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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汤米分离的电锅

(57)摘要

一种汤米分离的电锅，包括壳体、锅盖、内

锅、保温锅、电发热盘和主控板，还包括滤锅、隔

板、米汤储存盒和电控阀，所述内锅的内壁的上

部有一梯级、底板的中心设置有导流嘴，导流嘴

穿过保温锅的底板上的中心孔并伸出保温锅；电

控阀与导流嘴配合，导流嘴、导流装置和进液孔

相对应；滤锅设置在内锅内，梯级支撑滤锅的外

翻边，滤锅与内锅之间有储液间隙，内锅与外锅

和壳体可拆卸连接。米放入滤锅内，内锅中加入

水，滤锅放入内锅内，内锅的水经滤锅上的导液

孔时入滤锅内；在煮饭过程中，米和水形成汤进

入内锅，且内锅和滤锅内的液体不断对流；达到

设置温度时，电控阀动作，汤经导流嘴和导流装

置进入米汤储存盒；米饭和汤供不同的人群食

用，操作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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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汤米分离的电锅，包括壳体、锅盖、内锅、保温锅、电发热盘和主控板，电发热盘

与内锅配合；锅盖与壳体的顶部枢接，保温锅固定在壳体内，内锅的上开口与壳体的顶部可

拆卸配合，内锅位于保温锅内，锅盖与内锅扣合；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滤锅、隔板、米汤储存

盒和电控阀，

滤锅的顶部有外翻边，滤锅的底板和周向壁上有导液孔；

隔板设置在所述壳体内，将壳体分为位于上部的锅腔和位于下部的带进出口的盒腔；

隔板的中心设置有导流装置，

米汤储存盒的顶板上有进液孔，

所述内锅的内壁的上部有一梯级、底板的中心设置有导流嘴，导流嘴穿过保温锅的底

板上的中心孔并伸出保温锅；电控阀与导流嘴配合，导流嘴、导流装置和进液孔相对应；滤

锅设置在内锅内，梯级支撑滤锅的外翻边，滤锅与内锅之间有储液间隙，内锅与保温锅和壳

体可拆卸连接；

所述导流嘴包括圆筒形部和倒圆锥台形部，圆筒形部与内锅的相通；

所述电控阀包括步进电机、摆臂、磁铁和导磁的金属球体；

步进电机固定在所述隔板上，摆臂一端与步进电机的轴固定、另一端固定磁铁；金属球

体设置在导流嘴内与倒圆锥台形部配合构成截止阀；

或所述电控阀包括气缸、磁铁和导磁的金属球体，气缸的缸体固定在所述隔板上，磁铁

固定在活塞杆的端部；

所述导流装置包括设置在隔板的导流孔和设置在导流孔上端的圆锥台形的导流集液

部；

所述内锅上的导流嘴的下端与导流集液部的上端相对，导流嘴的下端面与导流集液部

的上端面在同一个平面上；

或所述内锅上的导流嘴的下端伸入导流集液部内；

所述壳体内腔上部有环形支撑台，环形支撑台上有若干个插板孔呈环形均匀分布；

所述保温锅的上开口端设置有外翻边，外翻边有沿保温锅的轴线的插销板；环形支撑

台支撑外翻边，插销板与插板孔插接；

还包括一设置在所述壳体顶部的顶环形座，顶环形座包括套筒和环绕套筒的环形座

板；

环形座板与壳体的顶部固定连接，套筒的下端压紧保温锅的外翻边；所述内锅的外折

沿搭靠在套筒上端；所述锅盖与顶环形座枢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汤米分离的电锅，其特征在于：所述米汤储存盒的顶板上

有上开口的集液腔，所述进液孔设置在集液腔的底板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汤米分离的电锅，其特征在于：所述环形座板上设置的把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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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汤米分离的电锅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锅。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现有技术，一种电锅包括壳体、内锅、保温锅、电发热盘和锅盖。存在问题是：

烹饪煮饭时，蒸汽从锅盖上的排气阀中排出，直到锅内液体全部蒸发，烧制成米饭；米饭中

含糖份。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汤米分离的电锅，它不仅可以实现米和汤分离，而且还

可以制成干米饭，降低米饭的含糖量。

[0004]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一种汤米分离的电锅，包括壳体、锅盖、内锅、保温锅、电发

