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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改进型中餐燃气炒菜灶，包

括燃烧器和燃气灶壳体，所述燃烧器安装在所述

燃气灶壳体内，所述燃烧器具有纵向燃烧器壳

体，所述纵向燃烧器壳体具有内部腔室、主燃烧

器槽、引导燃烧器槽。本发明能够稳定火焰，增加

燃烧效率，尤其通过加热灶体周边的空气，既避

免了燃烧的火焰对烹饪的食材直接灼烧引燃内

部食用油或食材造成口感的不适，又同时能够保

证锅内被烹饪的食材始终处于一个均匀的温度

范围，同时减少了熄火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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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中餐燃气炒菜灶，包括燃烧器和燃气灶壳体，所述燃烧器安装在所述燃气灶壳

体内，所述燃烧器具有纵向燃烧器壳体，所述纵向燃烧器壳体具有内部腔室、主燃烧器槽、

引导燃烧器槽，所述主燃烧器槽和所述引导燃烧器槽在所述纵向燃烧器壳体的长度上延

伸；所述主燃烧器槽和所述引导燃烧器槽设置在纵向燃烧器壳体的上表面中，并与所述内

部腔室连通；所述燃烧器包括外部腔室，所述外部腔室由所述纵向燃烧器壳体上方的罩壳

构成；所述罩壳具有两个相对的端壁和周壁；所述周壁具有部分圆柱形部分和切向连续的

平面部分；其中部分圆柱形部分安装在所述纵向燃烧器壳体的端部凸缘上，并通过端部凸

缘螺钉固定在所述燃烧器壳体的端部凸缘上；所述平面部分向上延伸并与所述端壁一起形

成所述外部腔室的开口，所述外部腔室的开口与主火焰端口和引导火焰端口相对应；所述

罩壳的端壁在所述纵向燃烧器壳体的端部凸缘和开口之间的相对端处，部分地封闭所述外

部腔室；所述端部凸缘自身在其端部处封闭所述外部腔室的其余部分；其特征在于：所述周

壁的一部分在纵向燃烧器壳体的端部凸缘之间延伸，并且紧紧抵靠在纵向燃烧器壳体上表

面相对的一侧，将所述外部腔室中的剩余部分分为左侧腔和右侧腔；所述左侧腔和右侧腔

分别与气流通道连通；所述周壁的部分圆柱形部分在其相对的两端具有支腿结构；通过所

述支腿结构所述周壁安装在所述纵向燃烧器壳体的端部凸缘上；所述纵向燃烧器壳体的上

表面中还设置限流管道，通过所述限流管道所述内部腔室和所述引导燃器槽之间能够连

通；所述主燃烧器槽和所述引导燃烧器槽中分别布置有主燃烧器火焰形成组件和引导燃烧

器火焰形成组件，它们分别形成了主火焰端口和引导火焰端口；所述内部腔室通过混合管

道供给可燃混合气，所述可燃混合气在所述主火焰端口和引导火焰端口处点火时分别形成

主火焰和引导火焰；所述内部腔室围绕燃烧器轴线呈部分圆柱形；所述纵向燃烧器壳体构

成可燃混合气通道，该通道在两端由端盖封闭，所述端盖安装在所述纵向燃烧器壳体端部

凸缘上，并由若干凸缘螺栓固定；所述纵向燃烧器壳体关于平面对称，其中燃烧器轴线位于

所述圆柱形中心线上；在所述平面部分靠近火焰基部的位置设置挡板；所述挡板通过挡板

螺钉固定到所述平面部分上，还通过挡板螺钉固定到周壁上V形的间隔支架，来将其间隔

开；所述周壁下部为圆柱形互补部分，所述圆柱形互补部分设置有纵向凸缘，所述纵向凸缘

之间具有间隔，以形成限制槽，所述纵向凸缘之间设有间隔件，所述间隔件通过间隔螺栓保

持固定，所述间隔螺栓另外所述圆柱形互补部分彼此锁定。

2.一种使用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餐燃气炒菜灶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燃气灶壳体

