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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提供一种烹饪器具，包括内锅、线圈

盘、电源板及风扇，所述线圈盘位于内锅底部，所

述电源板竖向设置在所述内锅的旁侧，所述风扇

位于该电源板的下方，该烹饪器具还设有风扇支

架，该风扇支架位于该电源板及该风扇之间，所

述风扇支架设有若干侧壁，所述若干侧壁形成朝

向所述线圈盘的第一导风通道及朝向所述电源

板的第二导风通道。本申请利用第一导风通道及

第二导风通道实现对气流的控制，分别对电源板

及线圈盘进行有效降温，避免气流乱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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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烹饪器具，包括内锅、线圈盘、电源板及风扇，所述线圈盘位于内锅底部，所述电

源板竖向设置在所述内锅的旁侧，所述风扇位于该电源板的下方，其特征在于：该烹饪器具

还设有风扇支架，该风扇支架位于该电源板及该风扇之间，所述风扇支架设有若干侧壁，所

述若干侧壁形成朝向所述线圈盘的第一导风通道及朝向所述电源板的第二导风通道。

2.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烹饪器具，其特征在于：所述风扇支架设有一框口，该框口

面向该风扇的出风面，所述若干侧壁包括一分割板，该分割板设置在该框口内，并将该框口

分成内侧及外侧两部分，其中内侧部分形成上述第一导风通道的第一进风口，外侧部分形

成上述第二导风通道的第二进风口。

3.一种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烹饪器具，其特征在于：所述若干侧壁包括第一导风板，该

第一导风板位于第一进风口上方并遮挡该第一进风口，该第一导风板自所述分割壁的顶部

向内并向上倾斜延伸以朝向所述线圈盘引导气流，该第一导风板的两旁侧通过侧壁与该框

口的边缘连接。

4.一种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烹饪器具，其特征在于：所述风扇支架在所述第一导风板的

末端下方形成出风口，该出风口的开口方向为侧向开口，由第一进风口流入的气流经过所

述第一导风板的导引后由该出风口流出。

5.一种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烹饪器具，其特征在于：所述若干侧壁还包括位于自该出风

口下侧向内延伸的第二导风板，经所述出风口流出的气流进一步由所述第二导风板引导。

6.一种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烹饪器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导风板倾斜向内并向上延

伸，以将气流朝向所述线圈盘引导。

7.一种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烹饪器具，其特征在于：第二导风板与水平方向的夹角(B)

大于第一导风板与水平方向的夹角(A)。

8.一种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烹饪器具，其特征在于：该烹饪器具还设有保温罩，所述线

圈盘位于所述内锅及保温罩之间，所述风扇及风扇支架位于该保温罩的外侧，该保温罩上

设有缺口，所述风扇支架的第一导风板与第二导风板均伸入该缺口内，以将气流进向所述

线圈盘。

9.一种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烹饪器具，其特征在于：所述若干侧壁包括自第二进风口边

缘继续向上延伸以引导气流的若干第三导向板。

10.一种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烹饪器具，其特征在于：该风扇支架通过螺丝固定至所述

电源板的下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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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烹饪器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一种具有风扇的烹饪器具。

背景技术

[0002] 烹饪器具的加热装置在工作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这些热量会造成周围的电器元

件的老化。越来越多的烹饪器具，例如电压力锅，会在靠近加热装置的地方设置风扇，以促

进加热装置周围的散热，缓解对周围电器元件的影响。类似的技术可以参考中国专利第

CN201420042410.8，该专利公开了一种电磁电饭煲，锅体底部设有电磁线圈组件、电源板及

风扇，该电磁线圈组件为加热装置。风扇上方设有导风件，该导风件包括分流板和自该分流

板上边缘向加热装置方向延伸的导流板，所述分流板竖向设置在风扇出风口上方。煲体外

的冷空气经过风扇后被分流板分成两股，一股由导流板导流后吹向电磁线圈组件，另一股

向上流动吹至电源板，再吹至电磁线圈组件，将电磁线圈组件产生的热量继续往出风口方

向吹动，加快了电磁线圈组件周围的空气流速，也对电源板进行了散温处理。但是，该导风

件的结构非常简单，仅仅起到简单分流的作用，几乎没有导向的作用。无法将气流集中朝向

电源板或电磁线圈组件。

[0003] 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的烹饪器具进行改进。

发明内容

[0004] 本申请提供一种能够良好散热的烹饪器具。

[0005] 具体地，本申请是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烹饪器具，包括内锅、线圈盘、电