热盘和主控板，电发热盘与内锅配合；锅盖与壳体的顶部枢接，保温锅固定在壳体内，内锅

的上开口与壳体的顶部可拆卸配合，内锅位于保温锅内，锅盖与内锅扣合；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滤锅、隔板、米汤储存盒和电控阀，

[0005] 滤锅的顶部有外翻边，滤锅的底板和周向壁上有导液孔；

[0006] 隔板设置在所述壳体内，将壳体分为位于上部的锅腔和位于下部的带进出口的盒

腔；隔板的中心设置有导流装置，

[0007] 米汤储存盒的顶板上有进液孔，

[0008] 所述内锅的内壁的上部有一梯级、底板的中心设置有导流嘴，导流嘴穿过保温锅

的底板上的中心孔并伸出保温锅；电控阀与导流嘴配合，导流嘴、导流装置和进液孔相对

应；滤锅设置在内锅内，梯级支撑滤锅的外翻边，滤锅与内锅之间有储液间隙，内锅与外锅

和壳体可拆卸连接。

[0009] 所述的一种汤米分离的电锅，其特殊之处在于：所述导流嘴包括圆筒形部和倒圆

锥台形部，圆筒形部与内锅的相通；

[0010] 所述电控阀包括步进电机、摆臂、磁铁和导磁的金属球体；

[0011] 步进电机固定在所述隔板上，摆臂一端与步进电机的轴固定、另一端固定磁铁；

[0012] 金属球体设置在导流嘴内与倒圆锥台形部配合构成截止阀；

[0013] 或所述电控阀包括气缸、磁铁和导磁的金属球体，气缸的缸体固定在所述隔板上，

磁铁固定在活塞杆的端部。

[0014] 所述的一种汤米分离的电锅，其特殊之处在于：所述导流装置包括设置在隔板的

导流孔和设置在导流孔上端的圆锥台形的导流集液部；

[0015] 所述内锅上的导流嘴的下端与导流集液部的上端相对，导流嘴的下端面与导流集

液部的上端面在同一个平面上；

[0016] 或所述内锅上的导流嘴的下端伸入导流集液部内。

[0017] 所述的一种汤米分离的电锅，其特殊之处在于：所述米汤储存盒的顶板上有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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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集液腔，所述进液孔设置在集液腔的底板上。

[0018] 所述的一种汤米分离的电锅，其特殊之处在于：所述壳体内腔上部有环形支撑台，

环形支撑台上有若干个插板孔呈环形均匀分布；

[0019] 所述保温锅的上开口端设置有外翻边，外翻边有沿保温锅的轴线的插销板；环形

支撑台支撑外翻边，插销板与插销孔插接；

[0020] 还包括一设置在所述壳体顶部的顶环形座，顶环形座包括套筒和环绕套筒的环形

座板；

[0021] 环形座板与壳体的顶部固定连接，套筒的下端压紧保温锅的外翻边；所述内锅的

外折沿搭靠在套筒上端；所述锅盖与顶环形座枢接。

[0022] 所述的一种汤米分离的电锅，其特殊之处在于：所述环形座板上设置的把手。

[0023] 本发明一种汤米分离的电锅，由于采用这样的结构，米放入滤锅内，内锅中加入

水，滤锅放入内锅内，内锅的水经滤锅上的导液孔时入滤锅内；在煮饭过程中，米和水形成

汤进入内锅，且内锅和滤锅内的液体不断对流；达到设置温度时，电控阀动作，汤经导流嘴

和导流装置进入米汤储存盒；米饭和汤供不同的人群食用，操作方便。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的剖视图。

[0025] 图2是图1的A—A视图。

[0026] 图3是本发明的立体图。

[0027] 图4是本发明的局部立体分解图。

[0028] 图5是本发明的立体分解图之一。

[0029] 图6是本发明的立体分解图之二。

[0030] 图7是本发明的电控阀的示意图之一。

[0031] 图8是本发明的电控阀的示意图之二。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33] 如图1所示，一种汤米分离的电锅，包括壳体1、锅盖2、内锅3、保温锅4、电发热盘5