中，四周未与燃气混合的纯净空气沿所述燃气灶壳体四周向上流过燃烧器，被燃烧器的火

焰加热；所述内部腔室通过混合管道供给可燃混合气，所述可燃混合气在所述主火焰端口

和引导火焰端口处点火时分别形成主火焰和引导火焰；空气通过形成在周壁中的纵向开口

进入腔室部分，通过从其上撞击挡板，挡板将空气引导到所述纵向开口中，并因此引导到外

部腔室中；进入该外部腔室的空气在流经气流通道和开口后，变得平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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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中餐燃气炒菜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燃气灶，特别是一种改进型中餐燃气炒菜灶。

背景技术

[0002] 近几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家用灶具数量得到迅速增加，并且还在以每年

大约7％的速度增加。在燃气具市场，燃气灶具已经成为家庭不可缺少的厨房电器之一，并

且占据主流地位。随着不同的厂家对燃气灶具的不断研究，燃气灶具设计技术上的先天不

足所带来的问题，愈来愈受到研发人员重视，其存在的主要技术问题如下：国家标准规定，

嵌入式燃气灶具热效率大于50％，台式燃气灶具热效率大于55％，在实际产品开发测试中，

嵌入式家用燃气灶具的实际测试热效率平均在50～54％之间(完全预混式的燃烧器具采用

红外线燃烧原理或采用鼓风方式防止外界对流风影响、积聚热量的节能装置以及技术的嵌

入式和台式家用燃气灶具等不包括在内)，比台式家用燃气灶具的实际测试热效率平均低

百分之五左右，测试对比计算表明，其热量损失比台式家用燃气灶具平均高百分之九左右。

因为受设计结构的限制，嵌入式燃气灶具在实际燃烧时，补给的空气总是低于台式家用燃

气灶具的空气补给，因此，为保证燃烧烟气中CO浓度不超标，设计上一般只好提高锅支架的

高度，以利于空气的补充，虽然保证了燃烧烟气中CO浓度不超标，但却导致嵌入式燃气灶具

的热效率难以达到台式燃气灶热效率的标准，这是燃烧技术上的一个开发难点。

[0003] 而中餐烹饪由于经常采用煎炸炒烹的制作方式，对燃气灶火力要求很高，因而市

场上急需一种能够满足中餐式烹饪要求的燃气灶。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情况，为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之目的就是提供一种中餐

燃气炒菜灶，可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0005] 其解决的技术方案是一种中餐燃气炒菜灶，包括燃烧器10和燃气灶壳体12，其特

征在于，所述燃烧器10安装在所述燃气灶壳体12内，所述燃烧器10具有纵向燃烧器壳体16，

所述纵向燃烧器壳体16具有内部腔室18、主燃烧器槽20、引导燃烧器槽22，所述主燃烧器槽

20和所述引导燃烧器槽22在所述纵向燃烧器壳体16的长度上延伸；所述主燃烧器槽20和所

述引导燃烧器槽22设置在纵向燃烧器壳体16的上表面24中，并与所述内部腔室18连通；

[0006] 进一步地，所述纵向燃烧器壳体16的上表面24中还设置限流管道26，通过所述限

流管道26所述内部腔室18和所述引导燃器槽22之间能够连通；所述主燃烧器槽20和所述引

导燃烧器槽22中分别布置有主燃烧器火焰形成组件28和引导燃烧器火焰形成组件30，它们

分别形成了主火焰端口32和引导火焰端口34；所述内部腔室18通过混合管道36供给可燃混

合气，所述可燃混合气在所述主火焰端口32和引导火焰端口34处点火时分别形成主火焰F

和引导火焰P；所述内部腔室18围绕燃烧器轴线x呈部分圆柱形；所述纵向燃烧器壳体16构

成可燃混合气通道，该通道在两端由端盖38封闭，所述端盖38安装在所述纵向燃烧器壳体

16端部凸缘42上，并由若干凸缘螺栓40固定；所述纵向燃烧器壳体16关于平面P对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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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器轴线x位于所述圆柱形中心线上；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燃烧器10包括外部腔室50，所述外部腔室50由所述纵向燃烧器壳

