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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多功能炒锅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多功能炒锅，包括有炒

锅体和蒸锅体、锅盖，蒸锅体的底部设有插入端，

蒸锅体外侧设置有环形凸台，插入端的底部设置

有多个通气孔，锅盖的下侧设有盖沿，盖沿的内

侧设置有贴合凸缘，炒锅体开口的大小与盖沿的

大小相匹配。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炒

锅体开口可以支撑起环形凸台，让蒸锅体在炒锅

体进行煮水、焖炖食材的时候位于炒锅体的上

方，从而让从炒锅体内蒸发的蒸汽从插入端的通

气孔进入到蒸锅体内对食材进行蒸煮，而且在蒸

煮的时候可以直接将锅盖盖在蒸锅体开口处，则

不会出现蒸盘、食材放在炒锅体内过高，导致锅

盖盖不上的情况，保证煮水、焖炖、蒸煮可以安全

有效地同时进行，方便了用户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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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炒锅，其特征在于：包括有上侧均开口的炒锅体(1)和蒸锅体(2)、锅盖

(3)，所述蒸锅体(2)的底部设有用于插入所述炒锅体(1)开口的插入端(21)，所述蒸锅体

(2)对应所述插入端(21)的顶部外侧设置有用于封住所述炒锅体(1)开口的环形凸台(22)，

所述插入端(21)的底部设置有多个通气孔(211)，所述锅盖(3)的下侧设有用于封住所述蒸

锅体(2)开口的盖沿(31)，所述盖沿(31)的内侧设置有用于插入所述蒸锅体(2)开口的贴合

凸缘(32)，所述炒锅体(1)开口的大小与所述盖沿(31)的大小相匹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炒锅，其特征在于：所述锅盖(3)包括有从下到上

依次设置的盖体(33)、防烫垫片(34)、隔热罩(35)、防烫盖耳(36)，所述防烫盖耳(36)设置

在所述隔热罩(35)上，所述防烫垫片(34)上设置有通孔(341)，所述隔热罩(35)通过穿过所

述通孔(341)的连接螺栓(37)安装在所述盖体(33)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炒锅，其特征在于：所述防烫垫片(34)的上侧对应

所述隔热罩(35)的边缘设置有安装槽(342)。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炒锅，其特征在于：所述防烫垫片(34)的下侧对应

所述安装槽(342)的位置设置有第一支撑凸缘(343)。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炒锅，其特征在于：所述防烫垫片(34)的下侧对应

所述通孔(341)的边缘的位置设置有第二支撑凸缘(344)。

6.根据权利要求2-5任一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炒锅，其特征在于：所述隔热罩(35)的下侧

设置有连接台(351)，所述连接台(351)上设置有与所述连接螺栓(37)相配合的第一内螺纹

孔(352)。

7.根据权利要求2-5任一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炒锅，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螺栓(37)的一

端固定在所述盖体(33)上侧中心。

8.根据权利要求2-5任一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炒锅，其特征在于：所述防烫垫片(34)的上

侧对应所述隔热罩(35)的边缘内侧设置有定位凸环(345)，所述定位凸环(345)的形状与所

述隔热罩(35)边缘的内侧形状相匹配。

9.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炒锅，其特征在于：所述通气孔(211)均匀

分布在所述插入端(21)的底部。

10.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炒锅，其特征在于：所述蒸锅体(2)的外侧

设置有第一防烫手柄(23)，所述炒锅体(1)的外侧设置有第二防烫手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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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炒锅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厨房用具领域，特别地，涉及一种锅具。

背景技术

[0002] 锅具是用于烹煮食物或烧水的各种器具，如电饭煲、炒锅、电压力锅、煎锅等，且近

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锅具的结构和功能也越来越丰富，以满足人们对烹饪多种

不同食物的要求。锅具按照不同的形状可以分为炒锅、煮锅、蒸锅、炖锅等等。其中炒锅一般

是用来炒菜、煮水、焖炖食物的锅具，在焖炖、煮水的时候还可以配合一般的蒸盘对其他食

材进行蒸煮。但是，当在炒锅放入蒸盘之后，由于炒锅原本的深度不够深，放进去的蒸盘和

需要蒸煮的食材可能过高，抵住锅盖，导致锅盖盖不上，无法同时进行煮水、焖炖、蒸煮的烹

饪流程，使用非常不便。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一种实施例提供一种可以同时进行煮水、

