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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公开了一种多功能炊具，其可包括一个

鼓形主室。所述鼓形主室可包括一个位于所述主

室顶部的上部开口和一个位于所述主室底部的

底部开口，其中所述底部开口可小于所述主室的

底部表面。所述底部开口可允许来自热源的热量

通过，并且多个通气孔可在所述主室的上边缘下

方形成为所述主室的上部周边部分中的多个孔。

所述多功能炊具还可包括一个内部烹饪容器和

一个盖，所述内部烹饪容器可配置为容纳食物并

且可拆卸地容纳于所述鼓形主室中，所述盖可置

于(也可不置于)所述上部开口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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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炊具，其特征在于，包括：

一个主室，其包括：

一个位于所述主室顶部的上部开口；

一个位于所述主室底部的底部开口，所述底部开口小于所述主室的底部表面，所述底

部开口允许来自热源的热量通过；和

多个通气孔，所述多个通气孔在所述主室的上边缘下方、且形成在所述主室的上部周

边部分中；

一个内部烹饪装置，可配置为容纳食物，所述内部烹饪装置可拆卸地容纳于所述主室

中；和

一个选择性地置于所述上部开口上方的盖。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炊具，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内部烹饪装置包括一

个烹饪锅，所述烹饪锅具有整体地连接到所述烹饪锅上边缘的外唇缘，所述外唇缘的尺寸

和形状设置使得所述外唇缘位于所述主室的上边缘上方，为所述外唇缘和所述主室的上边

缘之间提供密封。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炊具，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烹饪锅的外表面和所述

主室的内表面限定一个外壳，所述外壳允许来自所述热源的所述热量围绕所述烹饪锅的整

个外表面通过。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炊具，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热量从所述底部开口进

入所述外壳并通过所述多个通气孔离开所述外壳。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炊具，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一个蒸汽烹饪篮，包括一个穿孔底部，所述蒸汽烹饪篮的尺寸和形状适于容纳在所述

烹饪锅中；和

一个支撑构件，可在所述烹饪锅内支撑所述蒸汽烹饪篮，从而在所述蒸汽烹饪篮的所

述穿孔底部的底表面与所述烹饪锅底部的顶表面之间产生距离。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炊具，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多个孔还包括相应的多

个翼片，所述翼片从其上边缘向内弯曲，在所述主室的内周部分上形成凸缘。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炊具，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内部烹饪装置包括：

一个可移除的散热器，其具有圆顶状中心区域，所述中心区域构造成基本覆盖所述底

部开口，所述圆顶状中心区域包括至少一个由至少一个相应翼片覆盖的开口；和

一个可移除的烤架网，其尺寸和形状适合紧贴于靠在凸缘上的所述主室内。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炊具，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圆顶状中心区域终止于

所述圆顶状中心区域的周边，并具有一个延伸环。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炊具，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圆顶状中心区域包括由

多个相应翼片覆盖的多个开口。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炊具，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内部烹饪装置包括一

个包含一个中间表面的圆形盘，一个连接到所述中间表面的上周边的上环，一个连接到所

述中间表面的底部周边的下环，一个包含多个肋状物的所述中间表面的第一侧。

11.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炊具，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主室位于所述热源上，

使得所述底部开口位于所述热源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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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炊具，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热源包括气体燃烧器、

电燃烧器和热炭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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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炊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涉及炊具，具体涉及一种能够在室内和室外用作烹饪锅、蒸锅、烤架和平底

锅的烹饪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过去几十年里，人们的饮食习惯发生了较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方便食品和

微波食品。许多人更喜欢使用节约时间的厨房用具来烹饪食物。另外，现代公寓中的厨房变

得越来越小，往往没有足够空间容纳微波炉、煎锅、多士炉、烤架、蒸锅、慢炖锅、电饭煲等。

[0003] 人们做了许多尝试，试图将这些厨具组合在一起。例如，一项专利号为US6274847

的发明将多士炉和慢炖锅组合；另一项专利号为US7530302的发明公开了一种功能可互换

的多功能烹饪器具。然而，这类厨具大多数都是电烹饪设备，需利用电力进行加热，可能存

在一些不足。例如，与传统的炉灶烹饪或炭火烹饪相比，电烹饪设备无法呈现食物真正的风

味。此外，由于需要电力来运行，这些电烹饪设备多数只能在室内使用。

[0004] 因此，本领域需要一种多功能炊具，其允许用户在室内和室外进行不同的烹饪过

程，例如炸、煮、蒸、烘、烤、烧烤等，既可以保证食物与传统烹饪方式做出的质量和新鲜度一

致，并且比所需用于执行所有上述烹饪过程的多个厨房用具或炊具占据更少的空间。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内容旨在提供对本公开的主题的概述，并且不旨在标识出所述主题的

