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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Disclosed is an energy-saving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gas stove with a coiled double-layered dividing-wall type
regenerator, the energy-saving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gas stove comprising a heat insulation combustion cavity (1)，a porous
ceramic plate combustor (2)，a smoke gas port (6)，a smoke gas pipe (7)，a pot botom support (8), a lifting sealing pot support ring (9)，
lifting sealing pot support ring springs (10), an air and fuel gas full premixing pipe ( 11), a fuel gas nozzle (12), the coiled double-layered
dividing-wall type heat regenerator (13)，an air inlet (14) of the coiled double-layered dividing-wall type heat regenerator, an air outlet
(15) of the coiled double-layered dividing-wall type heat regenerator, a waste gas inlet (16) of the coiled double-layered dividing-wall
type heat regenerator, a waste gas outlet (17) of the coiled double-layered dividing-wall type heat regenerator, a combustion-supporting
air blower (18), a fuel gas inlet pipe (19), a fuel gas regulation and ignition part, a gas discharging pipe (27)，a gas stove shell (28)，a

'O perforated high-temperature-resistant glass panel (29), and lifting sealing pot support ring positioning bolts (30). A pot, the heat insula¬

o tion combustion cavity (1) and the lifting sealing pot support ring (9) form a closed combustion cavity, such that the effects that heated
high-temperature waste gas is discharged into the smoke gas pipe (7) from the smoke gas port (6) under the forced ventilation action of
the combustion-supporting air blower (18) and is then discharged into a waste gas channel of the coiled double-layered dividing-wall
type heat regenerator (13) to be subjected to heat release cooling are achieved; reverse-direction-flowing normal-temperature air that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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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forcedly fed by means of the combustion-supporting air blower (18) enters a heated air channel pipe of the coiled double-layered
dividing-wall heat regenerator (13) to be subjected to flowing heat exchange heating, and the waste gas is fully discharged from a
kitchen by means of the gas discharging pipe (27) i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outside; and the gas stove can recover waste heat and
is high in heat efficiency.

(57) 摘要 ：一种具有盘绕型双层间壁式回热器的节能环保燃气灶，包括：保温燃烧腔 (1)、多孔陶瓷板燃烧器
(2) 、烟气 口(6) 、烟气管(7) 、锅底支架(8) 、升降密封锅架圈(9)、升降密封锅架圈弹簧(10) 、空气燃气全预混管
( 11)、燃气喷嘴(12) 、盘绕型双层间壁式回热器(13) 、盘绕型双层间壁式回热器空气进 口(14)及空气出口(15) 、
盘绕型双层间壁式回热器废气进 口(16)及废气 出口(17) 、助燃鼓风机 (18) 、燃气进气管(19) 、燃气调节及点火
部件、排气管 (27) 、燃气灶壳体 (28) 、开孔耐高温玻璃面板 (29)和升 降密封锅架 圈定位栓 (30) 。由锅具、保温
燃烧腔 (1)和升 降密封锅架 圈(9)形成封 闭式燃烧腔，以完成加热后 的高温废气在助燃鼓风机 (18) 的强制通风
作用下 由烟气 口(6)排入烟气管 (7)，再排入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回热器 (13) 的废气通道进行放热 降温；由助燃
鼓风机 (18) 强制排入 的反 向流动 的常温空气进入 已升温 的盘绕型双层间壁式回热器 (13) 的空气通道管 内进行
流动换热升温；废气由连通室外的排气管(27)全部排出厨房，该燃气灶可以回收废热，热效率高。



一种具有盘绕型双层间壁式回热器的节能环保燃气灶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是涉及一种具有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的节能环保燃气灶 ，特别涉及一种在灶

