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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柴火与燃气双用灶具，属

于灶具技术领域。包括由炉膛(1)和烤箱(2)组成

的炉体，所述炉膛(1)和烤箱(2)通过烤箱孔连

通；所述炉体上转动设有一面带有炉头(8)的翻

板(3)，所述翻板(3)转动设于烤箱孔中且能将烤

箱孔封闭，所述翻板(3)能翻面分别作为燃气灶

和柴火灶使用；所述烤箱(2)底部设有排气管

(6)，所述排气管(6)上设有吸风机(7)，所述炉膛

(1)顶部内壁上均布有多个排气孔(10)，所述炉

膛(1)和烤箱(2)的侧壁内均对应地设有出气通

道(9)，所述排气孔(10)通过出气通道(9)与排气

管(6)连通，所述炉膛(1)下部内壁上均布有多个

与炉膛(1)外连通的进气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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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柴火与燃气双用灶具，包括由炉膛(1)和烤箱(2)组成的炉体，所述炉膛(1)和烤

箱(2)通过烤箱孔连通；其特征在于，所述炉体上转动设有一面带有炉头(8)的翻板(3)，所

述翻板(3)转动设于烤箱孔中且能将烤箱孔封闭，所述翻板(3)能翻面分别作为燃气灶和柴

火灶使用；所述烤箱(2)底部设有排气管(6)，所述排气管(6)上设有吸风机(7)，所述炉膛

(1)顶部内壁上均布有多个排气孔(10)，所述炉膛(1)和烤箱(2)的侧壁内均对应地设有用

于排气的出气通道(9)，所述排气孔(10)通过出气通道(9)与排气管(6)连通，所述炉膛(1)

下部内壁上均布有多个与炉膛(1)外连通的进气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柴火与燃气双用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两用炊事炉具灶作为

柴火灶使用时，所述翻板(3)将烤箱孔封闭且其带炉头(8)的一面朝下；作为燃气灶使用时，

所述翻板(3)翻转180°将烤箱孔封闭且其带炉头(8)的一面朝上；在翻转过程中，柴灰由炉

膛(1)进入烤箱(2)。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柴火与燃气双用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翻板(3)和烤箱孔

为相互配合的圆形，所述翻板(3)设于转轴(17)上，所述转轴(17)沿翻板(3)的直径设置且

其沿水平方向转动设于炉体上，所述转轴(17)内设有管道与炉头(8)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柴火与燃气双用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气孔包括主进气管

(11)和支进气孔(13)，所述炉膛(1)下部侧壁内设有供氧腔(12)，所述支进气孔(13)连通供

氧腔(12)与炉膛(1)内，所述主进气管(11)穿过出气通道(9)连通供氧腔(12)与炉膛(1)外。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柴火与燃气双用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炉膛(1)和烤箱(2)均

为圆柱状结构，所述炉膛(1)的一侧设有入柴口(4)，所述烤箱(2)上且与入柴口(4)同侧设

有出灰口(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柴火与燃气双用灶具，其特征在于，多个排气孔(10)呈环状均

匀分布在炉膛(1)顶部内壁上。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柴火与燃气双用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支进气孔(13)由上至

下分多排设于炉膛(1)下部内壁上，每排支进气孔(13)呈环状均匀分布。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柴火与燃气双用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支进气孔(13)由上至

下分多排设于炉膛(1)下部内壁上，每排支进气孔(13)呈环状均匀分布。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柴火与燃气双用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烤箱(2)包括外壳

(15)与外壳(15)内的积灰箱(16)，所述外壳(15)与积灰箱(16)之间具有间隙构成出气通道

(9)，所述外壳(15)底部与排气管(6)连通，所述积灰箱(16)顶部与炉膛(1)底部的烤箱孔连

通，所述外壳(15)和积灰箱(16)上对应地设有出灰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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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柴火与燃气双用灶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灶具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柴火与燃气双用灶具，尤其涉及一种下