必要元素或关键元素，也不旨在用于确定所要求保护的实用新型实施的范围。根据以下的

详细描述和示例性实施例的附图，本公开的适当范围可由权利要求确定。

[0006] 根据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本公开的一种多功能炊具可包含一个主室。所述主室可

包含一个位于所述主室顶部的上部开口和一个位于所述主室底部的底部开口，其中所述底

部开口小于所述主室的底部表面。所述底部开口允许来自热源的热量通过，并且多个通气

孔可在所述主室的上边缘下方形成为所述主室的上部周边部分中的多个孔。所述多功能炊

具还可包括一个内部烹饪装置，可配置为容纳食物，所述内部烹饪装置可拆卸地容纳于所

述主室中，和一个选择性地置于所述上部开口上方的盖。

[0007] 根据一个实施例，所述内部烹饪装置可以是一个烹饪锅，所述烹饪锅具有整体地

连接到所述烹饪锅上边缘的外唇缘，所述外唇缘的尺寸和形状设置使得所述外唇缘位于所

述主室的上边缘上方，为所述外唇缘和所述主室的上边缘之间提供密封。

[0008] 根据一个实施例，所述烹饪锅的外表面和所述主室的内表面限定一个外壳，所述

外壳允许来自所述热源的所述热量围绕所述烹饪锅的整个外表面通过。根据一些实施例，

所述热量从所述底部开口进入所述外壳并通过所述多个通气孔离开所述外壳。

[0009] 根据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所述多功能炊具还可包括一个蒸汽烹饪篮，包括一个穿

孔底部，所述蒸汽烹饪篮的尺寸和形状适于容纳于所述烹饪锅中。所述多功能炊具还可包

括一个支撑构件，其构造成将所述蒸汽烹饪篮保持在所述烹饪锅内，从而在所述蒸汽烹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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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的所述穿孔底部的底表面与所述烹饪锅底部的顶表面之间产生距离。

[0010] 根据一个实施例，所述蒸汽烹饪篮可包括一个从其顶部周边延伸的唇缘，所述唇

缘的尺寸和形状适合紧贴于所述烹饪锅内。

[0011] 根据一个实施例，所述多个孔还包括相应的多个翼片，所述翼片从其上边缘向内

弯曲，在所述主室的内周部分上形成凸缘。

[0012] 根据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所述内部烹饪装置可包括一个可移除的热量扩散器，其

具有圆顶状中心区域，所述中心区域构造成基本覆盖所述底部开口。所述圆顶状中心区域

可包括至少一个由至少一个相应翼片覆盖的开口。所述内部烹饪装置还可包括一个可移除

的烤网，其尺寸和形状适合紧贴于靠在凸缘上的所述主室内。根据另一个实施例，所述圆顶

状中心区域终止于所述圆顶状中心区域的周边，并具有一个延伸环。

[0013] 根据一个实施例，所述可移除的热量扩散器可小于所述主室的底表面。根据一个

实施例，所述圆顶状中心区域可包括由多个相应翼片覆盖的多个开口。

[0014] 根据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所述主室位于所述热源上，使得所述底部开口位于所述

热源上方。所述热源可以是气体燃烧器、电燃烧器和热炭床。

[0015] 根据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本公开涉及一种烹饪方法，其可包括提供一个主烹饪室。