具加热时，能使高温烟气及热辐射与室 内空气相隔离、废热可 回收利用、废气能全部排放到

室外的节能环保燃气灶具，属于燃气灶具制造技术领域 。

背景技术

目前常见的燃气灶具均是 由灶壳体、炉盘燃烧器、锅支架等零件组成 ，一般都是炉盘外

露的开放式燃烧方式，在实际使用 中，这种开放式燃气灶存在 以下几个主要缺陷：

1）热效率较低 ，热损失较大，主要原因是开放式燃烧 的火焰在加热锅具时，外焰 同时加

热 了周 围空气 ，而没有参与锅体 的加热，以致火焰热能和辐射只有一部分被锅体吸收，并且

烟气离开锅时的温度还很高，这两部分的大量热量都因没有任何热 回收措施而被排放到厨房

室 内空气环境中，造成 了极大的能源浪费；

2）开放式燃烧所产生的各种化学污染物 ，如一氧化碳、氮氧化合物等有毒有害气体全部

被排放在室 内空气 中，对室 内环境造成污染，严重危害 了使用者的身体健康；

3）开放式燃烧时排放 的高温废气在厨房室 内产生热污染，尤其是在夏季，致使烹饪环境

酷热难耐，造成厨房 内空气环境恶劣，也严重危害了使用者的身体健康 。

发明内容

为解决现有开放式燃气灶具所存在 的上述 问题 ，本发 明的 目的是在于提供一种在灶具加

热时，能使高温烟气及热辐射与室 内空气相隔离、废热可 回收利用、废气能全部排放到室外

的具有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的节能环保燃气灶 ，以有效提高燃气灶 的热效率、大幅减少

能量浪费及有效降低厨房室 内高温废气的热污染和化学污染 。

为实现上述 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具有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回热器 的节能环保燃气灶 ，包括 ：保温燃烧腔 ，多孔陶瓷板

燃烧器 ，多孔陶瓷板燃烧器 的混合燃气进气 口，点火针 ，热 电偶熄火保护针 ，烟气 口，烟气

管，锅底支架 ，升降密封锅架 圈，升降密封锅架 圈弹簧 ，空气燃气全预混管，燃气喷嘴，盘

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的空气进 口，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的

空气 出口，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的废气进 口，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的废气 出口，助



燃鼓风机 ，燃气进气管，燃气进气 电磁 阀，燃气调节 阀，燃气管，点火器 ，电源插 口，电路

控制模块 ，总 电源开关，排气管，燃气灶壳体 ，开孔耐高温玻璃面板和升降密封锅架 圈定位

栓 ；由锅具、保温燃烧腔和升降密封锅架圈形成封 闭式燃烧腔 ，以完成加热后的高温废气在

助燃鼓风机 的强制通风作用下 由烟气 口排入烟气管，再排入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回热器 的废气

通道进行放热降温 ；由助燃鼓风机强制排入 的反 向流动的常温空气进入 己升温的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回热器的空气通道管 内进行流动换热升温 ；废气 由连通室外的排气管全部排 出厨房。

一种实施方案，所述 的保温燃烧腔为上开 口外翻边 圆筒形，固定设置在燃气灶壳体上部

的圆孔 中，并且 ，在上开 口外翻边 圈上设有与底部的弹簧支柱相对应 的平均辐射分布 的至少

4 个 圆定位孔 。

一种优选方案，在保温燃烧腔的外侧壁覆贴耐高温防火保温毡。

一种实施方案，所述 的升降密封锅架 圈为上下开 口的圆筒形，上开 口为外翻边，下开 口

为 内翻边 ，在上翻边部位 固定安装有按圆心平均辐射对称分布的至少 4 个 圆柱形的升降密封

锅架 圈定位栓，且保温燃烧腔与升降密封锅架 圈保持间隙配合 。

一种实施方案，所述 的锅底支架设置在所述多孔陶瓷板燃烧器上，是按圆心平均辐射对

称分布的至少 4 根 L 形支柱 。

一种实施方案，所述 的烟气管为矩形结构，设置在保温燃烧腔 的底部，在所述的烟气管

的上部开有 2 个孔，其中 1 个孔连接烟气 口，另 1 个孔连接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回热器的废气

进 P 。

一种实施方案，所述 的空气燃气全预混管为矩形结构，设置在保温燃烧腔 的下部，在所

述 的空气燃气全预混管的上部开有 2 个孔，其中 1 个孔与多孔陶瓷板燃烧器 的混合燃气进气

口连接，另 1个孔与盘绕型间壁式双层 回热器 的空气 出口相连接 。

一种实施方案，所述 的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固定安装在燃气灶壳体上，具有 由内圈