体16上方的罩壳52构成；所述罩壳52具有两个相对的端壁54和周壁56；所述周壁56具有部

分圆柱形部分58和切向连续的平面部分60；其中部分圆柱形部分58安装在所述纵向燃烧器

壳体16的端部凸缘42上，并通过端部凸缘螺钉62固定在所述燃烧器壳体16的端部凸缘42

上；所述平面部分60向上延伸并与所述端壁54一起形成所述外部腔室50的开口64，所述外

部腔室的开口64与所述主火焰端口32和引导火焰端口34相对应；所述罩壳52的端壁54在所

述纵向燃烧器壳体16的端部凸缘42和开口64之间的相对端处，部分地封闭所述外部腔室

50；所述端部凸缘42自身在其端部处封闭所述外部腔室50的其余部分。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罩壳52的端壁54下端连接下端板66，所述下端板66设置在所述端

部凸缘42和端盖38之间；所述周壁56的两端部通过周壁端螺钉68固定到外侧凸缘70；所述

纵向燃烧器壳体16的上表面24和开口64之间构成所述外部腔室50的气流通道72，所述气流

通道72在所述上表面24的两侧76和78处向所述外部腔室50的剩余部分74开放，形成流通路

径。这样，外部腔室50的气流通道72的深度足以将燃烧器的临界火焰区域直接屏蔽到待加

热的通过空气流上，也就是说能够保证火焰稳定燃烧的同时，防止流动空气形成一定的真

空区域进而导致火焰熄灭；而这是目前中餐式燃气大锅灶在烹饪炒菜过程中一加大燃气流

量或加大火焰效能就导致莫名熄火的主要原因之一。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罩壳52在与纵向燃烧器壳体16的上表面24相对的侧部设置有限制

槽80，所述限制槽80沿着所述外部腔室50的纵向上延伸，并且流经该限制槽的气流通过该

限制槽后进入所述外部腔室50；由于所述外部腔室50空间较大，进入的气流压力和速度会

显著降低，并且当其进入外部腔室50时，所述气流可能立即产生的任何湍流将在其接近气

流通道72时被大部分缓冲均衡掉，进而使得进入该外部腔室的气流在流经气流通道72和开

口64后，会变得平顺，从而减少真空度，但又不会对火焰的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

[0010] 进一步地，在所述平面部分60靠近火焰基部的位置设置挡板82；所述挡板82通过

挡板螺钉84固定到所述平面部分60上，还通过挡板螺钉84固定到周壁56上V形的间隔支架

86，来将其间隔开；所述周壁56下部为圆柱形互补部分88和90中，所述圆柱形互补部分88和

90设置有纵向凸缘92，所述纵向凸缘92之间具有间隔，以形成所述限制槽80，所述纵向凸缘

92之间设有间隔件94，所述间隔件94通过间隔螺栓96保持固定，所述间隔螺栓96另外所述

圆柱形互补部分88和90彼此锁定。此外，所述罩壳52具有水滴状的横截面，其提供相对小的

阻力。

[0011] 本发明在不断改进实验中还发现，上述技术还存在一些燃烧不充分、火焰不稳定

的问题，为此本发明又提出了一种改进型的中餐燃气炒菜灶，参见图3，其示出了改进的燃

烧器10a，其不同于图1和2的所述燃烧器10。

[0012] 图1和2主要通过外部腔室50a来稳定火焰增加燃烧效果。但改进后的燃气炒菜，它

具有较小的尺寸和体积，并且还仅围绕燃烧器壳体16a来做改进，这就大大节约了研发成

本。

[0013] 在这种改进的燃烧器中，罩壳52a除了包含部分圆柱形部分58a之外，绝大方面与

之前的罩壳构造相似。周壁56a的一部分在纵向燃烧器壳体16a的端部凸缘42a之间延伸，并

且仅仅抵靠在纵向燃烧器壳体上表面24a相对的一侧，从而将所述外部腔室50a中的剩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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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74a分为左侧腔100和右侧腔102。所述左侧腔100和右侧腔102分别与气流通道72a连通。

