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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多功能电煮锅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多功能电煮锅，其特征

在于包括锅本体(1)、可拆卸地盖设于所述锅本

体(1)上的支架(2)、可拆卸地套设于所述支架

(2)上的炖盅(3)和可拆卸地罩设于所述炖盅(3)

上的炖盅盖(4)，在进行炖煮时，支架盖设在锅本

体上，炖盅套设在支架上，炖盅盖盖在炖盅上，当

炖煮完毕后，直接提拿支架即可将支架连同炖盅

一并从锅本体取出，提拿非常方便，由于支架在

炖煮过程中一直处于远离热源的位置，因此其温

度不高，直接提拿也不会烫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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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电煮锅，其特征在于包括锅本体(1)、可拆卸地盖设于所述锅本体(1)上

的支架(2)、可拆卸地套设于所述支架(2)上的炖盅(3)和可拆卸地罩设于所述炖盅(3)上的

炖盅盖(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电煮锅，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可拆卸地盖设于所述

支架(3)底部的蒸笼盘(6)。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电煮锅，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2)的底部设有供所

述炖盅(3)套入的开口(22)，所述开口(22)沿其周向边缘设有可供所述炖盅(3)的上侧壁或

所述蒸笼盘(6)的外侧边缘卡接的支撑件(23)。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电煮锅，其特征在于所述炖盅(3)的上侧壁设有供

所述支撑件(23)相卡接的卡接凸起(31)，当所述卡接凸起(31)与所述支撑件(23)相卡接

时，所述炖盅(3)的底部不与所述锅本体(1)的底部相接触。

5.根据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电煮锅，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件(23)与所述支

架(2)的内侧壁之间设有自下而上往外扩开的连接件(24)。

6.根据权利要求1至4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电煮锅，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2)的外

侧设有与所述锅本体(1)的顶部边缘相卡接的卡接台(25)。

7.根据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电煮锅，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件(23)呈环状，

所述连接件(24)为连接于所述支撑件(23)与所述支架(2)的内侧壁之间的倾斜连接面。

8.根据权利要求1至4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电煮锅，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2)的外

侧设有提手(21)。

9.根据权利要求1至4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电煮锅，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可拆卸地设

于所述罩设于所述锅本体(1)或所述支架(2)上的外盖(5)。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电煮锅，其特征在于所述提手(21)为设于所述支

架(2)外侧的环状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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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电煮锅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家用电器领域，尤其是一种多功能电煮锅。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面上存在着一种具有炖煮功能的电煮锅，其在使用炖煮功能时在其锅本体

的底部放置一锅支架，然后将盛装有食材的炖盅放置于锅支架上，并在炖盅和锅本体上盖

上锅盖，然后启动电煮锅即可对炖盅内的食材进行炖煮。在炖煮完毕后，需要将炖盅从锅本

体内取出，但是由于炖盅在锅本体内经过长时间的炖煮，因此此时炖盅具有较高的温度，直

接取出则会烫伤手，所以往往需要借助湿毛巾才可将炖盅从锅本体取出，非常不方便。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方便炖盅提拿且可避免烫伤手的一种多功

能电煮锅。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5] 一种多功能电煮锅，包括锅本体、可拆卸地盖设于所述锅本体上的支架、可拆卸地

套设于所述支架上的炖盅和可拆卸地罩设于所述炖盅上的炖盅盖。

[0006] 本实用新型采用上述结构，在进行炖煮时，支架盖设在锅本体上，炖盅套设在支架

上，炖盅盖盖在炖盅上，当炖煮完毕后，直接提拿支架即可将支架连同炖盅一并从锅本体取

出，提拿非常方便，由于支架在炖煮过程中一直处于远离热源的位置，因此其温度不高，直

接提拿也不会烫伤手。

[0007] 如上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电煮锅，还包括可拆卸地盖设于所述支架底部的蒸笼盘，

换上蒸笼盘，电煮锅就可以实现蒸煮功能。

[0008] 如上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电煮锅，所述支架的底部设有供所述炖盅套入的开口，所