以渐开形式延伸到外圈的盘绕形结构特征，且所述 的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盘绕设置在保

温燃烧腔 的外圈外侧并保持一定间隙。

进一步实施方案，所述 的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是 由中间金属板层分隔成上层空气和

下层废气 的矩形双层通道结构，在上层空气通道 的两个端部分别设有 内圈端部的空气 出口和

外圈端部的空气进 口，在下层废气通道 的两个端部分别设有 内圈端部的废气进 口和外圈端部

的废气 出口；其 中：位于上层空气通道 内圈端部的空气 出口与空气燃气全预混管连接 ，位于

上层空气通道外圈端部的空气进 口与助燃鼓风机 的排风 口连接 ，位于下层废气通道 内圈端部

的废气进 口与烟气管连接 ，位于下层废气通道外圈端部的废气 出口与排气管连接 ，形成空气



流体与废气流体在各 自通道 内的相反逆 向流动 。

一种实施方案，所述 的燃气喷嘴设置在空气燃气全预混管的端部，并通过燃气管与燃气

调节 阀相连接 。

一种实施方案，所述 的多孔陶瓷板燃烧器设在燃气灶主体 的保温燃烧腔 内，在所述 的多

孔陶瓷板燃烧器 的底端设有与穿过保温燃烧腔底部的空气燃气全预混管的一端相连接 的多孔

陶瓷板燃烧器的混合燃气进气 口。

一种优选方案，在排气管后端设置废气催化净化装置 ，以处理燃烧产生的氮氧化物、硫

化物等污染物 ，使各种有毒有害污染气体达到完全处理后再排放到室外，以保证室 内外环境

完全无污染 。

在使用时，锅底放置于保温燃烧腔 内的锅底支架上缘 。由于设在保温燃烧腔 的顶部翻边

圈环上的定位孔与设在升降密封锅架 圈上的升降密封锅架 圈定位栓相对应 ，升降密封锅架 圈

弹簧是设置在保温燃烧腔 的底部，从而组成 了升降密封锅架圈的上下升降机构，使 圆筒形保

温燃烧腔体和 圆筒形升降密封锅架 圈始终保持间隙配合 的同轴上下升降状态 。升降密封锅架

圈在升降密封锅架 圈弹簧 的弹力作用下，升降密封锅架 圈上缘能与锅具底部保持紧密贴合 ，

与所述的保温燃烧腔共 同构成锅具和灶具对周围大气 的封 闭隔离，形成封 闭式燃烧腔 。

因所述多孔陶瓷板燃烧器 固定在所述保温燃烧腔 内，因而封 闭式燃烧腔 内的高温废烟气

不能通过任何其他通道排 出，只能 由设置在保温燃烧腔底部的烟气 口排 出并排入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回热器的废气进 口。

燃气点火后 ，混合燃气持续燃烧形成高温热辐射和高温热流烟气加热锅具底部，完成加

热锅具后 的高温废气在助燃鼓风机风压 的作用下 由烟气 口排进烟气管并继续排入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的内圈端部的废气进 口，高温废烟气在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较长长度 的废

气通道流动时对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放热，由金属材料制成 的盘绕型双层间壁式 回热器

形成升温蓄热状态 。同时，反方 向流动的常温空气 由助燃鼓风机排入 己升温 的盘绕型双层 间

壁式 回热器 的空气通道管 内流动时被逐步加热，升温为高温空气后进入空气燃气全预混管 中

与燃气喷嘴喷出的燃气相互预混合 ，成为高温混合燃气后继续排入多孔陶瓷板燃烧器腔体 中

充分混合 。因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具有较长的空气和废气通道 ，因此常温空气和高温废

气在管 内流动时有充分的换热时间和足够 的换热温差，因而具有较好的换热回热效果 。

所述 的保温燃烧腔 内装有多孔陶瓷板燃烧器、点火针和熄火保护针 。点火装置点火后 ，

混合可燃气在多孔陶瓷板燃烧器表面燃烧，形成高温烟气加热锅具 。同时也使盘绕型双层 间

壁式 回热器 的整体温度上升，废气 的温度降低后 由废气 出口排入连通室外的排气管后完全排



出厨房。

因本发 明所述 的一种具有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的节能环保燃气灶设置有助燃鼓风机