吸式底排风和360°多点供氧的柴火与燃气双用灶具。

背景技术

[0002] 柴火灶又名生物质炊事炉、植物炊事炉、节能柴火炉。柴火灶，是以木柴、锯末、刨 

花、杂草、玉米芯、秸秆等植物材料为燃料，利用其独特的炉灶结构，使燃料以木质直燃、木 

质炭化、木质气化燃烧相结合、相促进，从而使所有的热能聚合于炉口，达到最大限度的强 

火力、省能源的效果。

[0003] 燃气灶，系指以液化石油气（液态）、人工煤气、天然气等气体燃料进行直火加热的

厨房用具。燃气灶又叫炉盘，其大众化程度无人不知，但又很难见到一个通行的概念。  按气

源讲，燃气灶主要分为液化气灶、煤气灶、天然气灶。按灶眼讲，分为单灶、双灶和多眼灶。燃

气灶在工作时，燃气从进气管进入灶内，经过燃气阀的调节（使用者通过旋钮进行调节）进

入炉头中，同时混合一部分空气（这部分空气称之为一次空气），这些混合气体从分火器的

火孔中喷出同时被点火装置点燃形成火焰（燃烧时所需的空气称之为二次空气），这些火焰

被用来加热置于锅支架上的炊具。

[0004] 现有柴火灶，污染环境，产生的烟雾和粉尘垃圾，不利于人类健康；同时炉膛内的

热能不均匀，排烟主要是通过炉膛上壁后上口排放烟雾或气体，使用过程中会有一股明火

从炉道口抽出，导致锅与炉膛之间，火力温度受热面不均匀；同时炉膛内所需的空气，基本

来自路桥下部。在柴火燃烧的过程中，因火炭或其它杂质堵住，路桥与木材之间空气就不畅

通，火力降低。使其做饭炒菜热效率降低，温度下降。因为是从底部进空气，从而底部的柴火

先被燃烧，上部的柴火在没有一定的空气的情况下，产生浓烟黑雾，污染环境。申请人在使

用和长期观察中时发现如下问题：

(1)现有炉灶仅能使用生物质燃烧，原料单一，且存在燃烧不充分和粉尘较多等问题；

(2)燃烧不均匀，铁锅受热面积不均匀，特别是靠烟道处，比其它地方温度高；

(3)燃烧不充分，产生浓烟黑雾；

(4)全都采用上锅台后排烟，烟不易从灶膛内排尽，使厨房烟雾缭绕，下厨做饭体验不

佳，污染环境、影响健康。

发明内容

[0005] 环保节能一直一来是全世界的难题，从我做起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就各类燃烧所

产生的烟雾如有好的解决方法，无疑对社会和每个家庭都能带来幸福快乐。把传统柴灶和

现代燃气合理利用，为解决山区和新农村建设中生活的便利性，萌生出一种生物质柴和燃

气两用炊事火力灶具，既方便又快捷，传统柴火灶其打灶繁琐，占地面积大，使用不便、不美

观。用现代燃气灶，很多地方不通天然气，罐气不方便、远，运输难，还有很多老人不会使用

燃气灶等。本专利使老百姓两者兼得，灵活使用，有空捡一些枯枝树干炒菜做饭，时间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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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燃气做饭，在农村大部分时间做饭用柴，偶尔用气，省力省钱。所述技术方案如下：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柴火与燃气双用灶具，包括由炉膛1和烤箱2组成的炉体，所

述炉膛1和烤箱2通过烤箱孔连通；所述炉体上转动设有一面带有炉头8的翻板3，所述翻板3

转动设于烤箱孔中且能将烤箱孔封闭，所述翻板3能翻面分别作为燃气灶和柴火灶使用；所

述烤箱2底部设有排气管6，所述排气管6上设有吸风机7，所述炉膛1顶部内壁上均布有多个

排气孔10，所述炉膛1和烤箱2的侧壁内均对应地设有出气通道9，所述排气孔10通过出气通

道9与排气管6连通，所述炉膛1下部内壁上均布有多个与炉膛1外连通的进气孔。

[0006] 具体地，本发明实施例中的两用炊事炉具灶作为柴火灶使用时，所述翻板3将烤箱

孔封闭且其带炉头8的一面朝下；作为燃气灶使用时，所述翻板3翻转180°将烤箱孔封闭且

其带炉头8的一面朝上；在翻转过程中，柴灰由炉膛1进入烤箱2。

[0007] 其中，本发明实施例中的翻板3和烤箱孔为相互配合的圆形，所述翻板3设于转轴

17上，所述转轴17沿翻板3的直径设置且其沿水平方向转动设于炉体上，所述转轴17内设有

管道与炉头8连通。

[0008] 优选地，本发明实施例中的进气孔包括主进气管11和支进气孔13，所述炉膛1下部

侧壁内设有供氧腔12，所述支进气孔13连通供氧腔12与炉膛1内，所述主进气管11穿过出气

通道9连通供氧腔12与炉膛1外。

[0009] 其中，本发明实施例中的炉膛1和烤箱2均为圆柱状结构，所述炉膛1的一侧设有入

柴口4，所述烤箱2上且与入柴口4同侧设有出灰口5。

[0010] 其中，本发明实施例中的多个排气孔10呈环状均匀分布在炉膛1顶部内壁上。

[0011] 优选地，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支进气孔13由上至下分多排设于炉膛1下部内壁上，每

