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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多用途高压锅，涉及

家用电器领域，包括锅体、锅盖、柱罐以及安全

阀，安全阀贯穿设于锅盖上，柱罐由柱罐螺座、密

封圈、柱罐座环、柱罐锁环、复位弹簧、柱塞和杯

组成，汤杯通过上缘内侧的螺纹可拆卸地设于柱

罐座环下端的外螺纹上，柱塞通过柱塞盘的外缘

与柱罐座环的内壁可滑动地设于汤杯中，本实用

新型设计的可拆卸柱罐可以将锅体中烹制过程

中不再需要的米汤排出并封闭在柱罐的柱腔里，

并方便让沥除米汤的剩余米胚获得特殊的烘烤

烹制效果，将柱罐更换堵盖即可将其用作普通的

高压锅，本设计具有烹制方式多样、米汤分离彻

底、使用维护方便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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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用途高压锅，其特征在于：包括锅体(1)、锅盖(2)、柱罐(3)以及安全阀(4)，柱

罐(3)和堵盖(5)可拆卸地安装于锅盖(2)上，安全阀(4)贯穿设于锅盖(2)上；

所述锅盖(2)由锅盖板(21)、密封圈(23)和法兰环(211)组成，锅盖板(21)的外缘设有

外凸的梅花状扣牙，密封圈(23)嵌入在锅盖板(21)内侧的凸缘(22)中，法兰环(211)贯穿铆

接于锅盖板(21)中部的空洞中，安全阀(4)贯穿设于锅盖板(21)上；

柱罐(3)由柱罐螺座(30)、密封圈(301)、柱罐座环(31)、柱罐锁环(32)、柱罐顶板(33)、

沥汤磁铁(34)、复位弹簧(35)、柱塞(36)和汤杯(37)组成，柱罐螺座(30)的内缘设有外凸的

梅花状扣牙并与法兰环(211)的上端外缘可拆卸连接，密封圈(301)嵌设在柱罐螺座(30)边

缘内侧的凹槽中，柱罐座环(31)贯穿柱罐螺座(30)中部的空洞中并从下侧被柱罐锁环(32)

锁紧固定于柱罐螺座(30)上，两块沥汤磁铁(34)嵌设在柱罐座环(31)内缘上侧的凹槽中并

呈180度对置布局，柱罐顶板(33)通过螺钉安装在柱罐座环(31)的上部，柱罐顶板(33)的顶

部嵌设有指示销(331)，所述柱塞(36)滑动连接于柱罐座环(31)的内壁中，所述汤杯(37)通

过上缘内侧的螺纹可拆卸地设于柱罐座环(31)下端的外螺纹上，汤杯(37)包裹于柱塞(36)

的外侧并与其形成一用于收集米汤的柱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用途高压锅，其特征在于：所述柱塞(36)由柱塞轴

(360)、沥汤衔铁(362)、密封滑环(363)和橡胶环塞(364)组成，柱塞轴(360)的顶部穿过柱

罐座环(31)和柱罐顶板(33)中部的孔洞，柱塞轴(360)的上端构造为外展的柱塞盘(361)，

密封滑环(363)套设于柱塞盘(361)外缘的凹槽中，两块沥汤衔铁(362)嵌设于柱塞轴(360)

上部外展的柱塞盘(361)的上端面的凹槽中并呈180度对置布局，橡胶环塞(364)设于柱塞

轴(360)下端头部的缩颈上；柱塞轴(360)的顶端设有旋钮(365)，而且其默认指示方向与指

示销(331)和两块沥汤磁铁(34)连线的方向一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多用途高压锅，其特征在于：所述汤杯(37)由汤杯体

(370)、沥汤栅(371)、密封圈(372)组成，汤杯体(370)上端外缘端面的凹槽中嵌设有密封圈

(372)，汤杯体(370)下端的中部设有沥汤孔(373)，沥汤栅(371)嵌设于沥汤孔(373)的外

侧；

汤杯(37)通过上缘内侧的螺纹可拆卸地设于柱罐座环(31)下端的外螺纹上，柱塞(36)

通过柱塞轴(360)上部外展的柱塞盘(361)的外缘与柱罐座环(31)的内壁可滑动地设于柱

罐座环(31)中；复位弹簧(35)的下端支撑于柱塞轴(360)上部外展的柱塞盘(361)外缘上侧

的环槽中，上端支撑于柱罐座环(31)内缘下侧的环槽中。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用途高压锅，其特征在于：所述锅体(1)的上缘外侧设

有锅体手柄(11)，所述锅盖板(21)安装于锅体(1)上并通过锅盖板(21)侧面的锅盖手柄

(24)上的弹簧销(25)锁止，锅盖(2)的外缘设有锅盖手柄(24)，弹簧销(25)设于锅盖手柄

(24)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用途高压锅，其特征在于：该高压锅还包括堵盖(5)，所

