结构示意图。如图1到图2所示，该蒸箱包括储水部件1、输送部件4、蒸汽发生器6、

蒸箱内胆12、排水管路、水位检测部件7和控制模块(未示出)。储水部件1优选为水箱结构。

输送部件4设在储水部件1和蒸汽发生器6二者之间，并与储水部件1的出口和蒸汽发生器6

的进水口连接，其能够将储水部件1内的水输送到蒸汽发生器6内，并保证蒸汽发生器6可以

持续产生蒸汽。蒸箱内胆12的进口与蒸汽发生器6的蒸汽出口相连接，并能接收蒸汽发生器

6所提供的蒸汽，以便该蒸箱内胆12借助于蒸汽完成对其内部食物的烹饪。排水管路包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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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发生器6的出水口相连的第一子管路51，水位检测部件7设在第一子管路51上，该水位

检测部件7、第一子管路51及蒸汽发生器6能够构成一个连通器，使得水位检测部件7在第一

子管路51上所检测到的水位与蒸汽发生器6内的水位近似一致，进而实现了水位检测部件7

对蒸汽发生器6内的水位实施检测的目的。控制模块与输送部件4和水位检测部件7相连，并

根据水位检测部件7的检测结果控制输送部件4是否向蒸汽发生器6供水，以保证蒸汽发生

器6不发生干烧现象。其中，该控制模块可包括可编程逻辑控制部件(如PLC或CPU)、存储器

和与可编程逻辑控制部件相连的电子元件等，属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在此不再详述。

[0024]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该蒸箱的改进在于其先将水位检测部件7移入到了排

水管路的第一子管路51上，然后使水位检测部件7、第一子管路51及蒸汽发生器6三个能够

构成一个连通器，使得水位检测部件7能间接地检测蒸汽发生器6内的水位，并且因增加该

水位检测部件7与蒸汽发生器6的热源(加热元件)之间的距离而降低沸腾水对其检测所产

生的影响，由此保证了水位检测部件7能准确检测蒸汽发生器6内的水位，又保证了控制模

块可以准确控制输送部件4向蒸汽发生器6及时供水，进而有效降低蒸汽发生器6发生干烧

损坏的风险。本实用新型的蒸箱的结构简单、装配容易，使用安全可靠，便于实施推广应用。

[0025] 在本实施例中，蒸汽发生器6包括具有进水口、出水口和蒸汽出口的蒸发室及设在

蒸发室的底部的加热元件。其中，加热元件可选为电热丝或云母发热片，但优选为成本低、

效率高的电热丝。该蒸汽发生器6的结构是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为了节约篇幅起见不再

赘述。

[0026]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3到4所示，水位检测部件7包括与第一子管路51连接并为水的

流动提供流动路径的导流构件71，以及穿入式设置在导流构件71内的水位探针72。其中，该

水位探针72与控制模块连接，该水位探针72在蒸箱中的位置高于部分或全部加热元件但低

于蒸发室的顶部，以保障水位探针72可以间接地检测蒸汽发生器6内的水位，并降低沸腾水

对其检测所产生的影响。当水进入到导流构件71内并淹没水位探针72时，控制模块可以通

过水位探针72获得当前水位信息。优选地，导流构件71包括管部711及与管部711相连的基

部712，水位探针72先穿过基部712再进入管部711内，使得基部712能够对水位探针72进行

强化和保护。为了适用特别环境的要求，水位探针72和基部712也可选为弯曲结构，以保证

水位探针72的接线端可以朝向易于实施接线操作的宽敞区域。水位探针72的数量通常选为

一个或两个，但在本实施例中为了提高水位检测的精度，水位探针72的数量最好选为两个，

两个水位探针72在蒸箱中的高度不同。当水位探针72的数量选为一个时，水位探针72设置

在最低位置，如果其探测到水并产生预定信号，那么控制模块便响应于预定信号而打开输

送部件4一段时间，以控制输送部件4向蒸汽发生器6及时、定量供水。当水位探针72的数量

选为两个时，高位的水位探针72能够在探测到水时产生第一预定信号，使得控制模块响应

于第一预定信号并关闭输送部件4，以阻止输送部件4向蒸汽发生器6供水，低位的水位探针

72能够在探测到水时产生第二预定信号，使得控制模块响应于第二预定信号并打开输送部

件4，以控制输送部件4向蒸汽发生器6及时供水。值得注意的是，该水位检测部件7并不限于

主要由导流构件71和水位探针72所构成的结构，也可选为能实现水位检测功能的其他产

品。

[0027] 该蒸箱还包括与蒸箱内胆12的冷凝水出口相连的回收部件11。回收部件11通常选

为回收废水用的水箱结构，俗称废水箱。排水管路还包括用于连接水位检测部件7和回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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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11的第二子管路52，第一子管路51、水位检测部件7和第二子管路52能够构成虹吸式排水

结构。如图2所示，该虹吸式排水结构可以保证蒸汽发生器6内具有充足的待加热水，可用于

排出其内水垢并防止其在第一子管路51内堆积。

[0028] 在本实施例中为了简化连接操作的同时兼顾低成本的要求，第一子管路51和第二

子管路52优选为如下结构，即第一子管路51包括与蒸汽发生器6及水位检测部件7连接的第

一软管。第二子管路52包括设置在蒸箱内胆12的侧壁上且用于连接水位检测部件7的出口

的转接弯头521，以及与转接弯头521及回收部件11连接的第二软管522，转接弯头521在蒸

箱100内的位置高于蒸汽发生器6但低于蒸箱内胆12的蒸汽进口，被输送部件4输送的水能

在加满蒸汽发生器6后流向蒸箱内胆12的蒸汽进口，当该水在蒸箱内的位置超过转接弯头

521在蒸箱100内的位置时，虹吸式排水结构可以自动启动并将蒸汽发生器6内的水排入到

回收部件11内。

[0029] 在本实施例中，该输送部件4可包括与储水部件1的出口连接的第一供液管42、与

第一供液管42相连的输送泵41及与输送泵41和蒸汽发生器6相连的第二供液管43，以保证

输送泵41从储水部件1内抽出水并将其送入到蒸汽发生器6内。值得说明的是，该输送部件4

的具体结构并不限于此，其也可选为能够实现输送功能的其他结构，例如先省略一个供液

管，再将输送泵41与储水部件1或蒸汽发生器6直接连接。

[0030] 在本实施例中为了保证整体结构可以更加紧凑，且上述各项功效能够正常实施，

储水部件1、回收部件11、输送泵41、蒸汽发生器6、水位检测部件7和转接弯头521均固定设

在蒸箱内胆12的外壁上，其中回收部件11在蒸箱100中的位置低于蒸汽发生器6。

[0031] 综上所述，该蒸箱100解决了水位检测部件7难以准确检测蒸汽发生器6内水位的

问题，保证了控制模块可以准确控制输送部件4向蒸汽发生器6及时供水，有效降低了蒸汽

发生器6发生干烧损坏的风险。

[0032]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

此，任何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公开的技术范围内，可容易地进行改变或变化，而

这种改变或变化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

以权利要求书的保护范围为准。只要不存在结构冲突，各个实施例中所提到的各项技术特

征均可以任意方式组合起来。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文中公开的特定实施例，而是包括落

入权利要求的范围内的所有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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