所述主烹饪室可包括位于所述主室顶部的一个上部开口，位于所述主室底部的一个底部开

口，所述底部开口小于所述主室的底部表面，所述底部开口位于所述热源上方，使得来自所

述热源的热量通过，并且多个通气孔可在所述主室的上边缘下方形成为所述主室的上部周

边部分中的多个孔。所述烹饪方法还可包括将所述主烹饪室置于热源上方，使得所述底部

开口包围所述热源，在所述主烹饪室内可拆卸地容纳一个内部烹饪装置，将一部分未烹饪

的食物置于所述内部烹饪装置中和选择性地将一个盖置于所述上部开口上。

附图说明

[0016] 附图仅以示例而非限制的方式描述了根据本教导的一个或多个实施方式。在附图

中，相同或相似的附图标记指代相同或相似的元件。

[0017] 图1A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的一种多功能炊具的分解图；

[0018] 图1B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的多功能炊具的剖视图；

[0019] 图2A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的一种多功能炊具的分解图；

[0020] 图2B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的多功能炊具的剖视图；

[0021] 图3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的一种多功能炊具的分解图；

[0022] 图4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的一种多功能炊具的分解图；

[0023] 图5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的一种烹饪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在以下详细描述中，通过示例阐述了许多具体细节，以提供对与示例性实施例相

关的相关教导的透彻理解。但显然，没有这些详细说明也可实施本教导。在其他情况下，已

经相对概括、而非详细地描述了公知的方法、过程、组件和(或) 电路，以避免不必要地模糊

本教导的各方面。

[0025] 提供以下详细描述以使得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制造和使用在本公开的示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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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中公开的方法和设备。出于解释的目的，阐述了具体的术语以提供对本公开的透彻

理解。然而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显然，实践所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不需要这些具体细

节。特定示例性实施例的描述仅作为实例提供。对示例性实施例的各种修改对本领域技术

人员来说相当明显，并且在不脱离本公开范围的情况下，本文定义的一般原理可以应用于

其他实施方式和应用。本公开不限于所示的实施方式，而旨在符合与本文公开的原理和特

征一致的最广泛范围。

[0026] 根据本公开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此处公开的方法和装置涉及一种多功能厨具，

其可使用一个简单易用的结构在室内和室外进行不同的烹饪过程，例如大多数炉灶烹饪或

炭火烹饪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烧烤、蒸、煎、烤、烘等。所公开的装置可包括一个主烹饪室，所

述主烹饪室包括一个底部开口，所述底部开口可位于炉子的燃烧器或热炭床上方，从而形

成一个可以容纳可互换的内部烹饪工具和容器的烹饪室，并且让从炉子燃烧器或热炭产生

的热量通过底部开口均匀有效地围绕所述内部烹饪工具和容器的整个外表面分布，同时防

止热量流失。所述内部烹饪工具和容器外表面热量的有效且均匀的分布可使得食物得到充

分烹饪。

[0027] 根据本公开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图1A示出了一种多功能炊具100的分解图。根据

本公开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图1B示出了多功能炊具100的剖视图。如图1A和1B所示，多功