述开口沿其周向边缘设有可供所述炖盅的上侧壁或所述蒸笼盘的外侧边缘卡接的支撑件，

支撑件可对炖盅或蒸笼盘提供稳定的支撑，防止其在使用过程中掉落。

[0009] 如上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电煮锅，所述炖盅的上侧壁设有供所述支撑件相卡接的卡

接凸起，当所述卡接凸起与所述支撑件相卡接时，所述炖盅的底部不与所述锅本体的底部

相接触，从而增加炖盅的受热面积，并使得炖盅受热更加均匀，进而提高了炖煮的效率和效

果。

[0010] 如上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电煮锅，所述支撑件与所述支架的内侧壁之间设有自下而

上往外扩开的连接件，从而方便炖盅和蒸笼盘的取放。

[0011] 如上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电煮锅，所述支架的外侧设有与所述锅本体的顶部边缘相

卡接的卡接台，从而方便支架与锅本体之间的拆装。

[0012] 如上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电煮锅，所述支撑件呈环状，所述连接件为连接于所述支

撑件与所述支架的内侧壁之间的倾斜连接面，从而提高支撑件的支撑稳定性。

[0013] 如上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电煮锅，所述支架的外侧设有提手以方便支架的提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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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提手为设于所述支架外侧的环状凸起，从而方便从任意方向将支架提起。

[0014] 如上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电煮锅，还包括可拆卸地罩设于所述锅本体或所述支架上

的外盖，在支架或锅本体上盖上外盖，可提高炖煮、蒸煮或煲煮的效率。

[0015] 如上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电煮锅，所述锅本体的外侧壁上设有纵向设置的手柄，所

述炖盅盖和所述外盖的顶部均设有把手，从而方便锅本体、炖盅盖和外盖的提拿。

[0016] 如上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电煮锅，所述卡接台和所述外盖的侧部均设有避让所述手

柄的避让缺口，从而保证支架或外盖盖在锅本体上时整体结构的紧凑性和密封性。

【附图说明】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说明，其中：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装配炖盅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装配蒸笼盘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实用新型作为普通电煮锅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实用新型装配支架使用时的状态参考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一种多功能电煮锅，包括锅本体1、可拆卸地盖设于锅本体1上的支架2、可拆卸地

套设于支架2上的炖盅3和可拆卸地罩设于炖盅3上的炖盅盖4。

[0024] 为使得电煮锅也具有蒸煮功能，上述的一种多功能电煮锅，还包括可拆卸地盖设

于支架3底部的蒸笼盘6。

[0025] 为对炖盅3或蒸笼盘6提供稳定的支撑，支架2的底部设有供炖盅3套入的开口22，

开口22沿其周向边缘设有可供炖盅3的上侧壁或蒸笼盘6的外侧边缘卡接的支撑件23。

[0026] 为提高了炖煮的效率和效果，炖盅3的上侧壁设有供支撑件23相卡接的卡接凸起

31，当卡接凸起31与支撑件23相卡接时，炖盅3的底部不与锅本体1的底部相接触，即当炖盅

3套入开口22后，炖盅3是悬空设置于锅本体1内的，从而增加了炖盅3的受热面积，也使得炖

盅3的受热更加均匀。当然，炖盅3也可以做成上宽下窄的形状结构(如圆锥形)，此时也可以

不需要在炖盅3的上侧壁上设置卡接凸起31。

[0027] 为方便炖盅3和蒸笼盘6的取放，支撑件23与支架2的内侧壁之间设有自下而上往

外扩开的连接件24。

[0028] 为方便支架2与锅本体1之间的拆装，支架2的外侧设有与锅本体1的顶部边缘相卡

接的卡接台25。在安装支架2时，卡接台25卡接于锅本体1的顶部边缘上，保证了支架2安装

的稳定性，在需要取出支架2时，直接提起即可，非常方便。

[0029] 为提高支撑件23的支撑稳定性，支撑件23呈环状，连接件24为连接于支撑件23与

支架2的内侧壁之间的倾斜连接面，这样的话，支撑件23与连接件24整体呈喇叭扩口的形

状，从而为提拿炖盅3和蒸笼盘6提供了空间，进而方便炖盅3和蒸笼盘6的取放。当然，支撑

件23和连接件24也可以是一体配件，其整体呈L字型(成一钝角)，沿支架2的内侧壁周向分

布设置。

[0030] 为方便支架2的提拿，支架2的外侧设有提手21，优选的，提手21为设于支架2外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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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状凸起(环)从而方便从任意方向将支架2提起。

