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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煮式内胆及具有该蒸煮式内胆的烹饪装

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蒸煮式内胆及具有

该蒸煮式内胆的烹饪装置，包括锅胆和放置在所

述锅胆内的用于盛放食材的盛物器皿，所述锅胆

的锅底下凹形成有用于盛放水或水和食材的凹

槽，所述凹槽与盛物器皿之间设有用于将盛物器

皿支撑起来的支撑部，所述盛物器皿上设有供水

蒸汽通过以蒸熟其内食材的通气孔，结构简单，

适配于多种型号的锅；本实用新型还公开了一种

具有蒸煮式内胆的食材烹饪装置，适用于多种烹

饪方式，可以用于食材的煮和蒸、或清蒸，或水煮

等方式，烹饪时按动操作面板上相应的按钮或将

档位开关旋转到相应的位置，通过电控式温控系

统或机械式温控系统实施通断电从而实现相应

的烹饪功能，操作简单，使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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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蒸煮式内胆，其特征在于：包括锅胆(1)和放置在所述锅胆(1)内的用于盛放食

材的盛物器皿(2)，所述锅胆(1)的锅底下凹形成有用于盛放水或水和食材的凹槽(12)，所

述凹槽(12)与盛物器皿(2)之间设有用于将盛物器皿(2)支撑起来的支撑部(11)，所述盛物

器皿(2)上设有供水蒸气通过以蒸熟其内食材的通气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蒸煮式内胆，其特征在于：所述凹槽(12)为锅胆(1)的中

心区域下凹形成，所述支撑部(11)设置在凹槽(12)的槽口与锅胆(1)内侧壁的连接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蒸煮式内胆，其特征在于：所述凹槽(12)为沿着锅胆(1)

的侧壁下凹形成，所述支撑部(11)位于锅胆(1)的中部区域。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一种蒸煮式内胆，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部(11)设置在

锅胆(1)的锅底和/或盛物器皿(2)的底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蒸煮式内胆，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部(11)与盛物器皿

(2)之间设有供凹槽(12)内的水蒸气通过并流向盛物器皿(2)侧面的蒸汽通道。

6.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一种蒸煮式内胆，其特征在于：所述锅胆(1)上下分成

与盛物器皿(2)相配合的上层和形成凹槽(12)的下层，所述盛物器皿(2)套在锅胆(1)的上

层，且盛物器皿(2)的侧壁靠近锅胆(1)的内壁。

7.一种采用权利要求1至6中任一项所述的蒸煮式内胆的食材烹饪装置，其特征在于：

包括蒸煮式内胆、煲体(3)和锅盖(4)，所述锅胆(1)和盛物器皿(2)安装在煲体(3)内，所述

煲体(3)内设有用于给锅胆(1)加热盛物器皿(2)或锅胆(1)内食材的发热体(6)，所述煲体

(3)内还设有用于控制发热体(6)工作的温控系统。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具有蒸煮式内胆的食材烹饪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热

体(6)设置在凹槽(12)的底部或侧壁。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具有蒸煮式内胆的食材烹饪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温控

系统包括有安装在凹槽(12)侧壁的侧壁感温组件(71)，当侧壁感温组件(71)检测到槽壁温

度高过设定值时，所述温控系统控制发热体(6)停止工作，所述凹槽(12)的底部设有用于检

测槽底温度以防干烧的底部感温组件(72)。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具有蒸煮式内胆的食材烹饪装置，其特征在于：当所述

的温控系统为电控式温控系统时，所述侧壁感温组件(71)和底部感温组件(72)均为温度传

感器；当所述的温控系统为机械式温控系统时，所述侧壁感温组件(71)和底部感温组件

(72)均为温控器。

11.根据权利要求7‑10任一所述的一种具有蒸煮式内胆的食材烹饪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煲体(3)包括有煲本体(31)和底座(32)，所述煲本体(31)可取放地设置在底座(32)上，

所述锅胆(1)和盛物器皿(2)安装在煲本体(31)内，所述煲本体(31)  和底座(32)内的温控

系统通过电源耦合器实现电连接。

12.根据权利要求7‑10任一所述的一种具有蒸煮式内胆的食材烹饪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煲体(3)内设有保温罩(8)，所述锅胆(1)和盛物器皿(2)安装在保温罩(8)内，所述煲体