源板及风扇，所述线圈盘位于内锅底部，所述电源板竖向设置在所述内锅的旁侧，所述风扇

位于该电源板的下方，该烹饪器具还设有风扇支架，该风扇支架位于该电源板及该风扇之

间，所述风扇支架设有若干侧壁，所述若干侧壁形成朝向所述线圈盘的第一导风通道及朝

向所述电源板的第二导风通道。利用第一导风通道及第二导风通道实现对气流的控制，分

别对电源板及线圈盘进行有效降温，避免气流乱窜。

[0006] 根据本申请的一个实施方式，所述风扇支架设有一框口，该框口面向该风扇的出

风面，所述若干侧壁包括一分割板，该分割板设置在该框口内，并将该框口分成内侧及外侧

两部分，其中内侧部分形成上述第一导风通道的第一进风口，外侧部分形成上述第二导风

通道的第二进风口。利用分割板将一个框口分割成两个进风口，分别对应两个导风通道。

[0007] 根据本申请的一个实施方式，所述若干侧壁包括第一导风板，该第一导风板位于

第一进风口上方并遮挡该第一进风口，该第一导风板自所述分割壁的顶部向内并向上倾斜

延伸以朝向所述线圈盘引导气流，该第一导风板的两旁侧通过侧壁与该框口的边缘连接。

利用第二导向板进一步引导气流。

[0008] 根据本申请的一个实施方式，所述风扇支架在所述第一导风板的末端下方形成出

风口，该出风口的开口方向为侧向开口，由第一进风口流入的气流经过所述第一导风板的

导引后由该出风口流出。形成侧向开口的出风口，使气流朝向内侧的线圈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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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根据本申请的一个实施方式，所述若干侧壁还包括位于自该出风口下侧向内延伸

的第二导风板，经所述出风口流出的气流进一步由所述第二导风板引导。利用第二导向板

进一步引导气流。

[0010] 根据本申请的一个实施方式，所述第二导风板倾斜向内并向上延伸，以将气流朝

向所述线圈盘引导。

[0011] 根据本申请的一个实施方式，第二导风板与水平方向的夹角大于第一导风板与水

平方向的夹角。可利用第二导向板调整气流方向。

[0012] 根据本申请的一个实施方式，该烹饪器具还设有保温罩，所述线圈盘位于所述内

锅及保温罩之间，所述风扇及风扇支架位于该保温罩的外侧，该保温罩上设有缺口，所述风

扇支架的第一导风板与第二导风板均伸入该缺口内，以将气流进向所述线圈盘。

[0013] 根据本申请的一个实施方式，所述若干侧壁包括自第二进风口边缘继续向上延伸

以引导气流的若干第三导向板。利用第三导向板进一步引导气流。

[0014] 根据本申请的一个实施方式，该风扇支架通过螺丝固定至所述电源板的下侧。

[0015] 应当理解的是，以上的一般描述和后文的细节描述仅是示例性和解释性的，并不

能限制本申请。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根据本申请一个实施例的烹饪器具的立体分解图。

[0017] 图2为根据本申请一个实施例的烹饪器具的剖面图。

[0018] 图3为图2的局部放大图。

[0019] 附图标记说明：

[0020] 内锅1、电源板4、保温罩5、缺口51、线圈盘6、外壳7、进风口71、出风72、风扇2、风扇

支架3、第一导风通道31、第二导风通道32、框口30、分割板33、第一进风口310、第二进风口

320、出风口321、第一导风板35、边缘36、第二导风板37、第三导向板38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这里将详细地对示例性实施例进行说明，其示例表示在附图中。下面的描述涉及

附图时，除非另有表示，不同附图中的相同数字表示相同或相似的要素。以下示例性实施例

中所描述的实施方式并不代表与本申请相一致的所有实施方式。相反，它们仅是与如所附

权利要求书中所详述的、本申请的一些方面相一致装置、系统、设备和方法的例子。

[0022] 在本申请使用的术语是仅仅出于描述特定实施例的目的，而非旨在限制本申请。

在本申请和所附权利要求书中所使用的单数形式的“一种”、“所述”和“该”也旨在包括多数

形式，除非上下文清楚地表示其他含义。还应当理解，本文中使用的术语“和/或”是指并包

含一个或多个相关联的列出项目的任何或所有可能组合。

[0023] 参考图1及图2所示，本申请的一个实施例中的烹饪器具，包括锅盖及锅体，锅体由

内向外依次包括内锅1、保温罩5、线圈盘6及外壳7，所述保温罩5位于该外壳7内，所述内锅1

又位于该保温罩5内，所述线圈盘6位于内锅1底部及保温罩5底部之间，用于加热内锅1。外

壳7的侧壁内侧固定有电源板4，该电源板4上设有多个电器元件。

[0024] 该烹饪器具还设有风扇2及风扇支架3，该风扇2及风扇支架3位于外壳7底部。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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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冷空气在该风扇2的吸力作用下由外壳7底壁的进风口71进入该外壳7内后，借助风扇支