能炊具100可包括一个主室102，所述主室可以是一个鼓形室，一个双曲线形室，或者其他可

能的形状。主室102可包括位于主室  102顶部的一个上部开口和位于主室102底部的一个底

部开口108。根据一个或多个实施例，底部开口108可以是圆形且其表面小于主室102的底部

表面。在一些实施例中，主室102可位于热源112上，例如燃烧器114或热炭床(未在图  1B中

明确示出)，并且底部开口108可以允许来自热源112的热量进入主室102 的内腔。在一些示

例性实施例中，底部开口108的尺寸和形状设计成可包围炉子的燃烧器，例如燃烧器114。

[0028] 如图1A和1B所示，根据一个或多个实施例，主室102还可包括位于主室  102上边缘

下方的主室102上部周边部分中的多个孔116。根据一个或多个实施例，孔116可用作通气

孔，当上部开口选择性地关闭时，可用于控制主室102内腔的温度。孔116可以让多余的热量

从主室102的内腔中排出，从而保证安全和控制主室102内腔的平均温度。

[0029] 如图1A和1B所示，根据一个或多个实施例，多功能炊具100还可包括一个内部烹饪

装置104，其可配置为容纳食物。根据一个实施例，内部烹饪装置104  可拆卸地容纳于主室

102中。在一个示例性实施例中，内部烹饪装置104可包括一个烹饪锅118，其可用于烹饪不

同类型的食物，例如米饭、煮菜、炖菜等。在一个实施例中，烹饪锅118可包括一个整体地连

接到烹饪锅118上边缘的外唇缘。在一个示例性实施例中，外唇缘120的尺寸和形状设置使

得外唇缘120位于主室102的上边缘上方，为外唇缘120和主室102的上边缘之间提供密封。

在一个示例性实施例中，当烹饪锅118如上所述容纳于主室102中时，热量可通过主室102的

内腔围绕烹饪锅118，基本覆盖烹饪锅118的整个外表面，多余的热量可从孔116排出。

[0030] 如图1A所示，根据一个或多个实施例，烹饪锅118可通过烹饪锅118的上边缘122向

下延伸以形成具有预设高度的环形壁而形成。烹饪锅118可以有不同的预设高度，取决于不

同的烹饪目的。例如，用于烘烤和煎炸时，预设高度较低；用于炖菜和煮食物时，预设高度较

高。

[0031] 如图1A和1B所示，根据一个或多个实施例，多功能炊具100还可包括一个盖106，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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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性地置于烹饪锅118的上部开口上并覆盖其上方。根据一个或多个实施例，盖106可

