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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蒸箱微波炉一体机的风道系统，包括烹

饪腔体和安装在烹饪腔体上的导风板组件，所述

烹饪腔体上开有与所述导风板组件的进风口相

连通的出气孔，所述导风板组件将烹饪腔体内的

蒸汽排出至烹饪腔体外，其特征在于：所述烹饪

腔体上还开有进气孔，在所述烹饪腔体外安装有

热风装置，所述热风装置的出气口通过气阀与所

述进气孔相连通。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该蒸

箱微波炉一体机的风道系统通过在烹饪腔体上

设置进气孔，在烹饪腔体外安装用来向进气孔送

风的热风装置，一方面可以对烹饪腔体内水蒸汽

施加推动力，促使烹饪腔体内的水蒸汽更顺畅地

排出，另一方面可以减缓水蒸汽的冷凝，降低微

波模式下烹饪腔体内的冷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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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蒸箱微波炉一体机的风道系统，包括烹饪腔体(1)和安装在烹饪腔体上的导风

板组件(2)，所述烹饪腔体(1)上开有与所述导风板组件(2)的进风口相连通的出气孔(11)，

所述导风板组件(2)将烹饪腔体(1)内的蒸汽排出至烹饪腔体(1)外，其特征在于：所述烹饪

腔体(1)上还开有进气孔(12)，在所述烹饪腔体(1)外安装有热风装置(3)，所述热风装置

(3)的出气口通过气阀与所述进气孔(12)相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蒸箱微波炉一体机的风道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热风装置

(3)包括后板(31)、风扇组件(32)、磁控管(33)和导风罩(34)，所述风扇组件(32)设于所述

后板(31)前侧并安装在后板(31)上，所述风扇组件(32)、磁控管(33)和导风罩(34)自后向

前依次设置，所述后板(31)上开有后进气口(311)，所述导风罩(34)上开有出气口(341)以

构成所述热风装置(3)的出气口，所述后进气口(311)通过所述风扇组件(32)和磁控管(33)

与所述出气口(341)相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蒸箱微波炉一体机的风道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风扇组件

(32)包括风扇支架(321)、扇叶风机(322)和扇叶(323)，所述风扇支架(321)安装在所述后

板(31)上，所述扇叶风机(322)安装在所述风扇支架(321)上，所述扇叶(323)安装在所述扇

叶风机(322)上，所述磁控管(33)的进气口正对所述扇叶(323)，磁控管(33)的出气口正对

所述导风罩(34)的进气口。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蒸箱微波炉一体机的风道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气阀为三

通气阀(4)，所述三通气阀(4)具有进气口(41)、第一出气口(42)和第二出气口(43)，所述热

风装置(3)的出风口通过气管(5)与所述三通气阀(4)的进气口(41)相连通，三通气阀(4)的

第一出气口(42)通过进气接头(6)与所述烹饪腔体(1)的进气孔(12)相连通，三通气阀(4)

的第二出气口(43)与一体机外部相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蒸箱微波炉一体机的风道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气阀为二

通单向气阀，所述热风装置的出风口通过气管与所述二通单向气阀的进气口相连通，二通

单向气阀的出气口通过进气接头与所述烹饪腔体的进气孔相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蒸箱微波炉一体机的风道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排气接

头(7)，所述排气接头(7)设于烹饪腔体(1)的外侧并覆盖所述的出气孔(11)，所述排气接头

(7)通过导气管(8)与所述导风板组件(2)的进气口相连通。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蒸箱微波炉一体机的风道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气孔(12)

与所述出气孔(11)相正对设置。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蒸箱微波炉一体机的风道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气孔(12)

和出气孔(11)的孔径为3mm～5mm。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蒸箱微波炉一体机的风道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导风板组件

(2)包括导风板(21)和贯流风机(22)，所述导风板(21)的进风口与所述烹饪腔体(1)的出气

孔(11)相连通，导风板(21)的出风口朝向所述贯流风机(22)的进风口，所述贯流风机(22)

的出风口朝向一体机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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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蒸箱微波炉一体机的风道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家用电器，尤其是涉及一种蒸箱微波炉一体机的风道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厨房电器越来越丰富，微波炉、烤箱、蒸箱等都逐

渐成为家庭生活必需的厨电产品。这些厨房电器产品的功能较为单一，且每个产品都需要

在厨房中占据一定空间。为了有效利用厨房空间并丰富单个产品的使用功能，目前，现有技

术中已出现了很多带有蒸汽功能的微波炉，如专利号为ZL  201110231072.3(授权公告号为

CN  102331008  A)的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所公开的《一种微波、蒸汽烹饪两用微波炉》，其可以

直接通过微波对食物加热，又可以通过微波加热水所产生的蒸汽对食物进行蒸汽烹饪，这

类微波炉，需要将产生水蒸汽的盛水容器置于微波炉炉腔内，但微波炉炉腔容积本来就不

大，放置专门的盛水容器后空间就更狭小，导致用于蒸煮食物的空间十分有效，因此微波炉

炉腔的空间利用率较低。又如专利号为ZL  200920185932.2(授权公告号为CN  201439958 

U)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所公开的《一种带蒸汽功能的微波炉》，该微波炉在微波炉腔体内放