(3)和锅盖(4)之间还设有用于密封锅胆(1)的密封盖(41)。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7792506 U

2



蒸煮式内胆及具有该蒸煮式内胆的烹饪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厨具，涉及一种蒸煮式内胆，本实用新型还涉及一种具有蒸煮式

内胆的食材烹饪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烹饪食材、煮饭是每个家庭的生活日常，随着人们对生活水平和美食口感要求的

提高，传统的烹饪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消费者的要求。

[0003] 在煮饭时，一般我们的常规做法是用电饭煲煮饭，都是将米和水混煮直至米饭煮

熟，即水泡饭；另有的一种煮饭方式，是将米和水放入器皿中，再将器皿放入蒸锅中，通过隔

水炖的方式，将米饭煮熟，也是属于水泡饭。这样的水泡饭口感一般。还有一种蒸饭方式是

将米放入器皿中，通过蒸汽将米饭蒸熟，但这样的蒸米方式，米饭较硬，软度不够，口感不

佳，其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将米蒸熟。因此，市场上需要一种既能煮米又能蒸米的烹饪装置。

[0004] 此外，在煲汤时，一般都是将食材直接放入锅中炖汤，当使用者只需要汤汁时，还

需要单独用漏勺将食材捞出进行肉、汤分离，操作繁琐。

[0005] 本实用新型就是基于这种情况作出的。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结构简单，使用方便的蒸煮式内胆。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一种蒸煮式内胆，包括锅胆和放置在所述锅胆

内的用于盛放食材的盛物器皿，所述锅胆的锅底下凹形成有用于盛放水或水和食材的凹

槽，所述凹槽与盛物器皿之间设有用于将盛物器皿支撑起来的支撑部，所述盛物器皿上设

有供水蒸气通过以蒸熟其内食材的通气孔。

[0008] 如上所述的一种蒸煮式内胆，所述凹槽为锅胆的中心区域下凹形成，所述支撑部

设置在凹槽的槽口与锅胆内侧壁的连接处。或者所述凹槽为沿着锅胆的侧壁下凹形成，所

述支撑部位于锅胆的中部区域。

[0009] 如上所述的一种蒸煮式内胆，所述支撑部设置在锅胆的锅底和/  或盛物器皿的底

部。

[0010] 如上所述的一种蒸煮式内胆，所述支撑部与盛物器皿之间设有供凹槽内的水蒸气

通过并流向盛物器皿侧面的蒸汽通道。

[0011] 如上所述的一种蒸煮式内胆，所述锅胆上下分成与盛物器皿相配合的上层和形成

凹槽的下层，所述盛物器皿套在锅胆的上层，且盛物器皿的侧壁靠近锅胆的内壁。

[0012]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另一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具有蒸煮式内胆的食材烹饪装

置，能够实现多种烹饪方式。

[001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一种具有蒸煮式内胆的食材烹饪装置，包括蒸

煮式内胆、煲体和锅盖，所述锅胆和盛物器皿安装在煲体内，所述煲体内设有用于给锅胆加

热盛物器皿或锅胆内食材的发热体，所述煲体内还设有用于控制发热体工作的温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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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所述煲体包括有煲本体和底座，所述煲本体可取放地设置在底座上，所述锅胆和盛物

器皿安装在煲本体内，所述煲本体和底座内的温控系统通过电源耦合器实现电连接。或者

所述煲体内设有保温罩，所述锅胆和盛物器皿安装在保温罩内，所述煲体和锅盖之间还设

有用于密封锅胆的密封盖。

[0014] 如上所述的一种具有蒸煮式内胆的食材烹饪装置，所述发热体设置在凹槽的底部

或侧壁。

[0015] 如上所述的一种具有蒸煮式内胆的食材烹饪装置，所述温控系统包括有安装在凹

槽侧壁的侧壁感温组件，当侧壁感温组件检测到槽壁温度高过设定值时，所述温控系统控

制发热体停止工作，所述凹槽的底部设有用于检测槽底温度以防干烧的底部感温组件。

[0016] 如上所述的一种具有蒸煮式内胆的食材烹饪装置，当所述的温控系统为电控式温

控系统时，所述侧壁感温组件和底部感温组件均为温度传感器；当所述的温控系统为机械

式温控系统时，所述侧壁感温组件和底部感温组件均为温控器。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有如下优点：