具有圆顶状中心区域124，其可终止于盖106的周边，边缘126可与烹饪锅118的边缘122一

致。根据一个示例性实施例，盖106可包括一个外盖唇缘128，其可以连接至内凹的盖子部分

130。内凹的盖子部分130  可形成为非常短的圆柱体，其尺寸和形状适于置于烹饪锅118的

上部开口内，而外盖唇缘128与烹饪锅118的外唇缘120相接。

[0032] 根据本公开的一个实施例，图2A示出了多功能炊具100的分解图。根据本公开的一

个实施例，图2B示出了多功能炊具100的剖视图。如图2A和图2B  所示，在一个示例性实施例

中，内部烹饪装置104还可包含一个蒸汽烹饪篮132，其尺寸和形状适合容纳于烹饪锅中118

中。蒸汽烹饪篮132可包含一个穿孔底部134，使得蒸汽通过蒸汽烹饪篮132。根据一个示例

性实施例，穿孔底部134  可包括至少一个允许蒸汽通过的孔。根据另一个示例性实施例，穿

孔底部134可包括形成在其上的多个孔。在一个示例性实施例中，蒸汽烹饪篮132的高度可

低于烹饪锅118的预设高度。在一个示例性实施例中，蒸汽烹饪篮132还可包括一个唇缘

136，其可以从蒸汽烹饪篮132的顶部周边延伸。唇缘136的尺寸和形状设置使得唇缘136的

周边与烹饪锅132的内表面之间有一定距离，允许蒸汽通过蒸汽烹饪篮以及穿孔底部134。

[0033] 如图2A和图2B所示，根据一个示例性实施例，内部烹饪装置104还可包括一个支撑

构件138，其构造使蒸汽烹饪篮132保持在烹饪锅118内，并在蒸汽烹饪篮132的穿孔底部的

底表面140与烹饪锅118底部的顶表面142之间产生距离。由支撑构件138在蒸汽烹饪篮132

的穿孔底部134的底表面140与烹饪锅118底部的顶表面142之间形成的区域可用作储水器。

可加热储水器中的水以产生蒸汽，用以蒸煮蒸汽烹饪篮132内的食物。支撑构件138可配置

成将蒸汽烹饪篮132保持在烹饪锅118底部的储水器中的水上方，使得蒸汽烹饪篮132 的穿

孔底部134的底表面140保持在水面上方。

[0034] 如图2A所示，在一个示例性实施例中，支撑构件138可以是在三个角146、  148和

150中弯曲的杆144，使其顶部视图呈三角形。支撑构件138的角146-150  可向下大幅度弯曲

以形成三个基本垂直的支架152、154和156。

[0035] 如图2A和2B所示，在一个示例性实施例中，蒸汽烹饪篮132的穿孔底部  134可包括

一个中心孔158，其允许可移除的篮提手160从中穿过。可移除的篮提手160具有一个手柄形

的上部162，一个延伸的中间部分164和一个下接合部分166。手柄形上部162可允许用户将

蒸汽烹饪篮132从烹饪锅118中提起。下接合部分166的形状和尺寸使得下接合部分166大于

中心孔158，一旦用户通过手柄形的上部162提起蒸汽烹饪篮132，下接合构件166与蒸汽烹

饪篮132的穿孔底部134的底部表面140接合，并允许用户将蒸汽烹饪篮132从烹饪锅118 中

取出。

[0036] 根据本公开的一个实施例，图3示出了多功能炊具100的分解图。如图3所示，根据

一个示例性实施例，内部烹饪装置104可包含一个可移除的热量扩散器168，其具有圆顶状

中心区域170，可配置为基本覆盖底部开口108和一个可移除的烤网172，其尺寸和形状设计

使之可紧贴于主室102内。

[0037] 如图3所示，根据一个或多个实施例，多个孔116还可包括相应的多个翼片174，翼

片174可从多个孔116的上边缘向内弯曲。多个翼片174可向下倾斜向上引导进入多个孔116

的热量。多个翼片174可在主室102的内部周围形成凸缘176。在一个示例性实施例中，可在

多个孔116形成的制造过程中形成多个翼片174，即可包括向内弯曲多个翼片174的多个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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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的形成过程。在一个示例中，多个孔116和它们相应的多个翼片174可在主室102上的单

个冲压操作中形成。

[0038] 在一个示例性实施例中，可移除的烤网172可以在可移除的热量扩散器168  上方

一定距离处置于凸缘176上。在一个实施例中，可移除的热量扩散器168的圆顶状中心区域

170可包括至少一个开口，例如由至少一个如翼片180的相应翼片覆盖的开口178。在一个实

施例中，圆顶状的中心区域170可终止于具有延伸环182的圆顶状中心区域170的周边。延伸

环182可用作油污环，防止脂肪或油脂及颗粒经由热源上方从主室102滴落或掉落。可移除

的热量扩散器168  可小于主室102的底表面110，但大于底部开口108。在一个示例性实施例

中，延伸环182具有倾斜的凹槽，可防止油脂从延伸环182的边缘向下流至主室102 的底部。

[0039] 在一个实施例中，可移除的热量扩散器168的圆顶状中心区域170可包括多个开

口，例如由如翼片180的多个相应翼片覆盖的开口178。多个开口可在圆顶状中心区域170的

中心184周围呈同心圆分布。在一个示例性实施例中，靠近圆顶状中心区域170的中心184的

开口小于靠近圆顶状中心区域170周边的开口。多个开口允许来自热源的热量或火焰进入

主室102并烧烤置于可移除的烤网172上的食物。烤制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食物残渣，可

能通过可移除的热量扩散器168的圆顶状中心区域170上的多个开口落在热源上，多个翼片

覆盖多个开口，防止食物残渣落至热源上。

[0040] 如图3所示，根据一个示例性实施例，内部烹饪装置104还可包括一个环形支撑构

件186，其具有围绕环形支撑构件186的周边等距间隔开的多个垂直支架188。环形支撑构件

186可配置成将可移除的热量扩散器168保持在底部开口  108上方预定距离处。在一个示例

中，环形支撑构件186可以是环190，其附接至围绕环190的周边等距间隔的三个垂直支架

188。

[0041] 如图3进一步所示，根据一个示例性实施例，所述盖106可以是一个格栅盖，其具有

足够大的圆顶状中心区域192，以容纳较大的食物，例如整只鸡。圆顶状中心区域192可以在

其周边处终止于底端，所述底端可具有适于安放在主室102的边缘上的圆形边缘194。

[0042] 图4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实施例的多功能炊具100的分解图。如图4  所示，根