架3的引导，气流分成两路，分别经过前述线圈盘6及电源板4后，由该外壳7的出风72排出，

以降低该线圈盘6所产生的热量对电源板4上的电器元件的影响。

[0025] 所述风扇2呈水平设置在外壳7底壁内侧，所述电源板4呈竖向设置在外壳7侧壁内

侧，该风扇2位于该电源板4的下方。在本实施方式中，该风扇2位于该电源板4的正下方，以

缩短气流路径，更好的对电源板4进行降温。所述风扇支架3设置在该电源板4及该风扇2之

间，所述风扇支架3设有若干侧壁，所述若干侧壁形成朝向所述线圈盘6的第一导风通道31

及朝向所述电源板4的第二导风通道32。两导风通道31、32能够对气流进行集中引导及控

制，分别对前述电源板4及线圈盘6进行有效降温，避免气流乱窜。

[0026] 参考图1至图3所示，下面将具体描述该风扇支架3的结构，该风扇支架3通过螺丝

固定至所述电源板4的下侧。该风扇支架3的主体整体呈框体状，设有一框口30，该框口30面

向该风扇2的出风面，该风扇支架3的前述若干侧壁包括一分割板33，该分割板22设置在该

框口内，并将该框口30分成内侧及外侧两部分，内侧部分的区域面积小于外侧部分的区域

面积。该内侧部分形成上述朝向线圈盘6的第一导风通道31的第一进风口310，该外侧部分

形成上述朝向电源板4的第二导风通道32的第二进风口320。该扇支架3通过分割板33将一

个框口30分割成两部分，形成两个进风口，分别对应前述两个导风通道。

[0027] 所述线圈盘6位于该保温罩5内的内锅1底部，并不位于该风扇2的正上方，而是位

于风扇2的上方内侧。为了引导气流朝向该线圈盘6，该风扇支架3的所述若干侧壁还包括用

于将气流朝向线圈盘6引导的第一导风板35。该第一导风板35位于第一进风口310的正上方

以遮挡该第一进风口310，改变由该第一进风口310流出的气流方向。该第一导风板35自所

述分割壁33的顶部向内并向上倾斜延伸以朝向所述线圈盘6引导气流。该第一导风板35的

外侧边与所述分割壁33的顶部连接，该第一导风板35的两旁侧与该框口30的边缘36连接。

[0028] 所述第一导风板35内侧边与风扇支架3的主体没有侧壁连接，于是所述风扇支架3

在所述第一导风板35的末端下方形成出风口321，该出风口321的开口方向为侧向开口。所

述第一导风板35、分割壁33及框口30的边缘共同形成了前述第一导风通道31。使冷空气自

第一进风口310进，经过所述第一导风板35及与该第一导风板35连接的框口30边缘36的导

引后由该出风口321流出。所述保温罩5底部中部设有缺口51，所述第一导风板35伸入该缺

口15内，使该出风口321流出的冷空气直接吹向该线圈盘6。

[0029] 该风扇支架3的所述若干侧壁还包括第二导风板37，该第二导风板37自该出风口

321下侧边缘向内并向上倾斜延伸。经所述出风口321流出的冷空气进一步由所述第二导风

板37向上朝向所述线圈盘6引导，可以集中引导，避免气流乱窜。

[0030] 另外，设所述第二导风板37与水平方向形成夹角B，所述第一导风板35与水平方向

的夹角A，A与B的关系不限，可以A大于B，也可以小于或等于B。可以调整B的值，以利用第二

导向板37调整气流方向。该第二导风板37也伸入了保温罩5的缺口51内，将冷空气集中引导

至所述线圈盘6处。

[0031] 该风扇支架3的所述若干侧壁还包括若干第三导向板38，所述若干第三导向板自

第二进风口320边缘继续向上延伸，以集中并引导朝向电源板4的冷空气，避免气流乱窜。其

中位于最外侧的第三导向板38设置的比较高。所述若干第三导向板38及框口30边缘共同形

成朝向该电源板4的第二导风通道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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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本申请风扇支架3通过多个侧壁形成第一及第二导风通道31、32，能够集中有效的

将冷空气分别导引至所述电源板4及线圈盘6，降低线圈盘6的热量对电源板4上的电器元件

的影响。

[0033] 以上所述仅为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申请，凡在本申请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申请保护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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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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