周壁56a的部分圆柱形部分58a在其相对的两端具有支腿结构104；通过支腿结构104所述周

壁56a安装在所述纵向燃烧器壳体的端部凸缘42a上。空气通过形成在周壁56a中的纵向开

口106进入腔室部分100和102，通过从其上撞击挡板108，挡板108将空气引导到开口106中，

并因此引导到外部腔室50a中。

[0014] 一种使用上述中餐燃气炒菜灶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燃气灶壳体12中，四周未与

燃气混合的纯净空气沿所述燃气灶壳体四周向上流过燃烧器，被燃烧器的火焰加热；所述

内部腔室18通过混合管道36供给可燃混合气，所述可燃混合气在所述主火焰端口32和引导

火焰端口34处点火时分别形成主火焰F和引导火焰P；流经所述限制槽的气流通过该限制槽

后进入所述外部腔室50；进入该外部腔室的气流在流经气流通道72和开口64后，变得平顺。

[0015] 一种使用上述改进型中餐燃气炒菜灶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燃气灶壳体12中，四

周未与燃气混合的纯净空气沿所述燃气灶壳体四周向上流过燃烧器，被燃烧器的火焰加

热；所述内部腔室18通过混合管道36供给可燃混合气，所述可燃混合气在所述主火焰端口

32和引导火焰端口34处点火时分别形成主火焰F和引导火焰P；空气通过形成在周壁56a中

的纵向开口106进入腔室部分100和102，通过从其上撞击挡板108，挡板108将空气引导到所

述纵向开口106中，并因此引导到外部腔室50a中。；进入该外部腔室的空气在流经气流通道

72和开口64后，变得平顺。

[0016] 本发明通过上述方式，能够稳定火焰，增加燃烧效率，尤其通过加热灶体周边的空

气，既避免了燃烧的火焰对烹饪的食材直接灼烧引燃内部食用油或食材造成口感的不适，

又同时能够保证锅内被烹饪的食材始终处于一个均匀的温度范围，同时减少了熄火现象。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结构图。

[0018] 图2为图1的横截面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的又一实施例横截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1] 如图所示，一种中餐燃气炒菜灶，包括燃烧器10，其中燃烧器10安装在燃气灶壳体

12内，在燃气灶壳体12中，四周未与燃气混合的纯净空气沿箭头14的方向流过燃烧器，以便

被燃烧器的火焰加热。燃烧器10具有纵向燃烧器壳体16，其具有内部腔室18以及主燃烧器

槽20和引导燃烧器槽22，主燃烧器槽20和引导燃烧器槽22在所述纵向燃烧器壳体16的长度

上延伸。主燃烧器槽20和引导燃烧器槽22设置在纵向燃烧器壳体16的上表面24中，并与所

述内部腔室18连通。在纵向燃烧器壳体16的上表面24中还设置限流管道26，通过所述限流

管道26所述内部腔室18和所述引导燃器槽22之间能够连通。在主燃烧器槽20和引导燃烧器

槽22中分别布置有主燃烧器火焰形成组件28和引导燃烧器火焰形成组件30，它们分别形成

了主火焰端口32和引导火焰端口34。所述内部腔室18通过混合管道36供给可燃的空气和燃

气混合物，简称可燃混合气，所述可燃混合气在主火焰端口32和引导火焰端口34处点火时

分别形成主火焰F和引导火焰P。所述内部腔室18围绕燃烧器轴线x呈部分圆柱形。所述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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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器壳体16构成可燃混合气通道，该通道在两端由端盖38封闭，所述端盖38安装在所述

纵向燃烧器壳体16端部凸缘42上，并由若干凸缘螺栓40固定。所述纵向燃烧器壳体16关于

平面P对称，其中燃烧器轴线x位于所述圆柱形中心线上。

[0022] 本发明燃气灶所采用的燃烧器能够大大提高火焰效能，因而非常适宜作为中餐燃

气灶来使用。供应到内部腔室18的可燃混合气形成主火焰F和引导火焰P，而需要任何额外

的外部空气或者对空气进行二次燃烧。

[0023] 在实际烹饪适用过程中，空气和燃气在通常的预混合器(本发明的图中未示出，但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明了)中以给定的比例预混合，并且混合气以可变的体积流速传导到