焖炖、蒸煮，方便使用的多功能炒锅。

[0004] 本实用新型一种实施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多功能炒锅，包括有上侧均开口的炒锅体和蒸锅体、锅盖，所述蒸锅体的底部

设有用于插入所述炒锅体开口的插入端，所述蒸锅体对应所述插入端的顶部外侧设置有用

于封住所述炒锅体开口的环形凸台，所述插入端的底部设置有多个通气孔，所述锅盖的下

侧设有用于封住所述蒸锅体开口的盖沿，所述盖沿的内侧设置有用于插入所述蒸锅体开口

的贴合凸缘，所述炒锅体开口的大小与所述盖沿的大小相匹配。

[0006] 作为上述方案的改进，所述锅盖包括有从下到上依次设置的盖体、防烫垫片、隔热

罩、防烫盖耳，所述防烫盖耳设置在所述隔热罩上，所述防烫垫片上设置有通孔，所述隔热

罩通过穿过所述通孔的连接螺栓安装在所述盖体上。

[0007]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防烫垫片的上侧对应所述隔热罩的边缘设置有

安装槽。

[0008] 进一步，所述防烫垫片的下侧对应所述安装槽的位置设置有第一支撑凸缘。

[0009] 进一步，所述防烫垫片的下侧对应所述通孔的边缘的位置设置有第二支撑凸缘。

[0010] 进一步，所述隔热罩的下侧设置有连接台，所述连接台上设置有与所述连接螺栓

相配合的第一内螺纹孔。

[0011] 进一步，所述连接螺栓的一端固定在所述盖体上侧中心。

[0012] 进一步，所述防烫垫片的上侧对应所述隔热罩的边缘内侧设置有定位凸环，所述

定位凸环的形状与所述隔热罩边缘的内侧形状相匹配。

[0013] 进一步，所述通气孔均匀分布在所述插入端的底部。

[0014] 进一步，所述蒸锅体的外侧设置有第一防烫手柄，所述炒锅体的外侧设置有第二

防烫手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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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本实用新型一种实施例的有益效果：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炒锅体开口

可以支撑起环形凸台，让蒸锅体在炒锅体进行煮水、焖炖食材的时候位于炒锅体的上方，从

而让从炒锅体内蒸发的蒸汽从插入端的通气孔进入到蒸锅体内对食材进行蒸煮，而且在蒸

煮的时候可以直接将锅盖盖在蒸锅体开口处，则不会出现蒸盘、食材放在炒锅体内过高，导

致锅盖盖不上的情况，保证煮水、焖炖、蒸煮可以安全有效地同时进行，方便了用户的使用。

附图说明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实施例的整体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实施例的分解示意图；

[0019]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实施例的所述锅盖分解后的剖视示意图；

[0020] 图4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实施例的所述防烫垫片的剖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参照图1至图4，一种多功能炒锅，包括有上侧均开口的炒锅体1和蒸锅体2、锅盖3，