排支进气孔13呈环状均匀分布。

[0012] 更优选地，本发明实施例中的炉膛1下部内壁上由上至下间隔凸设有多条挡火圈

14，相邻两条挡火圈14之间设有一排支进气孔13。

[0013] 其中，本发明实施例中的烤箱2包括外壳15与外壳15内的积灰箱16，所述外壳15与

积灰箱16之间具有间隙构成出气通道9，所述外壳15底部与排气管6连通，所述积灰箱16顶

部与烤箱孔连通，所述外壳15和积灰箱16上对应地设有出灰口5。

[0014]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带来的有益效果是：

1、全程无柴烟外露和没有任何的烟尘，其采用的是吸风式，通过吸风式设计、把空气吸

入炉膛、从而使炉膛内的燃料燃烧更充分，比传统的节柴灶更快、更省燃料。

[0015] 2、铁锅受热面积非常均匀。

[0016] 3、下吸式拍烟系统更卫生、健康和环保。

[0017] 4、买来直接可以使用，免去请工人打灶等繁琐环节。

[0018] 5、柴气两用、简便易操作、自由切换。

[0019] 6、占地面积小。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柴火与燃气双用灶具作为燃气灶时的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柴火与燃气双用灶具作为柴火灶时的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炉膛的立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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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炉膛的剖视图；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炉膛的俯视图；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外壳的立体图；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外壳的剖视图；

图8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外壳的俯视图；

图9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积灰箱的立体图；

图10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积灰箱的剖视图。

[0021] 图中：1炉膛、2烤箱、3翻板、4入柴口、5出灰口、6排气管、7吸风机、8炉头、9出气通

道、10排气孔、11主进气管、12供氧腔、13支进气孔、14挡火圈、15外壳、16积灰箱、17转轴、18

隔板、19存水弯。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

步地详细描述。

[0023] 参见图1-10，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柴火与燃气双用灶具，包括支架、台面和由