进行强制通风 ，因此可 以设置多孔陶瓷板燃烧器与锅具之 间保持较小的距离，使高温烟气加

热锅具的换热效率更高。

本发明所述 的一种具有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回热器的节能环保燃气灶的部分零件 ，点火针、

热 电偶熄火保护针、助燃鼓风机、燃气进气 电磁 阀、燃气调节 阀、点火器、电路控制模块均

可采用标准产品。

与现有技术相 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1）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具有盘绕型双层间壁式回热器的节能环保燃气灶，实现 了高温烟气

显热和潜热的高效 回收利用，可大幅提高燃气灶具的热效率，可显著降低燃气消耗；

2）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具有盘绕型双层间壁式回热器的节能环保燃气灶，使废气排放温度

降低后再全部排放到室外，有效降低 了高温废气排放所造成的热污染和化学污染，从而提供

了更加舒适健康 的厨房烹饪环境；

3）本发明通过助燃鼓风机提供足够 的过剩空气系数，使燃气在供氧量充足的封 闭环境 内

实现完全燃烧 ，从而有效提高了燃料 的燃烧效率，降低 了氮氧化物 的生成 ，具有 明显节能环

保优点。

附图说明

图 1 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具有盘绕型双层间壁式回热器的节能环保燃气灶的右视

剖面结构示意图；

图 2 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具有盘绕型双层间壁式回热器的节能环保燃气灶的上视

结构示意图；

图 3 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具有盘绕型双层间壁式回热器的节能环保燃气灶的左视

剖面结构示意图；

图 4 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具有盘绕型双层间壁式回热器的节能环保燃气灶的下视

结构示意图；

图 5 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具有盘绕型双层间壁式回热器的节能环保燃气灶的盘绕

型双层间壁式回热器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 6 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具有盘绕型双层间壁式回热器的节能环保燃气灶的空气

燃气全预混管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中标号示意如下：1-保温燃烧腔 ；2-多孔陶瓷板燃烧器；3-多孔陶瓷板燃烧器的混合燃

气进气 口；4-点火针 ；5-热 电偶熄火保护针 ；6-烟气 口；7-烟气管；8-锅底支架 ；9-升 降密封

锅架 圈；10-升 降密封锅架 圈弹簧 ； 11-空气燃气全预混管； 12 -燃气喷嘴； 13 -盘绕型双层 间壁

式 回热器 ；14-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的空气进 口；15-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的空气 出口；

16-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的废气进 口； 17-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的废气 出口； 18-助燃

鼓风机 ； 19-燃气进气管；20-燃气进气 电磁 阀；21-燃气调节 阀；22-燃气管；23-点火器 ；24-

电源插 口；25-电路控制模块 ；26-总 电源开关；27-排气管；28-燃气灶壳体 ；29-开孔耐高温玻

璃面板；30-升 降密封锅架 圈定位栓 。

具体实施方式

为使本发明的 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下面结合 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

步的说明。

在本 申请的描述 中，需要理解 的是，术语 “ 上 ” 、 “ 下 ” 、 “ 左 ” 、 “ 右 ” 等指示的方

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 1、图 2 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 明和简化

描述 ，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

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 明的限制。

结合 图 1 至 图 6 所示，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具有盘绕型双层间壁式回热器的节能环保燃

气灶 ，包括 ：保温燃烧腔 1，多孔陶瓷板燃烧器 2, 多孔陶瓷板燃烧器 的混合燃气进气 口 3,

点火针 4 , 热 电偶熄火保护针 5, 烟气 口 6, 烟气管 7, 锅底支架 8, 升 降密封锅架 圈 9, 升降

密封锅架 圈弹簧 10, 空气燃气全预混管 11，燃气喷嘴 12, 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回热器 13, 盘

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的空气进 口 14, 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回热器的空气 出口 15, 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回热器的废气进 口 16, 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回热器的废气 出口 17, 助燃鼓风机 18, 燃