所述蒸锅体2的底部设有用于插入所述炒锅体1开口的插入端21，所述蒸锅体2对应所述插

入端21的顶部外侧设置有用于封住所述炒锅体1开口的环形凸台22，所述插入端21的底部

设置有多个通气孔211，所述锅盖3的下侧设有用于封住所述蒸锅体2开口的盖沿31，所述盖

沿31的内侧设置有用于插入所述蒸锅体2开口的贴合凸缘32，所述炒锅体1开口的大小与所

述盖沿31的大小相匹配。所述炒锅体1的底部为一般的炒锅形状，呈现一个光滑浅U的形状，

方便用户使用锅铲进行炒菜。所述蒸锅体2的所述插入端21可以插入到炒锅体1开口处，配

合所述环形凸台22便可以卡放在炒锅体1的上部。所述插入端21的底部设置有通气孔211，

即插入端21的底部可以让从炒锅蒸发上来的蒸汽通过所述通气孔211，可以让蒸汽对蒸锅

体2内的食材进行加热，进行蒸煮的烹饪。其中所述环形凸台22的外径大于所述炒锅体1开

口的内径，方便环形凸台22可以安放在炒锅体1的上端开口处，配合所述插入端21一起封住

所述炒锅体1的开口，让炒锅体1蒸发出来的蒸汽只能通过通气孔211进入蒸锅体2，提高热

利用率，避免蒸汽泄露。所述锅盖3的所述盖沿31用于盖住蒸锅体2和炒锅体1其中之一的开

口，用于密封开口，不让热量流失，提高热利用率。所述贴合凸缘32用于插入蒸锅体2和炒锅

体1其中之一的开口，可以提高蒸锅体2或炒锅体1开口的密封性，使用的时候更加卫生，提

高热利用率。所述插入端21为圆形的盆，所述通气孔211设置在盆的底面。其中所述插入端

21的长度小于炒锅体1的深度。

[0022] 在使用的时候，用户可以在炒锅体1上进行煮水、焖炖食材等烹饪步骤；当需要蒸

煮其他食材的时候，可以将需要蒸煮的食材放在插入端21的上，然后将蒸锅体2放在炒锅体

1的开口上方，放插入端21插入炒锅体1开口，且环形凸台22封住炒锅体1开口，最后在蒸锅

体2的开口处盖上锅盖3，则可以同时进行煮水、焖炖、蒸煮的流程，其中由于环形凸台22的

支撑，让插入端21不会贴到炒锅体1上的食材，保证炒锅体1上的食材可以有效地进行烹饪，

而且利用蒸锅体2的垫高，可以更好地盖上锅盖3，保证热利用率，保证正常地蒸煮食物，不

会出现因蒸盘和食材过高，导致锅盖3盖不上的情况。在不需要蒸煮食物的时候，可以直接

往炒锅体1上盖上锅盖3，直接进行煮水、焖炖食材的烹饪步骤。所述环形凸台22的上侧为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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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的斜面，可以让蒸锅体2看起来更加美观，而且不会弄伤用户。