和主控板6，电发热盘5与内锅3配合；锅盖2与壳体1的顶部枢接，保温锅4固定在壳体1内，内

锅3的上开口与壳体1的顶部可拆卸配合，内锅3位于保温锅4内，锅盖2与内锅3扣合。

[0034] 还包括滤锅7、隔板8、米汤储存盒9和电控阀10，

[0035] 滤锅7的顶部有外翻边，滤锅7的底板和周向壁上有导液孔；

[0036] 隔板8设置在所述壳体1内，将壳体1分为位于上部的锅腔和位于下部的带进出口

的盒腔；隔板8的中心设置有导流装置81，

[0037] 米汤储存盒9的顶板上有进液孔91，

[0038] 所述内锅3的内壁的上部有一梯级31、底板的中心设置有导流嘴32，导流嘴32穿过

保温锅4的底板上的中心孔并伸出保温锅4，导流嘴32与保温锅4的中心孔可拆卸配合；电控

阀10与导流嘴32配合，导流嘴32、导流装置81和进液孔91相对应；滤锅7设置在内锅3内，梯

级31支撑滤锅7的外翻边，滤锅7与内锅3之间有储液间隙，内锅3与外锅4和壳体1可拆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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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0039] 所述导流嘴32包括圆筒形部321和倒圆锥台形部322，圆筒形部321与内锅3的相

通。

[0040] 如图7、图8所示：所述电控阀10包括步进电机101、摆臂102、磁铁103和导磁的金属

球体104；

[0041] 步进电机104固定在所述隔板8上，摆臂102一端与步进电机101的轴固定、另一端

固定磁铁103；

[0042] 金属球体104设置在导流嘴32内与倒圆锥台形部322配合构成截止阀；

[0043] 如图7所示状态为电控阀关闭的状态；在图7所示的状态下，步进电机101通电，步

进电机101带动摆臂102顺时针转动一定角度，磁铁103与导流嘴32相邻贴合或相邻近，磁铁

103与金属球体4产生磁吸合，如图8所示，使金属球体104沿导流嘴的高度方向移动，金属球

体104与导流嘴32的倒圆锥台形部322产生间隙，由米汤从导流嘴流出。

[0044] 在静止状态，即金属球体104与倒圆锥台形部322紧密贴合时，磁铁103与金属球体

104的高度差，只有这样，如图8所示的状态，金属球体104与倒圆锥台形部322出现间隙而导

流。

[0045] 所述导流装置81包括设置在隔板的导流孔811和设置在导流孔上端的圆锥台形的

导流集液部812；

[0046] 所述内锅3上的导流嘴32的下端与导流集液部812的上端相对，导流嘴32的下端面

与导流集液部812的上端面在同一个平面上；

[0047] 或所述内锅3上的导流嘴32的下端伸入导流集液部812内。

[0048] 米汤储存盒9的顶板上有上开口的集液腔92，所述进液孔91设置在集液腔92的底

板上。

[0049] 所述壳体1内腔上部有环形支撑台1A，环形支撑台1A上有若干个插板孔1B呈环形

均匀分布；

[0050] 所述保温锅4的上开口端设置有外翻边41，外翻边41有沿保温锅的轴线的插销板

42；环形支撑台1A支撑外翻边41，插销板42与插销孔1B插接；

[0051] 还包括一设置在所述壳体顶部的顶环形座11，顶环形座11包括套筒111和环绕套

筒的环形座板112；

[0052] 环形座板112与壳体1的顶部固定连接，套筒111的下端压紧保温锅4的外翻边41；

所述内锅3的外折沿搭靠在套筒111上端；所述锅盖2与顶环形座11枢接。

[0053] 所述环形座板112上设置的把手113。

[0054] 所述米汤储存盒9的两侧设置有梯级93，所述壳体1内的设置有挡块；

[0055] 米汤储存盒9插入壳体1的盒腔内到位时，梯级93与挡块配合止位；米汤储存盒9经

盒腔上的进出口与壳体1可拆卸连接。

[0056] 米汤储存盒9包括上开口的盒体94和设置在盒体94上开口的盒盖95，进液孔91设

置在盒盖95上。

[0057] 所述壳体1具有操作面板12的安装口。主控板6固定在操作面板12上。

[0058]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优先实施方式。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情况下，还可以作出若干改进和变型，这也视为本发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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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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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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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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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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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4/5 页

10

CN 106308472 B

10



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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