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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炉圈炉具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带炉圈炉具，包括灶

孔，灶孔上设置有炉圈；炉圈包括外圈及内圈，外

圈直径大于内圈直径；炉圈还包括呈圆台侧壁形

状的高度调节圈，外圈连接在高度调节圈大圈边

缘外侧，内圈连接在高度调节圈小圈边缘内侧。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炉具炉圈为平

面结构，对于尺寸较小的锅具，存在与炉膛火焰

的距离明显增大的问题，提供一种带炉圈炉具。

该炉具的炉圈在调节灶孔大小的基础上，还能够

调整锅具有炉膛火焰之间的距离，显著增大了热

源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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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炉圈炉具，包括灶孔（1），灶孔（1）上设置有用于调节灶孔（1）大小的炉圈（2）；

其特征在于：炉圈（2）包括外圈（21）及内圈（22），外圈（21）直径大于内圈（22）直径；炉圈（2）

还包括呈圆台侧壁形状的用于调整锅具与炉膛火焰之间距离的高度调节圈（23），外圈（21）

连接在高度调节圈（23）大圈边缘外侧，内圈（22）连接在高度调节圈（23）小圈边缘内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炉圈炉具，其特征在于：炉圈（2）设置有至少两个，外侧炉圈

（2）的外圈（21）与灶孔（1）相互匹配，外侧炉圈（2）的内圈（22）与内侧炉圈（2）的外圈（21）相

互匹配。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带炉圈炉具，其特征在于：灶孔（1）边缘设置有与外侧炉圈（2）

的外圈（21）相互匹配的环形凹槽；外侧炉圈（2）的内圈（22）上设置有与内侧炉圈（2）的外圈

（21）相互匹配的环形凹槽。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带炉圈炉具，其特征在于：灶孔（1）及炉圈（2）均为圆形，且各

圆形同心设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炉圈炉具，其特征在于：灶孔（1）边缘设置有环形挡圈（11）；

灶孔（1）外围设置有隔热筒（12），隔热筒（12）与灶孔（1）侧壁形成环状封闭空间；还包括排

烟管（13），排烟管（13）穿过灶孔（1）侧壁及隔热筒（12），将灶孔（1）与烟道相互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炉圈炉具，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炉芯（3），炉芯（3）内部为炉

膛，炉膛与灶孔（1）之间设置有筒状的助燃器（4），助燃器（4）将炉膛与灶孔（1）连通；炉芯

（3）顶部设置有烟罩（5），烟罩（5）包围在助燃器（4）外侧，助燃器（4）筒壁上设置有进气孔

（6），烟罩（5）上设置有一开口（7）。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带炉圈炉具，其特征在于：炉芯（3）顶部呈锥状，进气孔（6）上

下设置有两排，且两排交错布置。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带炉圈炉具，其特征在于：炉芯（3）底部呈锥状，炉芯（3）底部

设置有炉箅（31）；炉芯（3）前端设置有加料口（32），加料口（32）倾斜设置，且加料口（32）低

端与炉膛连通。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带炉圈炉具，其特征在于：炉箅（31）下方设置有灰抽组件（8）；

灰抽组件（8）包括灰抽壳（81）及灰抽（82），灰抽壳（81）顶部设置有与炉箅（31）相匹配的开

口，灰抽壳（81）前侧壁上设置有与灰抽（82）相匹配的开口；灰抽组件（8）还包括风栅（83），

灰抽壳（81）左、右或后侧壁上设置有与风栅（83）相匹配的开口。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带炉圈炉具，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碗柜（9），碗柜（9）设置在加

料口（32）的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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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炉圈炉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炉具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带炉圈的炉具。

背景技术

[0002] 在一些常年平均气温较低的地区，尤其是西藏一些高海拔地区，农牧民需要使用

炉具用来日常取暖或加热食物。在烹饪时，会根据锅具的大小，选择相匹配的炉圈装配在炉

具灶孔上。然而，现有的炉具炉圈为平面结构，对于尺寸较小的锅具，其与炉膛火焰的距离

明显增大，是的热源的利用效率显著下降。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炉具炉圈为平面结构，对于尺寸较小的锅具，存

在与炉膛火焰的距离明显增大的问题，提供一种带炉圈炉具。该炉具的炉圈在调节灶孔大

小的基础上，还能够调整锅具有炉膛火焰之间的距离，显著增大了热源的利用效率。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带炉圈炉具，包括灶孔，灶孔上设置有炉圈；炉圈包括外圈及内圈，外圈直径

