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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仿明火磁电节能智能灶具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仿明火磁电节能智

能灶具系统，嵌入式安装于厨房柜台上，包括灶

台面板、沉箱；灶台面板上设有加热区，灶台面板

下设有电热模块，沉箱内设有净水过滤模块、净

水管道，灶台面板上设有净水龙头，还包括锅电

热煮锅、电源、控制器，设于灶台面板上的控制面

板；所述电源与市电连接，控制面板通过控制器

控制电热模块的工作状态。本实用新型是一种以

全新的磁电节能炉灶代替传统的燃气炉灶实现

中餐蒸、煮、煎、炒功能，从自来水净化、二头至四

头组合灶具配以合适的铁锅及各种烹饪器具制

作可口的中餐美食、再配以洗锅水净化装置等组

成全新的磁电节能组合灶具，成为时尚、现代、干

净、节能、安全、环保的现代厨房必不可少的全新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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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仿明火磁电节能智能灶具系统，嵌入式安装于厨房柜台上，其特征在于，包括灶

台面板，以及位于灶台面板下侧的沉箱；灶台面板的表面覆盖面积大于沉箱，并沿周边延伸

形成盖沿，安装时盖沿盖在厨房柜台上，沉箱嵌入式沉入厨房柜台下；

灶台面板上设有若干加热区，烹饪锅具放置于加热区上；灶台面板下侧沉箱内设有与

加热区位置对应的电热模块，用于对放置于加热区上的烹饪锅具进行加热；

所述沉箱内设有净水过滤模块、净水管道，灶台面板上设有净水龙头，净水过滤模块的

进水口用于与自来水管道接通，净水管道连接至净水过滤模块的出水口，净水龙头向下穿

过灶台面板连通至净水管道；

还包括锅身设于沉箱内、锅口位于灶台面板上的电热煮锅，以及供煮锅加热的电热模

块；

还包括设于沉箱内的电源、控制器，设于灶台面板上的控制面板；所述电源与市电连

接，并通过控制器向控制面板、电热模块、净水过滤模块供电；控制面板通过控制器控制电

热模块的工作状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明火磁电节能智能灶具系统，其特征在于，沉箱内还设有排

水管道，用于收集烹饪污水并通过排水管道末端排出；在排水管道末端处还设有污水过滤

装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仿明火磁电节能智能灶具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灶台面板的

表面上还设有污水收纳口，污水收纳口向下连通至沉箱内的排水管道，用于收纳并排走烹

饪污水。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仿明火磁电节能智能灶具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热煮锅内

设有液位感应器，并设有排水口，排水口处设有电控排水阀并连通至排水管道；所述排水阀

与控制器连接，控制面板通过控制器控制排水阀开闭的工作状态。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明火磁电节能智能灶具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面板为

触控面板或机械控制面板，控制面板内设有与控制器连接的开关电路、延时电路以及报警

模块；所述开关电路用于控制电热模块由最大功率的全开至功率最小的全闭之间的工作状

态调节；延时电路用于控制指令发送时间；所述报警模块用于异常信息报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明火磁电节能智能灶具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沉箱的侧面

设有若干散热孔。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明火磁电节能智能灶具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热模块包

括电磁加热模块、远红外加热模块、厚膜加热模块、PTC加热模块以及石墨烯加热模块中的

一种或多种，电热模块的发热功率和发热温度为可调节。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明火磁电节能智能灶具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煮锅的电热

模块为涂敷于锅底以及锅身上的厚膜加热模块，电热模块的发热功率和发热温度为可调

节。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明火磁电节能智能灶具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净水龙头的

开关阀为电控加水阀，与控制器连接；所述控制面板通过控制器控制加水阀的开闭工作状

态。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明火磁电节能智能灶具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盖沿下侧

设有密封防水条，盖沿压在厨房柜台上时，密封风水条位于两者之间起到密封、防水、防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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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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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仿明火磁电节能智能灶具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厨房电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仿明火磁电节能智能灶具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的灶具一般是指使用明火的灶具，通常使用天然气，特别是现代商品