据一个示例性实施例，内部烹饪装置104可包括一个圆形盘400，其可搁置在环形支撑件186

上。根据一个或多个示例性实施例，圆形盘400可包括一个中间表面402，一个上部环404附

接至中间表面402的一个上周边，形成一个上盘408，和一个下部环406附接至中间表面402

的一个底部周边，从而形成一个下盘410。在一个示例性实施例中，中间表面402的第一侧可

包括用于烧烤的多个肋412和用于烘焙的中间表面402的第二侧，所述第二侧可以是平坦的 

(无肋状)。作为如上所述的一个双面盘的圆形盘400可包括位于两侧的多个手柄，例如圆形

盘400的上侧处的手柄414和416。手柄414和416可具有L形构造。可移除的手柄418可用于接

合手柄414和416，以允许用户移除圆形盘  400。

[0043] 如图4所示，根据一个示例性实施例，主室102可位于一个燃烧器或热炭床上，然后

环形支撑件186可置于底部开口108上方，圆形盘400可置于环形支撑件186上方并且106可

覆盖主室102的所述上部开口。需要烤制的如牛排、鱼、鸡等食物可置于圆形盘400的肋状一

侧，并且从底部开口108接收的热量可以产生非常热的烹饪环境以充分烧烤食物。在另一个

示例性实施例中，圆形盘的一个平坦侧面可置于环形支撑件186上方，并且面包可以在圆形

盘400的平坦侧面上烹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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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图5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的烹饪方法500的流程图。烹饪方法