[0031] 为提高炖煮、蒸煮或煲煮的效率，上述的一种多功能电煮锅，还包括可拆卸地罩设

于锅本体1或支架2上的外盖5。在炖煮或蒸煮时，可在支架2上盖上外盖5以提高炖煮或蒸煮

的效率，在常规的煲煮或进行火锅(无需用到支架2、炖盅3和蒸笼盘6等配件)时，也可在锅

本体1上盖上外盖5，从而提高煲煮或火锅的效率。

[0032] 为方便锅本体1、炖盅盖4和外盖5的提拿，锅本体1的外侧壁上设有纵向设置的手

柄10，炖盅盖4和外盖5的顶部均设有把手20。

[0033] 为保证支架2或外盖5盖在锅本体1上时整体结构的紧凑性和密封性，卡接台25和

外盖5的侧部均设有避让手柄10的避让缺口30。

[0034] 支架2可采用金属材料制成，但是为了进一步避免其烫伤手，支架2可采用耐热塑

胶材料制成。

[0035] 本实用新型的电煮锅具有炖煮的功能，炖煮时，将水倒入锅本体1内，如图2所示将

支架2盖在锅本体1上，将装有炖煮食材的炖盅3套入支架2的开口22内，然后在炖盅3上盖上

炖盅盖4(为提高炖煮的效率，还可在支架2上盖上外盖5)，随后启动锅本体1的加热装置

100，加热装置100启动对加热盘101进行加热，从而对锅本体1内的水进行加热，锅本体1内

的水沸腾后对炖盅3内的炖煮食材进行炖煮。当炖煮完毕后，可直接提拿支架2(也可通过提

手21提拿)，使得炖盅3连同支架2一并从锅本体1取出，从而快速将炖盅3远离热源(锅本体

1)，其提拿非常方便，而且由于支架2和提手21在炖煮过程中一直处于远离热源的位置，因

此其温度不高，直接提拿也不会烫手。

[0036] 本实用新型的电煮锅也具有蒸煮功能，蒸煮时，将水倒入锅本体1内，如图3所示将

支架2盖在锅本体1上，然后将蒸煮盘5盖在支架2的底部(将开口22盖合)，然后将需要蒸煮

的食材(诸如番薯、玉米、鸡蛋等五谷杂粮)放置在蒸煮盘5上(为提高蒸煮的效率，还可在支

架2上盖上外盖5)，随后启动锅本体1的加热装置100，加热装置100启动对加热盘101进行加

热，从而对锅本体1内的水进行加热，锅本体1内的水沸腾后对蒸煮盘5上的食材进行蒸煮。

当蒸煮完毕后，可直接提拿支架2(也可通过提手21提拿)，使得蒸煮盘5连同支架2一并从锅

本体1取出，从而快速将蒸煮盘5远离热源(锅本体1)，其提拿非常方便，而且由于支架2和提

手21在蒸煮过程中一直处于远离热源的位置，因此其温度不高，直接提拿也不会烫手。

[0037] 当然，本实用新型的电煮锅也具有常规电煮锅的煲煮和火锅功能(无需用到支架

2、炖盅3和蒸笼盘6等配件)，煲煮时，直接将食材倒入锅本体1内，为提高煲煮的效率，在锅

本体1上盖上外盖5，随后启动锅本体1的加热装置100，加热装置100启动对加热盘101进行

加热，从而直接对锅本体1内的食材进行加热，需要打火锅时，打开外盖5即可。

[0038] 因此，本实用新型是集炖煮功能、蒸煮功能、煲煮功能和火锅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

电煮锅。另外，电煮锅的支架2、炖盅3、蒸笼盘6等配件均可以轻松拆卸，从而方便其各个配

件的全方位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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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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