气进气管 19, 燃气进气 电磁 阀 20, 燃气调节 阀 2 1，燃气管 22，点火器 23，电源插 口 24，电

路控制模块 25, 总 电源开关 26, 排气管 27, 燃气灶壳体 28, 开孔耐高温玻璃面板 29 和升降

密封锅架 圈定位栓 30; 由锅具、保温燃烧腔 1和升降密封锅架 圈 9 形成封 闭式燃烧腔，以完

成加热后 的高温废气在助燃鼓风机 18 的强制通风作用下由烟气 口 6 排入烟气管 7, 再排入盘

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13 的废气通道进行放热降温 ；由助燃鼓风机 18 强制排入 的反 向流动

的常温空气进入 己升温 的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13 的空气通道管 内进行流动换热升温 ；废

气 由连通室外的排气管 27 全部排 出厨房。

请再参见 图 1和 图 2 所示，电源插 口 24 连接 电源 ，总 电源开关 26 打开，启动助燃鼓风



机 18, 在助燃鼓风机 18 的风压作用下，进入燃气灶的空气按如下顺序进行流动：经 由盘绕

型双层间壁式回热器的空气进 口 14、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的空气 出口 15、空气燃气全预

混管 11、多孔陶瓷板燃烧器 的混合燃气进气 口 3、多孔陶瓷板燃烧器 2、保温燃烧腔 1、烟气

口 6、盘绕型双层间壁式回热器 的废气进 口 16、盘绕型双层间壁式 回热器 的废气 出口 17, 最

后 由连通室外的排气管 27 排放室外大气 中。

燃气按如下顺序进行流动：由外部供入 的燃气管道连接燃气进气管 19, 进入燃气进气 电

磁 阀 20, 继续进入燃气调节 阀 2 1，由燃气调节 阀 2 1 控制供入燃气量 的大小，燃气从燃气管

22 进入空气燃气全预混管 11 与助燃空气混合 ，与此 同时启动点火器 23，混合可燃气在多孔

陶瓷板燃烧器 2 的表面燃烧，燃烧生成高温烟气和热辐射 以加热锅具底部 。

再参见 图 1 所示，所述的保温燃烧腔 1 为固定安装在燃气灶壳体 28 上部的圆孔中，保

温燃烧腔 1 的外侧壁表面和底部均贴覆耐高温保温毡材料 ，以使热量不被传递到燃气灶壳体

28 上 。锅具在使用时，锅底放置在所述的保温燃烧腔 1 内的锅底支架 8 的上缘 ，由锅底支架

8 保持锅具的稳定并使多孔陶瓷板燃烧器 2 的燃烧盘保持一定的距离 。所述 的保温燃烧腔 1

体为上开 口外翻边 圆筒形，所述的升降密封锅架 圈 9 为两头开 口的圆筒形，上开 口为外翻边，

下开 口为 内翻边 。所述 的升降密封锅架圈 9 下部圆筒壁 的外径小于保温燃烧腔 1 的内径 ，保

温燃烧腔 1 与升降密封锅架 圈 9 始终保持间隙密封状态 ，使保温燃烧腔 1 内的烟气无法通过。

在保温燃烧腔 1 的上开 口外翻边 圈上设有平均辐射分布 的至少 4 个 圆定位孔，在保温燃烧腔

1 的底部设有与圆定位孔相对应 的弹簧支柱 ，在升降密封锅架 圈 9 的上沿翻边环形部位 固定

设置有按圆心辐射平均分布 的至少 4 个 圆柱形升降密封锅架 圈定位栓 30, 穿入保温燃烧腔 1

的上沿翻边环的相对应 的定位孔，由升降密封锅架 圈弹簧 10 共 同构成上下升降机构 。所述 的

圆柱形升降密封锅架圈定位栓 30 的直径小于定位孔的直径 ，弹簧 10 套置在升降密封锅架圈

定位栓 30 上 。由升降密封锅架 圈定位栓 30 定位保持保温燃烧腔 1 体和升降密封锅架圈 9 同