[0018] 1、本实用新型的蒸煮式内胆，包括锅胆和放置在所述锅胆内的用于盛放食材的盛

物器皿，所述锅胆的锅底下凹形成有用于盛放水或水和食材的凹槽，所述凹槽与盛物器皿

之间设有用于将盛物器皿支撑起来的支撑部，所述盛物器皿上设有供水蒸气通过以蒸熟其

内食材的通气孔。通气孔设置在盛物器皿的底部，便于水蒸气从盛物器皿的底部穿过以蒸

熟食材，另，盛物器皿的侧壁上也可以设有通气孔，便于水蒸气从盛物器皿的底部和侧壁都

穿过以蒸熟食材。盛物器皿被支撑部托起来位于凹槽的上方，由此，锅胆内的水在加热的过

程中，可以蒸发下降到盛物器皿的下方，凹槽内的水可以继续加热，实现对盛物器皿内食材

的清蒸。本实用新型的蒸煮式内胆，结构简单，适配于多种型号的锅，适用于多种烹饪方式，

可以用于食材的煮和蒸、或清蒸，或水煮等方式。

[0019] 2、本实用新型的蒸煮式内胆，所述支撑部与盛物器皿之间设有供凹槽内的水蒸气

通过并流向盛物器皿侧面的蒸汽通道。凹槽内的水受热形成的水蒸气通过蒸汽通道可以流

向盛物器皿的侧面，由此，盛物器皿的侧面也都充满蒸汽，整个盛物器皿内外都有蒸汽充

满，食材受热均匀。

[0020] 3、本实用新型锅胆上下分成与盛物器皿相配合的上层和形成凹槽的下层，所述盛

物器皿套在锅胆的上层，且盛物器皿的侧壁靠近锅胆的内侧壁。盛物器皿位于锅胆的上层

区域，盛物器皿及其内的食材占据锅胆上层区域的大部分体积，锅胆上层区域的水占比较

少，锅胆内的水主要储存在凹槽内，由此，受热时锅胆内的水位能够快速从盛物器皿下降至

凹槽12内。

[0021] 4、本实用新型具有蒸煮式内胆的食材烹饪装置，包括蒸煮式内胆、煲体和锅盖，所

述锅胆和盛物器皿安装在煲体内，所述煲体内设有用于给锅胆加热盛物器皿或锅胆内食材

的发热体，所述煲体内还设有用于控制发热体工作的温控系统。烹饪装置可以用于食材的

煮和蒸、或清蒸，或水煮等多种烹饪方式。采用烹饪装置煮蒸米饭时，使用者将米放入盛物

器皿内，而锅胆内的水位淹过米高度，操作温控系统控制发热体工作加热锅胆，锅胆内的水

受热从盛物器皿逐渐下降至凹槽内，凹槽内的水蒸气从盛物器皿底部的通气孔喷出对大米

继续加热至蒸熟米饭，由此实现先煮米后蒸米；在煲汤时，根据使用者需要，可以将食材置

于盛物器皿内，先煮汤料再蒸汤料，或者全程煮汤料，在煲汤完成后取出盛物器皿可以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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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汤料分离。

[0022] 5、本实用新型的烹饪装置可以用于煮蒸米饭、蒸面食和粗粮、煮粥、作火锅/汤，烹

饪时按动操作面板上相应的按钮或将档位开关旋转到相应的位置，通过电控式温控系统或

机械式温控系统实施通断电从而实现相应的烹饪功能。

【附图说明】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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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4] 图1是本实用新型蒸煮式内胆第一种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是本实用新型蒸煮式内胆第二种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是本实用新型蒸煮式内胆第三种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是本实用新型蒸煮式内胆第四种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5是本实用新型具有蒸煮式内胆的食材烹饪装置第一种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