大于内圈直径；炉圈还包括呈圆台侧壁形状的高度调节圈，外圈连接在高度调节圈大圈边

缘外侧，内圈连接在高度调节圈小圈边缘内侧。相比于传统炉圈，其放置多组炉圈后，小锅

具底部距离火焰较远，使小锅具的烹饪效果较差。通过设置高度调节圈，使小锅具底部距离

火焰更近，从而提高小锅具对于大灶孔的使用效果。

[0006] 作为优选方案，炉圈设置有至少两个，外侧炉圈的外圈与灶孔相互匹配，外侧炉圈

的内圈与内侧炉圈的外圈相互匹配。多个规格的炉圈，对于锅具具有更好的适应性，增大炉

具的使用范围。

[0007] 作为优选方案，灶孔边缘设置有与外侧炉圈的外圈相互匹配的环形凹槽；外侧炉

圈的内圈上设置有与内侧炉圈的外圈相互匹配的环形凹槽。使多组炉圈的装配更加稳固，

更加便捷，利于操作。

[0008] 作为优选方案，灶孔及炉圈均为圆形，且各圆形同心设置。圆形适应更多炉具，使

炉具的使用范围更广。

[0009] 作为优选方案，灶孔边缘设置有环形挡圈；灶孔外围设置有隔热筒，隔热筒与灶孔

侧壁形成环状封闭空间；还包括排烟管，排烟管穿过灶孔侧壁及隔热筒，将灶孔与烟道相互

连通。通过环状封闭空间，使热量被锁住，提高热量利用效率。

[0010] 作为优选方案，还包括炉芯，炉芯内部为炉膛，炉膛与灶孔之间设置有筒状的助燃

器，助燃器将炉膛与灶孔连通；炉芯顶部设置有烟罩，烟罩包围在助燃器外侧，助燃器筒壁

上设置有进气孔，烟罩上设置有一开口。通过助燃器提供氧气，使燃烧更充分。且通过烟罩，

提供稳定的氧气输入环境，更利于燃烧火焰的稳定，使灶孔温度相对稳定。

[0011] 作为优选方案，炉芯顶部呈锥状，进气孔上下设置有两排，且两排交错布置。本方

案匹配由下至上逐渐缩小的火焰形状，进一步提高火焰燃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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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作为优选方案，炉芯底部呈锥状，炉芯底部设置有炉箅；炉芯前端设置有加料口，

加料口倾斜设置，且加料口低端与炉膛连通。锥状炉芯底使燃料更易被聚集，使燃烧效果更

好。倾斜加料口使燃料更易进入炉芯。

[0013] 作为优选方案，炉箅下方设置有灰抽组件；灰抽组件包括灰抽壳及灰抽，灰抽壳顶

部设置有与炉箅相匹配的开口，灰抽壳前侧壁上设置有与灰抽相匹配的开口；灰抽组件还

包括风栅，灰抽壳左、右或后侧壁上设置有与风栅相匹配的开口。灰抽组件使灰尘清理更便

捷，且提高了环境清洁度。风栅可以用来调节进风量，进而调节燃烧速度。

[0014] 作为优选方案，还包括碗柜，碗柜设置在加料口的两侧。使炉具功能更丰富。

[0015] 综上所述，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相比于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是：相比于传统炉圈，其放置多组炉圈后，小锅具底部距离火焰较远，使小锅具的烹饪效果

较差。通过设置高度调节圈，使小锅具底部距离火焰更近，从而提高小锅具对于大灶孔的使

用效果。该炉具的炉圈在调节灶孔大小的基础上，还能够调整锅具有炉膛火焰之间的距离，

显著增大了热源的利用效率。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实施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一。

[0017] 图2是实施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二。

[0018] 图3是实施例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是实施例的A-A面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是炉圈装配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是炉圈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是灶孔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一。

[0023] 图8是灶孔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二。

[0024] 图9是炉芯及灰抽壳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10是炉芯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11是灰抽组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7] 图12是灰抽组件风栅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

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

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9] 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带炉圈炉具，如图1、3-6所示，包括灶孔1，灶孔1上设置有炉

圈2；炉圈2包括外圈21及内圈22，外圈21直径大于内圈22直径；炉圈2还包括呈圆台侧壁形

状的高度调节圈23，外圈21连接在高度调节圈23大圈边缘外侧，内圈22连接在高度调节圈

23小圈边缘内侧。

[0030] 具体地，如图1、3-5所示，炉圈2设置有至少两个，外侧炉圈2的外圈21与灶孔1相互

匹配，外侧炉圈2的内圈22与内侧炉圈2的外圈21相互匹配。灶孔1边缘设置有与外侧炉圈2

的外圈21相互匹配的环形凹槽；外侧炉圈2的内圈22上设置有与内侧炉圈2的外圈21相互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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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环形凹槽。灶孔1及炉圈2均为圆形，且各圆形同心设置。

[0031] 具体地，如图1、3-5、7-8所示，灶孔1边缘设置有环形挡圈11；灶孔1外围设置有隔

热筒12，隔热筒12与灶孔1侧壁形成环状封闭空间；还包括排烟管13，排烟管13穿过灶孔1侧

壁及隔热筒12，将灶孔1与烟道相互连通。

[0032] 具体地，如图1-4、9-10所示，本实施例还包括炉芯3，炉芯3内部为炉膛，炉膛与灶

孔1之间设置有筒状的助燃器4，助燃器4将炉膛与灶孔1连通；炉芯3顶部设置有烟罩5，烟罩

5包围在助燃器4外侧，助燃器4筒壁上设置有进气孔6，烟罩5上设置有一开口7。炉芯3顶部

呈锥状，进气孔6上下设置有两排，且两排交错布置。炉芯3底部呈锥状，炉芯3底部设置有炉

箅31；炉芯3前端设置有加料口32，加料口32倾斜设置，且加料口32低端与炉膛连通。

[0033] 具体地，如图2-4、9-12所示，炉箅31下方设置有灰抽组件8；灰抽组件8包括灰抽壳

81及灰抽82，灰抽壳81顶部设置有与炉箅31相匹配的开口，灰抽壳81前侧壁上设置有与灰

抽82相匹配的开口；灰抽组件8还包括风栅83，灰抽壳81左、右或后侧壁上设置有与风栅83

相匹配的开口。

[0034] 具体地，如图1-2、4所示，本实施例还包括碗柜9，碗柜9设置在加料口32的两侧。

[0035] 使用时，根据锅具尺寸，选择合适规格的炉圈，能够使锅具底部与火焰的距离更接

近，从而提高热源利用效率。

[0036]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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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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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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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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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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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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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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