述堵盖(5)由堵盖座(51)和密封圈(52)组成，堵盖座(51)的外缘设有与法兰环(211)的上端

外缘配合的内凸的梅花状扣牙，密封圈(52)嵌入在堵盖座(51)内侧的凸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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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用途高压锅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家用电器制造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多用途高压锅。

背景技术

[0002] 在居民生活中，高压锅作为一种使用广泛的家用厨房电器，常用来蒸煮米饭或其

它食物。在高压锅用于蒸煮干米饭时，为了保证米料能够泡煮充分和方便盛装的物料传热，

一般在备料时都要添加较多的水，并在蒸煮后期再通过高温加热将高压锅里多余的水分蒸

发并通过预设的排气阀排出锅体，最后才能得到水分较少的干米饭。目前的高压锅采用的

这种烹制干米饭的方式由于在烹制加热周期内有较多的水分一直存在于高温密闭的高压

锅内胆中，其中的米料温度难以得到理想的控制曲线，所以烹制出的米饭在口味上无法得

到高温烘焙的效果，而且该方式因必须采用高温蒸发方式排出多余的水汽也需要消耗较多

的电能。此外，在高压锅在烹制米饭过程中，渗入在米汤中的高糖类物质有损某类病人健

康，而这些高糖类物质在烹制后期仍然残留在米饭内，如果能在烹制后期将多于的高糖米

汤过滤排出，则不仅可以除去米汤中多余的含糖物质，而且可以减少后期烹制时间从而减

小电能消耗。目前，市场上虽然有一种设有双层内胆和滤汤构造的特种高压锅在烹制米饭

的过程中能够将多余的米汤过滤掉，但其结构设计复杂，导致成本高昂而且其锅体的清洗

整理比较繁琐费事，因此难以得到普及推广。总之，目前的高压锅或者没有解决米饭烹制过

程中多余米汤的过滤问题，或者虽然能解决但存在结构复杂、操作不便且制造和使用成本

高的缺点，因此市场上需要一种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制造成本较低且能够在烹煮过程中过

滤多余米汤的高压锅。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多用途高压锅，解决米饭烹制过程中多余米汤的过

滤问题。

[0004]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多用途高压锅，包括锅体、锅盖、柱罐、安全阀、堵盖。柱

罐和堵盖可拆卸地安装于锅盖上，安全阀贯穿设于锅盖上。

[0005] 锅体的上缘外侧设有锅体手柄；

[0006] 锅盖由锅盖板、密封圈和法兰环组成，锅盖板的外缘设有外凸的梅花状扣牙，密封

圈嵌入在锅盖板内侧的凸缘中，法兰环贯穿铆接于锅盖板中部的空洞中；安全阀贯穿设于

锅盖板上；所述锅盖板安装于锅体上并通过锅盖板侧面的锅盖手柄上的弹簧销锁止，锅盖

手柄设于锅盖的外缘，弹簧销设于锅盖手柄上；

[0007] 柱罐由柱罐螺座、密封圈、柱罐座环、柱罐锁环、柱罐顶板、沥汤磁铁、复位弹簧、柱

塞和汤杯组成。柱罐螺座的内缘设有外凸的梅花状扣牙并与法兰环的上端外缘可拆卸连

接，密封圈嵌设在柱罐螺座边缘内侧的凹槽中，柱罐座环贯穿柱罐螺座中部的空洞中并从

下侧被柱罐锁环锁紧固定于柱罐螺座上，两块沥汤磁铁嵌设在柱罐座环内缘上侧的凹槽

中，柱罐顶板通过螺钉安装在柱罐座环的上部，柱罐顶板的顶部嵌设有指示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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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进一步地，柱塞由柱塞轴、沥汤衔铁、密封滑环和橡胶环塞组成，柱塞轴的顶部穿

过柱罐座环和柱罐顶板中部的孔洞，柱塞轴的上端构造为外展的柱塞盘，密封滑环套设于

柱塞盘外缘的凹槽中，两块沥汤衔铁嵌设于柱塞轴上部外展的柱塞盘的上端面的凹槽中并

呈度对置布局，橡胶环塞设于柱塞轴下端头部的缩颈上；柱塞轴的顶端设有旋钮，而且其默

认指示方向与指示销和两块沥汤磁铁连线的方向一致。

[0009] 进一步地，汤杯由汤杯体、沥汤栅、密封圈组成，汤杯体上端外缘端面的凹槽中嵌

设有密封圈，汤杯体下端的中部设有沥汤孔，沥汤栅嵌设于沥汤孔的外侧；

[0010] 进一步地，汤杯通过上缘内侧的螺纹可拆卸地设于柱罐座环下端的外螺纹上，柱

塞通过柱塞轴上部外展的柱塞盘的外缘与柱罐座环的内壁可滑动地设于柱罐座环中；复位

弹簧的下端支撑于柱塞轴上部外展的柱塞盘外缘上侧的环槽中，上端支撑于柱罐座环内缘

下侧的环槽中。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堵盖由堵盖座和密封圈组成，堵盖座的外缘设有与法兰环的上端