图；

[0029] 图6是本实用新型具有蒸煮式内胆的食材烹饪装置第二种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

图；

[0030] 图7是本实用新型具有蒸煮式内胆的食材烹饪装置第三种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

图；

[0031] 图8是本实用新型具有蒸煮式内胆的食材烹饪装置第四种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

图；

[0032] 图9是本实用新型具有蒸煮式内胆的食材烹饪装置第五种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

图；

[0033] 图10是本实用新型具有蒸煮式内胆的食材烹饪装置第六种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0035] 如图1‑4所示的一种蒸煮式内胆，包括锅胆1和放置在所述锅胆  1内的用于盛放食

材的盛物器皿2，所述锅胆1的锅底下凹形成有用于盛放水或水和食材的凹槽12，所述凹槽

12与盛物器皿2之间设有用于将盛物器皿2支撑起来的支撑部11，所述盛物器皿2上设有供

水蒸气通过以蒸熟其内食材的通气孔。所述通气孔设置在盛物器皿的底部，便于水蒸气从

盛物器皿的底部穿过以蒸熟食材，或者通气孔设置在盛物器皿的底部和侧壁，便于水蒸气

从盛物器皿的底部和侧壁都穿过以蒸熟食材。通气孔能够阻挡米粒通过。盛物器皿2被支撑

部  11托起来位于凹槽12的上方，由此，锅胆1内的水在加热的过程中，可以蒸发下降到盛物

器皿2的下方，凹槽12内的水可以继续加热，水蒸气透过盛物器皿2上的通气孔，实现对盛物

器皿2内食材的清蒸。本实用新型的蒸煮式内胆，结构简单，适配于多种型号的锅，适用于多

种烹饪方式，可以用于食材的煮和蒸、或清蒸，或水煮等方式。

[0036] 如图1、3和4所示，所述凹槽12为锅胆1的中心区域下凹形成，所述支撑部11设置在

凹槽12的槽口与锅胆1内侧壁的连接处。凹槽内的水受热形成的水蒸气从锅胆的中心区域

上升并流向四周，穿过盛物器皿上的通气孔，蒸熟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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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如图2所示，所述凹槽12为沿着锅胆1的侧壁下凹形成，所述支撑部11位于锅胆1的