轴上下升降。因锅具 自身具有一定重量，锅具底部压在所述 的升降密封锅架 圈 9 时，将升降

密封锅架 圈 9 往下压下，在升降密封锅架 圈弹簧 10 的弹力作用下，迫使升降密封锅架 圈 9 的

上缘与锅具底部紧密贴合 ，与所述 的保温燃烧腔 1 共 同构成锅具和灶具对周 围大气 的封 闭隔

离，形成封 闭式燃烧腔 。在本实施例 中，升降密封锅架圈 9 的机构、锅底支架 8 和保温燃烧

腔 1 的主要作用是使平底、尖底、圆底等任何不 同锅底形状 的锅具都可形成封 闭式燃烧腔 。

再参见 图 1所示，所述锅底支架 8 是设置在所述多孔陶瓷板燃烧器 2 上 的环形辐射平均

分布 的至少 4 根 L 形弯 曲支柱，使所述锅具底部与所述多孔陶瓷板燃烧器 2 形成烟气顺利流

通 的空隙，燃气调节 阀 2 1 的开启，也同时启动点火器 23 和点火针 4 , 燃气点火后，混合燃



气在多孔陶瓷板燃烧器 2 的表面燃烧 ，在所述锅具底部与所述多孔陶瓷板燃烧器 2 的上表面

空隙中形成流动的高温烟气和热辐射加热锅具 。

所述 的烟气管 7 设置在保温燃烧腔 1 的底部，烟气管 7 的一端连接保温燃烧腔 1 的烟气

口 6, 烟气管 7 的另一端连接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回热器的废气进 口 16, 保温燃烧腔 1 的废烟

气不能通过任何其他通道排 出，只能排入设置在 固定保温燃烧腔 1 底部的烟气 口 6 进入盘绕

型双层间壁式回热器 的废气进 口 16。

所述空气燃气全预混管 11 设置在保温燃烧腔 1 的底部，其一端穿过保温燃烧腔 1底部与

多孔陶瓷板燃烧器的混合燃气进气 口 3 连接 ，其另一端连接盘绕形间壁式双层 回热器的空气

出口 15。

所述 的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13 采用不锈钢、铁、铜、铝等金属板材料制成，具有 由

中间金属板层将空气和废气的通道分隔开的 “ 日” 字形矩形结构，固定安装在燃气灶壳体 28

上 ，所述 的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回热器 13 设有空气和废气双层通道 ，双层通道分别是上层空气

通道和下层废气通道，在上层空气通道 的两个端部分别设有 内圈端部的空气 出口 15 和外圈端

部的空气进 口 14, 在 下层废气通道 的两个端部分别设有 内圈端部的废气进 口 16 和外圈端部

的废气 出口 17，其 中：盘绕型双层间壁式 回热器 的废气进 口 16 与保温燃烧腔 1 的烟气 口 6

由烟气管 7 串接 ，盘绕型双层间壁式 回热器 的空气 出口 15 与所述的多孔陶瓷板燃烧器 的混合

燃气进气 口 3 由空气燃气全预混管相互串接 ，外圈端部的空气进 口 14 与助燃鼓风机 18 的排

风 口固定连接，外圈端部的废气 出口 17 与排气管 27 固定连接 。高温烟气在排入废气通道流

动时，对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13 进行放热，使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13 的整体温度

上升，废气的温度被放热降低后 ，经盘绕型双层间壁式回热器 的废气 出口 17 最终 由连通室外

的排气管 27 排 出厨房。本发明所述的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13 是利用烟气余热对常温空