置蒸笼，然后将蒸汽发生器的出口通过蒸汽导管与蒸笼连通，这种方式需要在微波炉腔体

内放置专门用于蒸制食物用的蒸笼，使用起来不是很方便。

[0003] 为了克服现有带蒸汽功能的微波炉的缺陷，人们已发明了蒸箱微波炉一体机，在

一体机的箱体内设置有蒸汽元器件和微波元器件，使用蒸汽功能时，蒸汽元器件产生的蒸

汽进入烹饪室炉腔，使用微波功能时，微波元器件产生的微波进入烹饪室炉腔。现有蒸箱微

波炉一体机单独开启微波模式时，在微波的作用下，食物中的部分水分子会蒸发形成水蒸

汽，外部的排气装置包含导风板和贯流风机，贯流风机工作时会在蒸汽出口形成一定的负

压，由于负压较小，烹饪腔体内的水蒸汽无法及时顺畅排出，水蒸汽会慢慢集聚在烹饪腔体

的壁面形成冷凝水，影响烹饪体验。综上所述，有待对现有蒸箱微波炉一体机的结构作进一

步改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现状，提供一种能降低微波

模式时烹饪腔体内的冷凝水的蒸箱微波炉一体机的风道系统。

[0005] 本实用新型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该蒸箱微波炉一体机的风道

系统，包括烹饪腔体和安装在烹饪腔体上的导风板组件，所述烹饪腔体上开有与所述导风

板组件的进风口相连通的出气孔，所述导风板组件将烹饪腔体内的蒸汽排出至烹饪腔体

外，其特征在于：所述烹饪腔体上还开有进气孔，在所述烹饪腔体外安装有热风装置，所述

热风装置的出气口通过气阀与所述进气孔相连通。

[0006] 热风装置可以有多种结构，优选地，所述热风装置包括后板、风扇组件、磁控管和

导风罩，所述风扇组件设于所述后板前侧并安装在后板上，所述风扇组件、磁控管和导风罩

自后向前依次设置，所述后板上开有后进气口，所述导风罩上开有出气口以构成所述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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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的出气口，所述后进气口通过所述风扇组件和磁控管与所述出气口相连通。

[0007] 为了从后板进气口进来的气流能顺利进入导风罩，所述风扇组件包括风扇支架、

扇叶风机和扇叶，所述风扇支架安装在所述后板上，所述扇叶风机安装在所述风扇支架上，

所述扇叶安装在所述扇叶风机上，所述磁控管的进气口正对所述扇叶，磁控管的出气口正

对所述导风罩的进气口。

[0008]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的气阀为三通气阀，所述三通气阀具有进气口、第一出气

口和第二出气口，所述热风装置的出风口通过气管与所述三通气阀的进气口相连通，三通

气阀的第一出气口通过进气接头与所述烹饪腔体的进气孔相连通，三通气阀的第二出气口

与一体机外部相连通。

[0009] 作为另一种优选方案，所述的气阀为二通单向气阀，所述热风装置的出风口通过

气管与所述二通单向气阀的进气口相连通，二通单向气阀的出气口通过进气接头与所述烹

饪腔体的进气孔相连通。

[0010] 为了使烹饪腔体内的蒸汽顺利排出至导风板组件内，该一体机还包括有排气接

头，所述排气接头设于烹饪腔体的外侧并覆盖所述的出气孔，所述排气接头通过导气管与

所述导风板组件的进气口相连通。

[0011] 为了使排气更加顺畅，所述进气孔与所述出气孔相正对设置。

[0012] 为了防止微波泄漏，所述进气孔和出气孔的孔径为3mm～5mm。

[0013] 进一步优选，所述进气孔和出气孔均为圆孔。

[0014] 导风板组件可以有多种结构，优选地，所述导风板组件包括导风板和贯流风机，所

述导风板的进风口与所述烹饪腔体的出气孔相连通，导风板的出风口朝向所述贯流风机的

进风口，所述贯流风机的出风口朝向一体机外部。

[0015] 作为上述任一方案的优选，该一体机还包括有用来控制所述气阀开闭的控制器。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该蒸箱微波炉一体机的风道系统通过

在烹饪腔体上设置进气孔，在烹饪腔体外安装用来向进气孔送风的热风装置，一方面可以

对烹饪腔体内水蒸汽施加推动力，促使烹饪腔体内的水蒸汽更顺畅地排出，另一方面可以

减缓水蒸汽的冷凝，降低微波模式下烹饪腔体内的冷凝水。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另一不同角度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另一不同角度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另一不同角度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另一不同角度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3] 如图1至图5所示，本实施例中的蒸箱微波炉一体机的风道系统包括烹饪腔体1、导