中部区域。凹槽内的水受热形成的水蒸气从锅胆的侧壁区域上升并流向中部区域，穿过盛

物器皿上的通气孔，蒸熟食材。

[0038] 如图3和4所示，所述支撑部11设置在锅胆1的锅底和/或盛物器皿2的底部。支撑部

可以设置在锅胆的锅底上，也可以设置在盛物器皿上，也可以同时设置在锅底和盛物器皿

上。

[0039] 所述支撑部11与盛物器皿2之间设有供凹槽12内的水蒸气通过并流向盛物器皿2

侧面的蒸汽通道。凹槽内的水受热形成的水蒸气通过蒸汽通道可以流向盛物器皿2的侧面，

由此，盛物器皿的侧面都充满蒸汽，整个盛物器皿内外都有蒸汽充满，食材受热均匀。

[0040] 所述支撑部11可以设置为多种形状，可以为斜面结构如图1和  2所示，也可以设置

为向外凸出的凸缘或凸起，凸缘或凸起间隔设置，如图3和4所示。

[0041] 所述锅胆1上下分成与盛物器皿2相配合的上层和形成凹槽12  的下层，所述盛物

器皿2套在锅胆1的上层，且盛物器皿2的侧壁靠近锅胆1的内侧壁。盛物器皿2的侧壁与锅胆

1的内侧壁之间存在间隙。盛物器皿2位于锅胆1的上层区域，盛物器皿及其内的食材占据锅

胆上层区域的大部分体积，锅胆1上层区域的水占比较少，锅胆1 内的水主要储存在凹槽12

内，由此，受热时锅胆1内的水位能够快速从盛物器皿2下降至凹槽12内。

[0042] 本实用新型的蒸煮式内胆可以在电磁炉或燃气灶上直接使用，也可以放置在电饭

煲、电热锅等烹饪装置内作为内胆使用。

[0043] 如图5‑10所示的一种具有蒸煮式内胆的食材烹饪装置，包括蒸煮式内胆、煲体3和

锅盖4，所述锅胆1和盛物器皿2安装在煲体3 内，所述煲体3内设有用于给锅胆1加热盛物器

皿2或锅胆1内食材的发热体6，所述煲体3内还设有用于控制发热体6工作的温控系统。烹饪

装置可以用于食材的煮和蒸、或清蒸，或水煮等多种烹饪方式。采用烹饪装置煮蒸米饭时，

使用者将米放入盛物器皿2内，而锅胆内的水位淹过米高度，操作温控系统控制发热体1工

作加热锅胆，锅胆内的水受热从盛物器皿逐渐下降至凹槽内，凹槽内的水蒸气从盛物器皿

底部和侧壁的通气孔喷出对大米继续加热至蒸熟米饭，由此实现先煮米后蒸米；在煲汤时，

根据使用者需要，可以将食材置于盛物器皿内，先煮汤料再蒸汤料，或者全程煮汤料，在煲

汤完成后取出盛物器皿可以快速实现汤料分离。

[0044] 所述发热体6设置在凹槽12的底部或侧壁。发热体可以设置在凹槽12的底部，如图

5、8、9和10所示的实施方式；也可以设置在凹槽12的侧壁，如图6和7所示的实施方式。

[0045] 所述温控系统包括有安装在凹槽12侧壁的侧壁感温组件71，当侧壁感温组件71检

测到槽壁温度高过设定值时，所述温控系统控制发热体6停止工作，所述凹槽12的底部设有

用于检测槽底温度以防干烧的底部感温组件72。

[0046] 本实用新型烹饪装置的温控系统可以为电控式温控系统，也可以为机械式温控系

统。

[0047] 如图5、8和9所示，当所述的温控系统为电控式温控系统时，所述的电控式温控系

统还包括有电性连接用于控制发热体6、侧壁感温组件71、用于控制底部感温组件72工作的

操作面板511、控制电路板512和熔断器513，所述侧壁感温组件71和底部感温组件72均为温

度传感器。蒸饭时，当水量下降到安装侧壁温度传感器的高度时，此处锅胆侧壁的温度上升

超过设定值，侧壁温度传感器向控制电路板  512发送信号，电控程序控制继电器断电，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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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饭过程。

[0048] 如图6、7和10所示，当所述的温控系统为机械式温控系统时，所述的机械式温控系

统还包括有电性连接用于控制发热体6、侧壁感温组件71、用于控制底部感温组件72工作的

档位开关521、旋钮522  和熔断器523，所述侧壁感温组件71和底部感温组件72均为温控器。

蒸饭时，当水量下降到安装侧壁温控器的高度时，此处锅体温度上升超过设定值，温控器动

作断电，结束蒸饭过程。

[0049] 如图7和8所示的实施方式，本实用新型的烹饪装置还可以设置为分体式。所述煲

体3包括有煲本体31和底座32，所述煲本体31  可取放地设置在底座32上，所述锅胆1和盛物

器皿2安装在煲本体  31内，所述煲本体31和底座32内的温控系统通过电源耦合器实现电连

接。如图7所示的实施方式，所述煲体3内的温控系统为机械式温控系统，温控系统的底部感

温组件72、档位开关521和旋钮522  均设置在底座32上，熔断器523设置在锅胆1的底部，侧

壁感温组件71和发热体6安装在凹槽12的侧壁上，侧壁感温组件71和发热体6安装在不同的

侧壁位置。发热体6还可以安装在凹槽12的底部。如图8所示的实施方式，当煲体3内的温控

系统为电控式温控系统时，温控系统的底部感温组件72、操作面板511和PCB板512均设置在

底座32上，熔断器513设置在锅胆1的底部，侧壁感温组件71安装在凹槽12的侧壁上，发热体

6设置在凹槽12的底部。发热体6还可以安装在凹槽12的侧壁上。

[0050] 如图9和10所示的实施方式，本实用新型的烹饪装置还可以设置为密封式。所述煲

体3内设有保温罩8，所述锅胆1和盛物器皿2  安装在保温罩8内，所述煲体3和锅盖4之间还

设有用于密封锅胆1 的密封盖41。密封盖41用于防止蒸汽泄露。所述锅盖4上设有用于蒸汽

排出的蒸汽阀，避免喷溢出汤汁和降低蒸汽直排出的速度。如图  9所示的实施方式，所述的

温控系统为电控式温控系统，所述侧壁感温组件71为温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安装在保温