气进行高效 回热预热，从而大幅提高了燃气灶具的热效率和降低 了燃气消耗 ，并使废气排放

温度 降低后全部排放到室外，大幅减少 了高温废气的热污染 。

所述 的盘绕型双层间壁式 回热器 13 的空气流体与废气流体在各 自通道 内流通 的方 向是

相反逆 向。

所述的助燃鼓风机 18 抽送常温空气进入 己升温 的盘绕型双层间壁式回热器 13 的空气通

道管 内流动并被逐步加热，己升温 的高温空气继续进入空气燃气全预混管 11 中，与燃气喷嘴

12 喷出的燃气相互预混合 ，经多孔陶瓷板燃烧器 的混合燃气进气 口 3 排入多孔陶瓷板燃烧器

2 的腔体 内继续充分混合 。由助燃鼓风机 18 提供足够的过剩空气系数 ，燃气在供氧量充足的

封 闭环境 内实现完全燃烧 ，因而有效提高了燃料 的燃烧效率和 降低 了氮氧化物的生成 ，具有



节能环保 的明显进步性 。

所述的燃气喷嘴 12 设置在空气燃气全预混管 11 的端部，位于盘绕型双层间壁式回热器

的空气 出口 15 与空气燃气全预混管 11 的连接处下部，燃气喷嘴 12 由燃气管 22 连接燃气调

节 阀 2 1。

所述 的燃气灶壳体 28 的壳 内壁侧 固定贴覆耐高温防火保温材料 ，可确保热量不被传递到

灶具外壳上 。

本实施例的助燃鼓风机 18、燃气进气 电磁 阀 20 和热 电偶熄火保护针 5 互为联动控制，

由电路控制模块 25 控制，总 电源开关 26 打开后 ，同时启动助燃鼓风机 18 和燃气进气 电磁 阀

20, 助燃鼓风机 18 和热 电偶熄火保护针 5 的其 中任何一个停止工作，燃气进气管 19 上的燃

气进气 电磁 阀 20 立 即停止供 电以关 闭燃气 的进气 ，杜绝了安全隐患。

所述 的热 电偶熄火保护针 5 为 己有公知技术，在本实施例 中不作赘述 。

所述 的多孔陶瓷板燃烧器 2 与锅底之 间的距离 由锅底支架 8 保持在 10 毫米 以内。

所述 的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13 的外表面贴覆防火保温材料 ，可确保热量不被释放到

空气 中。

所述 的燃气灶壳体 28 为长方形体 ，其顶面 中部有一圆孔环，该圆孔直径大于升降密封锅

架 圈 9 的直径 。

所述的开孔耐高温玻璃面板 29 为长方形板体 ，其长宽尺寸与燃气灶壳体 28 的长宽尺寸

相 同，其 中部开有一圆孔，该圆孔直径大于升降密封锅架圈 9 的直径 ，开孔耐高温玻璃面板

29 可避免使用者不被烫伤 ，杜绝 了安全隐患。

所述 的多孔陶瓷板燃烧器 2 设在燃气灶主体 的保温燃烧腔 1 内，该多孔陶瓷板燃烧器 2

的底端设有多孔陶瓷板燃烧器 的混合燃气进气 口 3, 空气燃气全预混管 11 的出气端穿过保温

燃烧腔 1底部伸入多孔陶瓷板燃烧器 2 内。

所述排气管 27 的一端连接在盘绕型双层间壁式 回热器 13 端部的废气 出口 17 处，其另一

端连通室外，废气能完全排 出厨房，从而提供 了更加舒适、健康 的厨房烹饪环境 。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 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

本技术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发 明所述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涵

盖在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1、一种具有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的节能环保燃气灶 ，其特征在于 ，所述 的节能环

保燃气灶包括 ：保温燃烧腔 （1），多孔陶瓷板燃烧器 （2 ），多孔 陶瓷板燃烧器 的混合燃

气进气 口 （3 ），点火针 （4 ），热 电偶熄火保护针 （5 ），烟气 口 （6 ），烟气管 （7 ），锅

底支架 （8 ），升 降密封锅架 圈 （9 ），升降密封锅架 圈弹簧 （10），空气燃气全预混管 （11），

燃气喷嘴 （12），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13），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的空气进 口

（14），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的空气 出 口 （15），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的废气进

口 （16），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的废气 出 口 （17），助燃鼓风机 （18），燃气进气管

（19），燃气进气 电磁 阀 （20），燃气调节 阀 （21 ），燃气管 （22），点火器 （23 ），电

源插 口 （24），电路控制模块 （25），总 电源开关 （26），排气管 （27），燃气灶壳体 （28），

开孔耐高温玻璃面板 （29）和升 降密封锅架 圈定位栓 （30）；由锅具、保温燃烧腔 （1）和

升 降密封锅架 圈 （9 ）形成封 闭式燃烧腔 ，以完成加热后 的高温废气在助燃鼓风机 （18）的

强制通风作用下 由烟气 口 （6 ）排入烟气管 （7 ），再排入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13）

的废气通道进行放热 降温 ；由助燃鼓风机 （18）强制排入 的反 向流动 的常温空气进入 己升

温 的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13）的空气通道管 内进行流动换热升温 ；废气 由连通室外