房小区，天然气管道已经有较大的覆盖率，天然气管道可以直接连通到户，一般家庭只需要

购买常规的天然气灶具并接通天然气管道即可使用。对于现代商品房的特点来说，几乎都

是装修配备有厨房的，厨房内通常都是有厨柜的，灶具的安装方式，一般是在橱柜台面上开

设一个灶具大小匹配的缺口，将灶具嵌入缺口内，灶具下部分结构沉入橱柜台面下方，被

“隐藏”起来，只留灶具工作台表面在橱柜台面上方，便于满足烹饪的使用需求，目前这类灶

具系统非常受欢迎，因为既能满足使用需求，更显得美观整洁，也更安全。

[0003] 但是以上是针对现代商品房小区有接通燃气管道的情况，现实中还有很多家庭没

有燃气管道入户，在广大散户家庭中有很多仍使用的是煤气罐的用气方式，但是在另一类

商业或商住两用的公寓房系统中，(地方政策规定)是既没有燃气管道入户，通常也不允许

使用燃气罐的。相比于广大农村型的散户而言，公寓房既有类似普通商品房的规模聚集现

象，但却没有普通商品房的燃气入户优势，使得公寓住户对于厨房的烹饪需求远远得不到

满足，虽然有直接用电的电磁炉等常规家电，但是没有明火灶台的使用体验感，仍然远不能

满足于公寓住户的需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设计一种仿明火磁电节能智能灶具系

统，针对公寓房没有燃气管道入户也不不允许使用煤气罐的问题，提供一种全电的灶具解

决方案，使之模拟常规厨房灶台，提高公寓住户的烹饪体验，增加公寓居住的幸福感；另外，

全电的解决方案比真实明火更环保节能、更安全，而且具有更大的智能化设计空间。

[0005] 为实现本实用新型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仿明火磁电节能智能灶具系

统，嵌入式安装于厨房柜台上，包括灶台面板，以及位于灶台面板下侧的沉箱；灶台面板的

表面覆盖面积大于沉箱，并沿周边延伸形成盖沿，安装时盖沿盖在厨房柜台上，沉箱嵌入式

沉入厨房柜台下；

[0006] 灶台面板上设有若干加热区，烹饪锅具放置于加热区上；灶台面板下侧沉箱内设

有与加热区位置对应的电热模块，用于对放置于加热区上的烹饪锅具进行加热；

[0007] 所述沉箱内设有净水过滤模块、净水管道，灶台面板上设有净水龙头，净水过滤模

块的进水口用于与自来水管道接通，净水管道连接至净水过滤模块的出水口，净水龙头向

下穿过灶台面板连通至净水管道；

[0008] 还包括锅身设于沉箱内、锅口位于灶台面板上的电热煮锅，以及供煮锅加热的电

热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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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还包括设于沉箱内的电源、控制器，设于灶台面板上的控制面板；所述电源与市电

连接，并通过控制器向控制面板、电热模块、净水过滤模块供电；控制面板通过控制器控制

电热模块的工作状态。

[0010] 优选的，沉箱内还设有排水管道，用于收集烹饪污水并通过排水管道末端排出；在

排水管道末端处还设有污水过滤装置。

[0011] 优选的，所述灶台面板的表面上还设有污水收纳口，污水收纳口向下连通至沉箱

内的排水管道，用于收纳并排走烹饪污水。

[0012] 优选的，所述电热煮锅内设有液位感应器，并设有排水口，排水口处设有电控排水

阀并连通至排水管道；所述排水阀与控制器连接，控制面板通过控制器控制排水阀开闭的

工作状态。

[0013] 优选的，所述控制面板为触控面板或机械控制面板，控制面板内设有与控制器连

接的开关电路、延时电路以及报警模块；所述开关电路用于控制电热模块由最大功率的全

开至功率最小的全闭之间的工作状态调节；延时电路用于控制指令发送时间；所述报警模

块用于异常信息报警。

[0014] 优选的，所述沉箱的侧面设有若干散热孔。

[0015] 优选的，所述电热模块包括电磁加热模块、远红外加热模块、厚膜加热模块、PTC加

热模块以及石墨烯加热模块中的一种或多种，电热模块的发热功率和发热温度为可调节。

[0016] 优选的，所述煮锅的电热模块为涂敷于锅底以及锅身上的厚膜加热模块，电热模

块的发热功率和发热温度为可调节。

[0017] 优选的，所述净水龙头的开关阀为电控加水阀，与控制器连接；所述控制面板通过

控制器控制加水阀的开闭工作状态。

[0018] 优选的，所述盖沿下侧设有密封防水条，盖沿压在厨房柜台上时，密封风水条位于

两者之间起到密封、防水、防污作用。

[0019] 本实用新型是一种以全新的磁电节能炉灶代替传统的燃气炉灶实现中餐蒸、煮、

煎、炒功能，从自来水净化、二头至四头(即二个炉盘至四个炉盘)组合灶具配以合适的铁锅

及各种烹饪器具制作可口的中餐美食、再配以洗锅水净化装置等组成全新的磁电节能组合

灶具，成为时尚、现代、干净、节能、安全、环保的现代厨房必不可少的全新配置。相比于目前

市面上的产品方案，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鲜明特点：1、全部用可以调节温度的智能磁电炉

灶系统组成，2、具有自备自来水消毒杀菌功能和污水净化功能，3、配置仿真的煮、炒、煎、蒸

等中餐烹饪功能，4、以节电、安全、环保的磁电技术来确保各项功能的实现。5、电热模块的

发热功率和发热温度为可调节，通过数字化的调控方式，相比于明火可对电热模块精准调

控。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灶具系统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灶具系统与厨房柜台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实用新型灶具系统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实用新型灶具系统的控制系统连接关系示意的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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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进一步说明。