罩8的外侧并穿过保温罩8抵在凹槽12的侧壁上，所述锅盖4为翻盖式，所述密封盖  41抵在

锅胆1的开口内侧，所述操作面板511和控制电路板512设置在锅盖4上。如图10所示的实施

方式，所述的温控系统为机械式温控系统，所述侧壁感温组件71为温控器，温控器安装在保

温罩8 的外侧并穿过保温罩8抵在凹槽12的侧壁上，所述锅盖4为扣合式，所述密封盖41扣

紧在锅胆1的胆边沿外侧，所述操作面贴531、指示灯板532、拨动开关533设置在煲体3上。

[0051] 本实用新型的烹饪装置可以用于煮蒸米饭、蒸面食和粗粮、煮粥、作火锅/汤，烹饪

时按动操作面板上相应的按钮或将档位开关旋转到相应的位置，通过电控式温控系统或机

械式温控系统实施通断电从而实现相应的烹饪功能。

[0052] 一种具有蒸煮式内胆食材烹饪装置的使用方法，所述使用方法包括：

[0053] 烹饪食材时，具有以下步骤：

[0054] 步骤一，放料和水，于盛物器皿2内置入欲烹饪的食材，于锅胆  1内倒入水，水量深

度为淹没过盛物器皿2内食材的高度；

[0055] 步骤二，水煮，将烹饪装置通电，操作温控系统让发热体6工作使锅胆1受热，锅胆1

和盛物器皿2内水的温度上升，对盛物器皿2 内的食材加热以实现水煮；

[0056] 步骤三，锅胆1持续受热对食材水煮，并持续一定的时间；

[0057] 步骤四，结束烹饪，将盛物器皿2内食材取出或者取出盛物器皿  2使得盛物器皿内

食材与锅胆1内的汤汁分离，盛取锅胆1内的汤汁食用。

[0058] 当盛物器皿内食材为大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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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步骤一，放米和放水，于盛物器皿2内置入欲蒸煮的大米，于锅胆1内倒入水，水量

深度为淹没过盛物器皿2内大米的高度；

[0060] 步骤二，泡米，将烹饪装置通电，操作温控系统让发热体6工作使锅胆1受热，锅胆1

和盛物器皿2内水的温度上升，实现泡米；

[0061] 步骤三，煮米，锅胆1持续受热，锅胆1和盛物器皿2内的水沸腾，实现煮米；

[0062] 步骤四，蒸米，锅胆1内的水持续受热沸腾，水由液态汽化为水蒸汽，锅胆1内的液

态水快速减少，液态水水位从盛物器皿2下降至凹槽12内，避免水泡饭，凹槽12内的液态水

沸腾形成水蒸气后，水蒸汽经过盛物器皿2上的通汽孔喷出，透过盛物器皿2内的大米，实现

蒸米；

[0063] 步骤五，结束蒸饭，侧壁感温组件71持续检测凹槽侧壁温度变化，当凹槽12内的水

位下降至低于设定位置时，凹槽侧壁的温度上升上升超过设定温度值，温控系统控制发热

体6停止工作，结束蒸饭。

[0064] 蒸面食时，将食材放入盛物器皿2内，于锅胆1内倒入水，水量深度为低于盛物器皿

2内食材的高度；将烹饪装置通电，操作温控系统让发热体6工作使锅胆1受热，锅胆1内的水

受热形成的水蒸气透过盛物器皿上的通气孔对面食加热，蒸熟面食。

[0065] 蒸粗粮时，如玉米或红薯等，将食材放入盛物器皿2内，按照上述操作步骤，也可以

先煮后蒸，或者全程水煮或全程清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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