的排气管 （27）全部排 出厨房 。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具有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的节能环保燃气灶 ，其特征

在于：所述 的保温燃烧腔 （1）为上开 口外翻边 圆筒形，固定安装在燃气灶壳体 （28）上部

的圆孔 中；并且 ，在上开 口外翻边 圈上设有与底部 的弹簧支柱相对应 的平均辐射分布 的至

少 4 个 圆定位孔 。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具有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的节能环保燃气灶 ，其特征

在于 ：所述 的升 降密封锅架 圈 （9 ）为上下开 口的圆筒形，上开 口为外翻边 ，下开 口为 内翻

边 ，在上翻边部位 固定安装有按圆心平均辐射对称分布 的至少 4 个 圆柱形的升降密封锅架

圈定位栓 （30），且保温燃烧腔 （1）与升降密封锅架 圈 （9 ）保持间隙配合 。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具有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的节能环保燃气灶 ，其特征

在于 ：所述 的锅底支架 （8）设置在所述多孔陶瓷板燃烧器 （2 ）上 ，是按 圆心平均辐射对

称分布 的至少 4 根 L 形支柱 。

5、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具有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的节能环保燃气灶 ，其特征

在于 ：所述 的烟气管 （7 ）为矩形结构 ，设置在保温燃烧腔 （1）的底部 ，在所述 的烟气管

（7 ）的上部开有 2 个孔，其 中 1 个孔连接烟气 口 （6 ），另 1 个孔连接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的废气进 口 （16）。



6、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具有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的节能环保燃气灶 ，其特征

在于：所述 的空气燃气全预混管 ( 11 ) 为矩形结构，设置在保温燃烧腔 ( 1) 的下部 ，在所

述 的空气燃气全预混管 ( 11 ) 的上部开有 2 个孔 ，其 中 1 个孔与多孔陶瓷板燃烧器 的混合

燃气进气 口 ( 3 ) 连接 ，另 1 个孔与盘绕型间壁式双层 回热器 的空气 出 口 ( 15 ) 相 连接 。

7、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具有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的节能环保燃气灶 ，其特征

在于 ：所述 的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 13 ) 固定安装在燃气灶壳体 (28) 上 ，具有 由内

圈 以渐开形式延伸到外 圈的盘绕形结构特征 ，且所述 的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盘绕设置

在保温燃烧腔 的外 圈外侧并保持一定 间隙。

8、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 的具有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的节能环保燃气灶 ，其特征在

于 ：所述 的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 13 ) 是 由中间金属板层分隔成上层 空气和下层废气

的矩形双层通道结构 ，在上层 空气通道 的两个端部分别设有 内圈端部 的空气 出 口和外 圈端

部 的空气进 口，在下层废气通道 的两个端部分别设有 内圈端部 的废气进 口和外 圈端部 的废

气 出 口；其 中：位于上层空气通道 内圈端部 的空气 出 口 ( 15 ) 与 空气燃气全预混管 ( 11 )

连接 ，位于上层 空气通道外 圈端部 的空气进 口 ( 14) 与助燃鼓风机 ( 18) 的排风 口连接 ，

位于下层废气通道 内圈端部的废气进 口 ( 16) 与烟气管 (7) 连接 ，位于下层废气通道外 圈

端部 的废气 出 口 ( 17) 与排气管 (27) 连接 ，形成空气流体与废气流体在各 自通道 内的相

反逆 向流动 。

9、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具有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的节能环保燃气灶 ，其特征

在于：所述 的燃气喷嘴 ( 12) 设置在空气燃气全预混管 ( 11 ) 的端部 ，并通过燃气管 (22)

与燃气调节 阀 (21 ) 相连接 。

10、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具有盘绕型双层 间壁式 回热器 的节能环保燃气灶 ，其特征

在于 ：所述 的多孔陶瓷板燃烧器 (2) 设在燃气灶主体 的保温燃烧腔 ( 1) 内，在所述 的多

孔 陶瓷板燃烧器 (2) 的底端设有与 穿过保温燃烧腔 ( 1) 底 部 的空气燃气全预混管 ( 11 )

的一端相连接 的多孔陶瓷板燃烧器 的混合燃气进气 口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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