500可包括步骤502：提供一个主烹饪室，所述主烹饪室包括位于所述主室底部的一个底部

开口；步骤504，将所述主烹饪室置于热源上方，使得所述底部开口包围所述热源；步骤506，

在所述主烹饪室内可拆卸地容纳一个内部烹饪装置；步骤508，将一部分未烹饪的食物置于

所述内部烹饪装置中；以及步骤  510，选择性地将一个盖置于所述主烹饪室的上部开口上。

[0045] 如图1A和图5所示，在一个示例性实施例中，步骤502可涉及提供一个类似于主室

102的主烹饪室，其具有位于主室102的顶部的上部开口和位于主室  102的底部开口108。根

据一个或多个示例性实施例，底部开口108可以是圆形的并且具有小于主室102的底表面

110的表面。主室102还可包括位于主室102  上边缘下方的主室102的上部周边部分中的孔

116。

[0046] 如图1B和图5所示，在一个示例性实施例中，将所述主烹饪室置于所述热源上方的

步骤504可涉及将所述主烹饪室，例如主室102，置于诸如热源112的热源上。主室102可位于

热源112上，所述热源112可以是炉子燃烧器，例如燃烧器114或一个热炭床(未在图1B中明

确示出)和可允许来自热源112的热量进入主室102的内腔的底部开口108。在一些示例性实

施例中，底部开口108的尺寸和形状设置使得它可以包围炉子的燃烧器，例如燃烧器114。

[0047] 如图1A、图2A、图3和图5所示，根据一个或多个示例性实施例，在所述主烹饪室内

可拆卸地容纳所述内部烹饪装置的步骤506可涉及例如将烹饪锅118  可拆卸地置于所述主

烹饪室内部，其可类似于主室102使得烹饪锅118的延伸唇缘120可以搁置在主室102的上边

缘上。在一个示例中，在所述主烹饪室内可拆卸地容纳所述内部烹饪装置还可进一步涉及

将支撑构件138置于烹饪锅118  所述底部表面上，然后将蒸汽烹饪篮132置于支撑构件138

上，以便在烹饪锅  118的底部形成空置空间，从而将水倒入其中。在另一个示例中，在所述

主烹饪室内可拆卸地容纳所述内部烹饪装置可涉及可选地将环形支撑件186置于底部开口

108上，将可移除的热量扩散器168置于环形支撑件186上以在可移除的热量扩散器168和底

部开口108之间产生距离，将可移除的烤网172置于可移除的热量扩散器168上方的凸缘176

上方。

[0048] 如图1A、图2A、图3和图5所示，根据一个或多个示例性实施例，将一部分未烹饪的

食物置于所述内部烹饪装置中的步骤508可涉及例如将一部分未烹饪的食物置于烹饪锅

118内。如前所述，烹饪锅118可以预设不同的高度。较高的预设高度提供适于煮饭、煮沸蔬

菜、烹饪炖菜等的深烹饪锅。较低的预设高度提供类似于煎锅或烤盘的烹饪锅，其可用于煎

炸食物、烤面包、蛋糕、披萨等。在另一个示例中，将一部分未烹饪的食物置于所述内部烹饪

装置中可涉及例如将一部分未烹饪的食物置于蒸汽烹饪篮132内。将水倒入由于支撑构件

138而在烹饪锅118的底部部分形成的储水器，可以加热以产生蒸汽。然后，产生的蒸汽通过

穿孔的底部134通过蒸汽烹饪篮132并烹饪置于其中的食物。在又一个示例中，将一部分未

烹饪的食物置于所述内部烹饪装置中可涉及将一块食物置于可移除的烤网172上，热量或

火焰通过热量扩散器168的开口可烧烤置于可移除的烤网172上的食物。该示例中的食物可

包括牛排、鸡肉、鱼等。

[0049] 如图1A、图2A、图3和图5所示，根据一个或多个示例性实施例，选择性地将一个盖

置于所述主烹饪室的上部开口上的步骤410可涉及将诸如盖106的盖置于主室102的所述上

部开口上。当上部开口选择性地关闭时，孔116可用作通气孔，用于控制主室102的所述内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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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温度。孔116允许热量离开主室102 的所述内腔，从而提供对主室102的所述内腔的平均

温度的安全性和控制。热量可通过主室102的内腔，围绕内部烹饪装置104基本覆盖内部烹

饪装置104 的整个外表面，多余的热量可从孔116中排出。

[0050] 尽管前述内容已经描述了所认为的最佳模式和(或)其它示例，但是应当理解，可

在此作出各种更改并且在此公开的主题可以各种形式和示例来实现，而且这些教导可用于

各个应用，其中仅一部分在本文中作出了描述。所附权利要求旨在涵盖落在本教导的真实

范围内的任何和所有应用、修改和变更。

[0051]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本说明书中阐述的所有测量值、值、额定值、位置、大小、尺寸

和其他说明，包括在随后的权利要求中阐述的，都是大概值，非精确值。它们旨在具有与它

们所涉及的功能以及它们所属领域中的惯例一致的合理范围。

[0052] 保护范围仅由所附的权利要求限定。该范围旨在且应当被解释为与根据本说明书

和随后的审查历史解释的权利要求中使用的语言的普通含义一致的宽泛，并且包含所有结

构和功能等同物。

[0053] 除非上文另有所述，否则任何已陈述或说明的内容均无意或应被解释为致使任何

组成部分、步骤、特征、对象、利益、优势或等同物成为对公众的奉献，无论其是否有在权利

要求中叙述。

[0054] 应理解，除非在此另外阐述特定意义，否则在此使用的术语和表达具有与其各自

相应的调查和研究领域相关的术语和表达一致的普通意义。诸如“第一”和“第二”之类的关

系术语可以仅用于将一个实体或动作与另一个实体或动作区别开，而不一定要求或暗示此

类实体或动作之间的任何实际的此类关系或顺序。术语“包括”、“包含”或其任何其它变化

形式意在涵盖非排他性包含，以使得包括一系列元素的过程、方法、物件或装置不仅包括那

些元素，而且可以包括未明确列出的或这种过程、方法、物件或装置所固有的其它元素。在

无进一步约束下，具有前缀“一”或“一个”的元素不排除在包括该元素的过程、方法、物件或

装置中存在另外的相同元素。

[0055] 提供本公开的摘要，以使读者快速确定本技术公开的本质。应理解，提交本摘要并

非用于解释或限定权利要求书的范围或含义。另外，在前述详细说明中可看出，各种特征组

合在多个实施例中。这是为了简化本公开，并且不应解释为反映所要求保护的实施方式需

要比每项权利要求中明确记载的更多特征的意图。而是如以下权利要求所反映的，实用新

型主题在于少于单个公开的实施方式的所有特征。因此，下述权利要求在此并入本详细说

明中，每项权利要求自身代表单独要求保护的主题。

[0056] 尽管已经描述了各个实施例，但是该描述是示例性，而非限制性的，并且对于本领

域普通技术人员显而易见的是，在所述实施例范围内可以有更多的实施例和实现方式。尽

管附图中已经示出了许多可能的特征组合并且在该详细说明中进行了讨论，但是所公开的

特征的许多其他组合也是可能的。除非特别限制，否则任何实施例的任何特征可与任何其

他实施例中的任何其他特征或元素组合使用或替代它们。因此，应当理解，本公开中示出和

(或)讨论的任何特征可以任何合适的组合一起实现。因此，除了根据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

同物之外，实施方式不应受限制。而且，可以在所附权利要求的范围内进行各种修订和更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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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1/7 页

11

CN 211022175 U

11



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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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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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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