外缘配合的内凸的梅花状扣牙，密封圈嵌入在堵盖座内侧的凸缘中。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实施例能够实现的有益效果至少如下：本实用新型

设计的可拆卸柱罐可以将锅体中烹制过程中不再需要的米汤排出并收集封闭在柱罐的柱

腔里，并方便让沥除米汤的剩余米胚获得特殊的烘烤烹制效果，将柱罐更换为堵盖即可将

其用作普通的高压锅。本设计具有烹制方式多样、米汤分离彻底、使用维护方便等优点。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第一实施例的整体构造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实用新型第一实施例的上部构造剖视图

[0015]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两个实施例的下部构造剖视图

[0016]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两个实施例的锅盖局部详图

[0017]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两个实施例的堵盖详图

[0018] 图6为本实用新型第一实施例的沥汤操作示意图

[0019] 图7为本实用新型第二实施例的整体构造示意图

[0020] 图8为本实用新型第二实施例的上部构造剖视图

[0021] 图9为本实用新型第二实施例的沥汤操作示意图

[0022] 图中：锅体1，锅盖2，柱罐3，安全阀4，堵盖5。

[0023] 锅体手柄11。

[0024] 锅盖板21，凸缘22，密封圈23，锅盖手柄24，弹簧销25。

[0025] 法兰环211。

[0026] 柱罐螺座30，密封圈301，柱罐座环31，柱罐锁环32，柱罐顶板33，沥汤磁铁34，复位

弹簧35，柱塞36，汤杯37。

[0027] 指示销331。

[0028] 柱塞轴360，柱塞盘361，沥汤衔铁362，密封滑环363，橡胶环塞364，旋钮365。

[0029] 汤杯体370，沥汤栅371，密封圈372，沥汤孔373。

[0030] 堵盖座51，密封圈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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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下面结合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实用新型的内容，但