[0025] 如图1至图4所示，本实施例的一种仿明火磁电节能智能灶具系统，可嵌入式安装

于厨房柜台上。

[0026] 其包括灶台面板1，以及位于灶台面板下侧的沉箱2；灶台面板1的表面覆盖面积大

于沉箱2，并沿周边延伸形成盖沿10，安装时盖沿10盖在厨房柜台8上，沉箱2嵌入式地沉入

厨房柜台8下。所述盖沿10下侧设有密封防水条，盖沿10压在厨房柜台8上时，密封风水条位

于两者之间起到密封、防水、防污作用。

[0027] 本实施例的灶台面板上设有2个加热区，分别为电磁炉加热区12和电陶炉加热区

13，并用标记线在台面上标记标明加热位置，烹饪锅具放置于对应加热区上。

[0028] 灶台面板1下侧沉箱2内设有与加热区位置对应的电热模块，电磁炉加热区12对应

为电磁加热模块，电陶炉加热区13对应为远红外加热模块，电磁加热模块的发热功率以及

远红外加热模块的发热温度均可通过改变电流功率以及功率检测仪/温度感应器进行精准

调控。

[0029] 所述沉箱2内设有净水过滤模块31、净水管道32，灶台面板1上设有净水龙头16,

17，净水过滤模块31，即净水器，的进水口3用于与自来水管道接通，净水管道32连接至净水

过滤模块31的出水口，净水龙头16,17向下穿过灶台面板1连通至净水管道32。

[0030] 本实施例的净水管道32的末端还设有一净水接口33，可用于越过净水器，供净水

直接接入，或向其他净水用途提供净水出口。

[0031] 所述净水龙头16,17的开关阀为电控加水阀，第一净水龙头16对应第一加水阀，第

二净水龙头17对应第二加水阀，电控加水阀与控制器连接；所述控制面板通过控制器控制

加水阀的开、闭工作状态，并可调节流量大小。

[0032] 还包括锅身设于沉箱内、锅口位于灶台面板上的电热煮锅，以及供煮锅加热的电

热模块。

[0033] 本实施例中，电热煮锅包括煮锅14和蒸锅15，煮锅14的电热模块为设于锅底和锅

身上的第一厚膜加热模块5，蒸锅15的电热模块为设于锅底和锅身上的第二厚膜加热模块

6。

[0034] 所述沉箱2的侧面设有若干散热孔20。

[0035] 所述沉箱2内还设有排水管道4，用于收集烹饪污水并通过排水管道末端41排出；

在排水管道末端处还设有污水过滤装置(图中未示出)。

[0036] 另外，在其他实施例的灶台面板的表面上还设有污水收纳口，污水收纳口向下连

通至沉箱内的排水管道，用于收纳并排走烹饪污水(图中未示出)。

[0037] 本实施例电热煮锅的侧壁设有排水口，排水口处设有电控排水阀并连通至排水管

道；所述排水阀与控制器连接，控制面板通过控制器控制排水阀开闭的工作状态。煮锅14对

应第一排水阀，蒸锅15对应第二排水阀。

[0038] 另外在其他实施例中，所述电热煮锅内设有液位感应器，用于感应电热煮锅内液

面的高度，可根据高度控制电热煮锅侧壁的厚膜加热模块，位于液面以下的厚膜加热而液

面以上的不加热，另外还可针对溢出情况及时打开排水阀控制液面高度。

[0039] 本实施例还包括设于沉箱内的电源、控制器，设于灶台面板上的控制面板；所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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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与市电连接，并通过控制器向控制面板、电热模块、净水过滤模块供电；控制面板通过控

制器控制电热模块的工作状态。

[0040] 所述控制面板为触控面板，控制面板内设有与控制器连接的开关电路、延时电路

以及报警模块；所述开关电路用于控制电热模块由最大功率的全开至功率最小的全闭之间

的工作状态调节；延时电路用于控制指令发送时间；所述报警模块用于异常信息报警。

[0041] 本实施例是一种以全新的磁电节能炉灶代替传统的燃气炉灶实现中餐蒸、煮、煎、

炒功能，从自来水净化、二头至四头(即二个炉盘至四个炉盘)组合灶具配以合适的铁锅及

各种烹饪器具制作可口的中餐美食、再配以洗锅水净化装置等组成全新的磁电节能组合灶

具，成为时尚、现代、干净、节能、安全、环保的现代厨房必不可少的全新配置。相比于目前市

面上的产品方案，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鲜明特点：1、全部用可以调节温度的智能磁电炉灶

系统组成，2、具有自备自来水消毒杀菌功能和污水净化功能，3、配置仿真的煮、炒、煎、蒸等

中餐烹饪功能，4、以节电、安全、环保的磁电技术来确保各项功能的实现。

[0042] 以上所述，仅为本申请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申请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在本申请揭露的技术范围内的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本实用新

型并不局限于上面揭示和描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对实用新型的一些修改和变更也应当落入

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此外，尽管本说明书中使用了一些特定的术语，但这

些术语只是为了方便说明，并不对本实用新型构成任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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