风板组件2、热风装置3、三通气阀4、气管5、进气接头6、排气接头7和导气管8等组件。

[0024] 其中，烹饪腔体1上开有进气孔12和出气孔11，为保证排气更加顺畅，进气孔12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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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气孔11相正对设置，本实施例中，进气孔12设于烹饪腔体1的后侧壁上，出气孔11设于烹

饪腔体1的左侧壁上，并且，为了防止微波泄漏，进气孔12和出气孔11均为圆孔，且直径为

3mm～5mm。热风装置3安装在烹饪腔体1外部并用来向进气孔12送风，烹饪腔体1内的蒸汽通

过出气孔11排入导风板组件2，并由导风板组件2导带出至一体机外部。具体地，导风板组件

2具备包括导风板21和贯流风机22，排气接头7设于烹饪腔体1的外侧并覆盖出气孔11，排气

接头7通过导气管8与导风板21的进风口相连通，导风板21的出风口朝向贯流风机22的进气

口，贯流风机22的出风口朝向一体机外部。贯流风机22工作时，在出气孔11处形成负压，烹

饪腔体1内的蒸汽往出气孔11处聚集，最终流入导风板21中，贯流风机22提供动力将流入导

风板21中的蒸汽从后板31的排气口312排出。

[0025] 本实施例中，热风装置3包括后板31、风扇组件32、磁控管33和导风罩34，风扇组件

32设于后板31前侧并安装在后板31上，风扇组件32、磁控管33和导风罩34设于烹饪腔体1的

右侧并自后向前依次设置，后板31上开有后进气口311，导风罩34上开有出气口341以构成

热风装置3的出气口，后进气口311通过风扇组件32和磁控管33与出气口341相连通。具体

地，风扇组件32包括风扇支架321、扇叶风机322和扇叶323，风扇支架321安装在后板31上，

扇叶风机322安装在风扇支架321上，扇叶323安装在扇叶风机322上，磁控管33的进气口正

对扇叶323，磁控管33的出气口正对导风罩34的进气口。

[0026] 本实施例的三通气阀4具有进气口41、第一出气口42和第二出气口43，热风装置3

的出风口通过气管5与三通气阀4的进气口41相连通，三通气阀4的第一出气口42通过进气

接头6与烹饪腔体1的进气孔12相连通，三通气阀4的第二出气口43与一体机外部相连通。三

通气阀4的第一出气口42和第二出气口43在控制器(图中未示)的控制下进行开闭。

[0027] 该风道系统的工作原理如下：

[0028] 微波模式工作时，扇叶风机322和磁控管33同时工作，在扇叶323的转动下，外部冷

空气通过后板31的后进气口311进入磁控管进气口，冷空气进入磁控管33对其进行冷却散

热，从磁控管出气口流出形成热空气，然后热空气进入导风罩34内，接着通过导风罩4的出

气口341流到三通气阀4的进气口41，此时三通气阀4的第一出气口42打开，三通气阀第二出

气口43关闭，热空气依次经过三通气阀4的第一出气口42和进气孔12进入烹饪腔体1内。同

时，贯流风机22开始工作，在烹饪腔体1内的热空气和出气孔11处负压的共同作用下，微波

食物产生的水蒸汽将迅速及时地进入导风板组件2中，最后排出到外部环境。可见，该通风

系统循环利用磁控管33散热后形成的热风，一方面对烹饪腔体1内水蒸汽施加推动力，促使

烹饪腔体1内的蒸汽更顺畅地排出，另一方面减缓水蒸汽的冷凝，降低了微波模式下烹饪腔

体1内的冷凝水。

[0029] 蒸汽模式工作时，扇叶风机322和磁控管33不工作，蒸汽直接通过导风板组件2排

出，与现有蒸箱微波炉一体机相同。三通气阀4的第一出气口42和第二出气口43均关闭，可

保证烹饪腔体1内的蒸汽全部流入导风板组件2中排出。

[0030] 蒸汽微波组合模式工作时，扇叶风机322和磁控管33同时工作，三通气阀4的第一

出气口42关闭，第二出气口43开启，流出磁控管33的热空气直接经过第二出气口43排出，不

进入烹饪腔体1内，烹饪腔体1内的蒸汽全部流入导风板组件2中排出。

[0031]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

而言，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前提下，可以对本实用新型进行多种改型或改进，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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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三通气阀改为二通单向气阀，热风装置的出风口通过气管与二通单向气阀的进气口

相连通，二通单向气阀的出气口通过进气接头与烹饪腔体的进气孔相连通。当微波模式或

者蒸汽微波组合模式工作时，二通单向气阀开始工作，冷空气经过磁控管转换成热空气后

进入烹饪腔体内，促使烹饪腔体内的蒸汽更顺畅地排出。当蒸汽模式工作时，二通单向气阀

关闭，扇叶风机和磁控管不工作，蒸汽直接通过导风板组件排出，与现有蒸箱微波炉一体机

相同，这些均被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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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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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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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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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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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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