炉膛1和烤箱2组成的炉体等，炉膛1与烤箱2沿竖直方向依次设置（通过螺丝或焊接固定），

炉膛1和烤箱2通过烤箱孔连通，烤箱孔设于炉膛1底部中间位置。炉体上转动设有一面（设

为正面）带有炉头8的翻板3，该翻板3转动设于烤箱孔中且能将烤箱孔封闭使炉膛1和烤箱2

隔开，翻板3能绕过圆心的转轴翻转180°；即翻板3能翻面使炉头8朝上和朝下分别作为燃气

灶（以液化气为燃料）和柴火灶（以生物质柴为燃料）使用。其中，烤箱2底部设有排气管6，该

排气管6上设有吸风机7用于向下式底排气。炉膛1顶部内壁上均布有多个排气孔10，炉膛1

和烤箱2的侧壁内均对应地设有出气通道9，炉膛1上的出气通道9与烤箱2上的出气通道9连

通用于向外排气，出气通道9具体可以为孔道或夹层等，排气孔10通过出气通道9与排气管6

连通。其中，炉膛1下部内壁上均布有多个与炉膛1外连通的进气孔，进气孔穿过出气通道9

且不与出气通道9连通，其布满炉膛1下部区域（由底部至（1/3-2/3）炉膛1高度）保证供氧充

分。

[0024] 具体地，参见图1和2，本发明实施例中的两用炊事炉具灶作为柴火灶使用时，翻板

3的正面（水平）朝下，将烤箱孔封闭且其带炉头8的一面朝下（位于烤箱2中）。而作为燃气灶

使用时，翻板3翻转180°左右，其正面（水平）朝下，将烤箱孔封闭且其带炉头8的一面朝上

（位于炉膛1中）。在翻转过程中，少量柴灰由炉膛1进入烤箱2，当然在作为柴火灶使用时根

据需要转转翻板3以落灰。

[0025] 其中，参见图1和2，本发明实施例中的翻板3和烤箱孔为相互配合的圆形，翻板3设

于转轴17上，转轴17沿翻板3的直径设置且其沿水平方向转动设于炉体上（可设于炉膛1与

烤箱2之间），转轴17内设有管道与炉头8连通，其上设有限位结构保证180°翻转和定位。

[0026] 优选地，参见图1-5，本发明实施例中的进气孔包括主进气管11和支进气孔13，炉

膛1下部侧壁内设有供氧腔12使供氧分配更加均匀，供氧腔12为下敞口（底部由积灰箱16上

侧密封）的V形腔（下大上小），供氧腔12设于出气通道9内侧。支进气孔13连通供氧腔12与炉

膛1内，主进气管11穿过出气通道9连通供氧腔12与炉膛1外。具体地，支进气孔13和主进气

管11沿炉膛1对应处径向设置，主进气管11的直径大于支进气孔13的直径，主进气管11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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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2-5个（具体为3个），支进气孔13的数量为10-50个。

[0027] 其中，参见图1-10，本发明实施例中的炉膛1和烤箱2均为圆柱状结构，炉膛1的一

侧设有与炉膛1内连通的入柴口4用于执行加柴等操作，烤箱2上且与入柴口4同侧设有与烤

箱2内连通的出灰口5用于排灰。入柴口4和出灰口5均设有可开闭的门。

[0028] 其中，参见图1-5，本发明实施例中的多个（数量为10-20个，沿炉膛1对应位置的径

向设置）排气孔10呈环状均匀分布在炉膛1顶部内壁上。

[0029] 优选地，参见图1-5，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支进气孔13由上至下分多排（2-5排，具体

为3排）设于炉膛1下部内壁上用于保证更充分的燃烧，每排支进气孔13（每排10-15个）呈环

状均匀分布在炉膛1下部，构成的环水平且与炉膛1同轴。

[0030] 更优选地，参见图1-5，本发明实施例中的炉膛1下部内壁上由上至下间隔凸设有

多条（2-5条，具体为3条）挡火圈14用于提高燃烧率，挡火圈14水平且与炉膛1同轴，相邻两

条挡火圈14之间设有一排环状的支进气孔13，最下侧的挡火圈14的下侧根据需要也可以设

置一排挡火圈14，同理最上侧的挡火圈14也可设置一排。

[0031] 其中，参见图1-2和6-10，本发明实施例中的烤箱2包括外壳15与外壳15内的积灰

箱16，外壳15与积灰箱16之间具有间隙构成出气通道9，外壳15底部与排气管6连通，积灰箱

16顶部与烤箱孔连通，外壳15和积灰箱16上对应地设有出灰口5。具体地，外壳15为上敞口

的圆柱状结构，其一侧设有出灰口5，其上侧与炉膛1固定连接，其内壁上沿竖直方向间隔设

有多根隔板18使外壳15与积灰箱16之间构成出气通道9，其底部内壁上设有放置积灰箱16

的台阶，该台阶上间隔设有多个缺口使出气通道9与排气管6连通。其中，积灰箱16为圆柱状

腔体结构，其顶部设有与烤箱孔配合的圆孔，其顶部将供氧腔12下部封闭，出气通道9的内

侧固定在积灰箱16顶部外缘，炉膛1的内壁固定在积灰箱16顶部内缘，其一侧设有出灰口5。

本实施例中，积灰箱16可以从烤箱2中取出便于清理。

[0032] 具体地，参见图1和2，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排气管6为L形结构，其竖直管（沿竖直方

向设置）的上端与烤箱2底部连通，其水平管（沿水平方向设置，可以通向屋外）上设有吸风

机7，吸风机7设于地面上；其竖直管与水平管之间设有存水弯19（即L形结构的转角处设有

存水弯19），存水弯19内有水用于防止火花星或高温粉尘向外排出进入吸风机7。

[003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柴火与燃气双用灶具，其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1、燃料在没有空气的情况下，无法燃烧，长期以来特别是农村柴火灶，主要是通过路桥

下进风，而上面的燃料没能及时得到氧气，所以产生浓烟黑雾，通过改进，使炉膛内360°上

下供养，进空气，不但火力大，且燃烧充分，无烟雾。

[0034] 2、其它炉灶烟气排放口全是都集中在灶具上面靠后的一个圆孔中，通过改进，使

其烟气排放通过炉壁上口的四周圆孔进行平均向下，通过吸风抽烟机实现下吸式排气。

[0035] 3、有电时可用电排烟气，停电时可通过外接的管道自然排气。

[003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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