本实用新型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下面的实施例。

[0032] 本实用新型第一个实施例参阅图1-6，本实施例包括锅体1、锅盖2、柱罐3、安全阀

4、堵盖5，柱罐3和堵盖5可拆卸地安装于锅盖2上，安全阀4贯穿设于锅盖2上。

[0033] 锅体1的上缘外侧设有锅体手柄11；

[0034] 锅盖2由锅盖板21、密封圈23和法兰环211组成，锅盖板21的外缘设有外凸的梅花

状扣牙，密封圈23嵌入在锅盖板21内侧的凸缘22中，法兰环211贯穿铆接于锅盖板21中部的

空洞中；安全阀4贯穿设于锅盖板21上；锅盖手柄24设于锅盖2的外缘，弹簧销25设于锅盖手

柄24上；

[0035] 柱罐3由柱罐螺座30、密封圈301、柱罐座环31、柱罐锁环32、柱罐顶板33、沥汤磁铁

34、复位弹簧35、柱塞36和汤杯37组成。柱罐螺座30的内缘设有外凸的梅花状扣牙并与法兰

环211的上端外缘可拆卸连接，密封圈301嵌设在柱罐螺座30边缘内侧的凹槽中，柱罐座环

31贯穿柱罐螺座30中部的空洞中并从下侧被柱罐锁环32锁紧固定于柱罐螺座30上，两块沥

汤磁铁34嵌设在柱罐座环31内缘上侧的凹槽中，柱罐顶板33通过螺钉安装在柱罐座环31的

上部，柱罐顶板33的顶部嵌设有指示销331。

[0036] 柱塞36由柱塞轴360、沥汤衔铁362、密封滑环363和橡胶环塞364组成，柱塞轴360

的顶部穿过柱罐座环31和柱罐顶板33中部的孔洞，柱塞轴360的上端构造为外展的柱塞盘

361，密封滑环363套设于柱塞盘361外缘的凹槽中，两块沥汤衔铁362嵌设于柱塞轴360上部

外展的柱塞盘361的上端面的凹槽中，橡胶环塞364设于柱塞轴360下端头部的缩颈上；柱塞

轴360的顶端设有旋钮365，而且其默认指示方向与指示销331和两块沥汤磁铁34连线的方

向一致。

[0037] 汤杯37由汤杯体370、沥汤栅371、密封圈372组成，汤杯体370上端外缘端面的凹槽

中嵌设有密封圈372，汤杯体370下端的中部设有沥汤孔373，沥汤栅371嵌设于沥汤孔373的

外侧；

[0038] 汤杯37通过上缘内侧的螺纹可拆卸地设于柱罐座环31下端的外螺纹上，柱塞36通

过柱塞轴360上部外展的柱塞盘361的外缘与柱罐座环31的内壁可滑动地设于柱罐座环31

中；复位弹簧35的下端支撑于柱塞轴360上部外展的柱塞盘361外缘上侧的环槽中，上端支

撑于柱罐座环31内缘下侧的环槽中。

[0039] 堵盖5由堵盖座51和密封圈52组成，堵盖座51的外缘设有与法兰环211的上端外缘

配合的内凸的梅花状扣牙，密封圈52嵌入在堵盖座51内侧的凸缘中。

[0040] 本实用新型第二个实施例参阅图7-9和3-5，本实施例的构造与第一个实施例的构

造相似，使用操作相似，唯一不同之处在于：第二个实施例中，取消了沥汤磁铁34和沥汤衔

铁362，而柱罐座环31内缘与柱塞轴360的柱塞盘361外缘采用大螺距螺纹耦合将旋钮365的

旋转运动转换成柱塞轴360的上下运动而实现的。

[0041] 在上述两个实施例的构造中，锅体1、锅盖2、柱罐3和堵盖5中的非密封件采用铝基

合金材料制造，复位弹簧35采用弹簧钢制造，锅体手柄11和锅盖手柄24可以采用金属材料

或塑料制造，所有橡胶密封件采用耐高温的食品级橡胶制造，沥汤衔铁362采用导磁材料制

作，其余零部件可以采用标准件或非标定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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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使用方法如下：

[0043] 第一个实施例在使用时，参阅图1-6，如果是烹制稀饭或无需沥汤的米饭或蒸煮食

材，则只需将柱罐3从锅盖2上卸下并用堵盖5替换并旋转锁紧在锅盖2上，然后只需将原料

(包括水)盛于锅体1中并扣上锅盖2并旋转锁紧，然后就可以将高压锅放置在炉灶上，并由

人工或自动控制炉灶加热直到完成烹制。

[0044] 如果是烹制需要沥汤的米饭，则只需将堵盖5从锅盖2上卸下并用柱罐3替换并旋

转锁紧在锅盖2上，然后将米和水以适当比例盛于锅体1中并扣上锅盖2并旋转锁紧。随即开

始烹制操作，参照图6，首先手工将旋钮365旋转到“柱腔关闭”位置，此时沥汤磁铁34与沥汤

衔铁362错位而导致二者之间吸引力消失，于是柱塞36在复位弹簧35的弹力作用下而向下

运动并使得橡胶环塞364堵塞汤杯37下端的沥汤孔373，此时锅体1中的A腔和柱罐3中的B腔

是隔离的，然后利用炉灶开始对锅体1加热，当锅体1的内容物被煮沸后泡煮一定时间后即

停止加热。然后手工将旋钮365旋转到“柱腔开启”位置，此时沥汤磁铁34与沥汤衔铁362对

齐而产生的吸引力驱动柱塞36克服复位弹簧35的弹力而向上运动而使得橡胶环塞364脱离

汤杯37下端的沥汤孔373，此时锅体1中的A腔和柱罐3中的B腔是连通的，于是锅体1中A腔里

的米汤在高温蒸汽的压力下被抽到柱罐3中的B腔里，延迟一段时间直到米汤全部被抽到柱

罐3中。然后，再次将旋钮365旋转到“柱腔关闭”位置，此时沥汤磁铁34与沥汤衔铁362再次

错位而导致二者之间吸引力消失，于是柱塞36在复位弹簧35的弹力作用下而向下运动并使

得橡胶环塞364再次堵塞汤杯37下端的沥汤孔373，此时锅体1中的A腔和柱罐3中的B腔再次

隔离并将米汤封闭在柱罐3的空腔里。然后炉子继续对锅体1加热直到完成米饭的烹制，如

此就可以完成米饭烹制过程中沥汤操作。

[0045] 在使用完毕后，如果需要清洗柱罐3，只需将汤杯37旋转卸下即可向下抽出柱塞36

并可以很方便地清洗柱罐3的部件。

[0046] 第二个实施例的使用操作参阅图7-9和3-5，与第一个实施例的使用操作相似，其

柱罐3与锅体1的连通与隔离也是通过柱塞36的上下运动而改变橡胶环塞364对汤杯37下端

的沥汤孔373的堵塞与分离实现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第二个实施例的柱塞36的上下运动

是通过柱罐座环31内缘与柱塞轴360的柱塞盘361外缘耦合的大螺距螺纹将旋钮365的旋转

运动转换成柱塞轴360的上下运动而实现的。

[0047] 本实用新型未涉及部分均与现有技术相同或采用现有技术加以实现。以上所述仅

为本实用新型的优先实施例，而非对本实用新型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

[0048]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施以各种等同的更改和改进，凡在权

利要求范围内所做的等同变化和修饰，均应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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