[0023] 参照图3，优选地，为了让用户在拿起锅盖3的时候不会烫到手，所述锅盖3包括有

从下到上依次设置的盖体33、防烫垫片34、隔热罩35、防烫盖耳36，所述防烫盖耳36设置在

所述隔热罩35上，所述防烫垫片34上设置有通孔341，所述隔热罩35通过穿过所述通孔341

的连接螺栓37安装在所述盖体33上。由于所述防烫盖耳36通过所述隔热罩35连接所述盖体

33，且隔热罩35与盖体33之间还设置有防烫垫片34，则盖体33的热量需要通过防烫垫片34、

隔热罩35的热传递才可以传递到防烫盖耳36上，因此，热量传递慢，隔热效果好。所述隔热

罩35为倒U型盘状的罩体，所述防烫垫片34由绝热的橡胶制品制成，如三元乙丙橡胶，丁腈

橡胶等材料，配合隔热罩35可以有效地减小盖体33传递给防烫盖耳36的热传递速率，可以

有效地将盖体33与隔热罩35、防烫盖耳36分离，减缓热传递的效率，提高隔热效果，让锅盖3

使用久了也不会导致温度太高，减少用户被锅盖3把手烫伤手部的情况。

[0024] 参照图3、图4，优选地，为了安装的时候方便防烫垫片34的定位，所述防烫垫片34

的上侧对应所述隔热罩35的边缘设置有安装槽342。采用所述安装槽342进行定位，可以让

防烫垫片34不会轻易滑动，更好地对应中心，方便安装。而且，为了减少防烫垫片34与盖体

33之间的接触面积，所述防烫垫片34的下侧对应所述安装槽342的位置设置有第一支撑凸

缘343。所述第一支撑凸缘343可以将整个防烫垫片34支撑起来，让盖体33与防烫垫片34通

过第一支撑凸缘343进行接触，则可以减少接触面积，减小热传递的速率，让防烫盖耳36升

温更慢，隔热效果更好。

[0025] 优选地，为了让防烫垫片34有效地支撑起来，让防烫垫片34与盖体33之间有隔热

腔，所述防烫垫片34的下侧对应所述通孔341的边缘的位置设置有第二支撑凸缘344。所述

第二支撑凸缘344用于辅助支撑起防烫垫片34，避免出现防烫垫片34使用久了之后贴合盖

体33，导致传热变快，隔热效果变差的情况，从而保证防烫垫片34的隔热效果。

[0026] 优选地，为了更加方便安装隔热罩35，所述隔热罩35的下侧设置有连接台351，所

述连接台351上设置有与所述连接螺栓37相配合的第一内螺纹孔352。即在安装的时候，直

接利用连接螺栓37直接转入所述第一内螺纹孔352便可以实现隔热罩35的固定，然后隔热

罩35利用所述连接螺栓37的紧固效果，将防烫垫片34压在盖体33上。除此之外，所述隔热罩

35上可以直接开设与所述连接螺栓37相配合的螺纹孔，直接利用连接螺栓37安装在盖体33

上。

[0027] 优选地，为了更好地安装隔热罩35和防烫垫片34，所述连接螺栓37的一端固定在

所述盖体33上侧中心。即所述连接螺栓37的一端直接焊接固定在所述盖体33的上侧，然后

利用连接螺栓37对准所述第一内螺纹孔352，将隔热罩35拧入连接螺栓37便可以实现安装。

这样盖体33上不用开设孔，让盖体33的密封效果更好，隔热效果更好。除此之外，所述盖体

33上还可以开设一个与所述连接螺栓37配合的孔，让连接螺栓37穿过该孔与第一内螺纹孔

352连接，进行安装，或者配合螺母安装在该孔内。

[0028] 优选地，为了更好地让隔热罩35进行定位安装，让安装效果更好，所述防烫垫片34

的上侧对应所述隔热罩35的边缘内侧设置有定位凸环345，所述定位凸环345的形状与所述

隔热罩35边缘的内侧形状相匹配。所述定位凸环345的外侧与所述隔热罩35的内侧形状相

匹配，可以让防烫垫片34更快地进行定位，可以准确地让隔热罩35的边缘对准防烫垫片34

上的安装槽342，方便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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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优选地，为了蒸锅体2的受热更加均匀，所述通气孔211均匀分布在所述插入端21

的底部。所述通气孔211均匀分布，可以让蒸汽均匀地进入蒸锅体2内，对食材均匀加热，加

热效果更好。

[0030] 参照图1、图2，优选地，为了方便拿起蒸锅体2和炒锅体1，所述蒸锅体2的外侧设置

有第一防烫手柄23，所述炒锅体1的外侧设置有第二防烫手柄11。用户可以通过第一防烫手

柄23和第二防烫手柄11拿起蒸锅体2和炒锅体1，避免手部被烫伤。

[003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炒锅体1开口可以支撑起环形凸台22，让蒸锅体2

在炒锅体1进行煮水、焖炖食材的时候位于炒锅体1的上方，从而让从炒锅体1内蒸发的蒸汽

从插入端21的通气孔211进入到蒸锅体2内对食材进行蒸煮，而且在蒸煮的时候可以直接将

锅盖3盖在蒸锅体2开口处，则不会出现蒸盘、食材放在炒锅体1内过高，导致锅盖3盖不上的

情况，保证煮水、焖炖、蒸煮可以安全有效地同时进行，方便了用户的使用。

[0032] 以上所述只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并不限于上述实施例，

只要其以任何相同或相似手段达到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效果，都应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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