所述内部腔室18中，以维持相应所需要的火焰。在实际生产中，本发明选择合适的混合比以

获得火焰的最佳热强度。

[0024] 进一步地，所述燃烧器10还包括外部腔室50，所述外部腔室50由所述纵向燃烧器

壳体16上方的罩壳52构成。所述罩壳52具有两个相对的端壁54和周壁56。所述周壁56具有

部分圆柱形部分58和切向连续的平面部分60。其中部分圆柱形部分58安装在所述纵向燃烧

器壳体16的端部凸缘42上，并他那个过端部凸缘螺钉62固定在所述燃烧器壳体16的端部凸

缘42上。所述平面部分60向上延伸并与所述端壁54一起形成所述外部腔室50的开口64，所

述外部腔室的开口64与所述主火焰端口32和引导火焰端口34相对应。所述罩壳52的端壁54

在所述纵向燃烧器壳体16的端部凸缘42和开口64之间的相对端处，部分地封闭所述外部腔

室50；而端部凸缘42自身在其端部处封闭所述外部腔室50的其余部分。

[0025] 所述罩壳52的端壁54下端连接下端板66，所述下端板66设置在所述端部凸缘42和

端盖38之间。所述周壁56的两端部通过周壁端螺钉68固定到外侧凸缘70。纵向燃烧器壳体

16的上表面24和开口64之间构成所述外部腔室50的气流通道72，所述气流通道72在所述上

表面24的两侧76和78处向所述外部腔室50的剩余部分74开放，从而形成流通路径。这样，外

部腔室50的气流通道72的深度足以将燃烧器的临界火焰区域直接屏蔽到待加热的通过空

气流上，也就是说能够保证火焰稳定燃烧的同时，防止流动空气形成一定的真空区域进而

导致火焰熄灭；而这是目前中餐式燃气大锅灶在烹饪炒菜过程中一加大燃气流量或加大火

焰效能就导致莫名熄火的主要原因之一。

[0026] 所述罩壳52在与纵向燃烧器壳体16的上表面24相对的侧部设置有限制槽80，所述

限制槽80沿着所述外部腔室50的纵向上延伸，并且流经该限制槽的气流通过该限制槽后进

入所述外部腔室50。由于所述外部腔室50空间较大，进入的气流压力和速度会显著降低，并

且当其进入外部腔室50时，所述气流可能立即产生的任何湍流将在其接近气流通道72时被

大部分缓冲均衡掉，进而使得进入该外部腔室的气流在流经气流通道72和开口64后，会变

得平顺，从而减少真空度，但又不会对火焰的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

[0027] 在实际生产中，基于上述效果，将这种流动的空气传递到更靠近引导火焰和主火

焰F的基部b的位置。为此，本发明在平面部分60靠近火焰基部的位置设置82来增强上述效

果。所述挡板82通过挡板螺钉84固定到所述平面部分60上，还通过挡板螺钉84固定到周壁

56上V形的间隔支架86，来将其间隔开。所述周壁56下部为圆柱形互补部分88和90中，所述

圆柱形互补部分88和90设置有纵向凸缘92，所述纵向凸缘92之间具有间隔，以形成所述限

制槽80，所述纵向凸缘92之间设有间隔件94，所述间隔件94通过间隔螺栓96保持固定，所述

间隔螺栓96另外所述圆柱形互补部分88和90彼此锁定。此外，所述罩壳52具有水滴状的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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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图2)，其提供相对小的阻力。

[0028] 本发明在不断改进实验中还发现，上述技术还存在一些燃烧不充分、火焰不稳定

的问题，为此本发明又提出了一种改进型的中餐燃气炒菜灶，参见图3，其示出了改进的燃

烧器10a，其不同于图1和2的所述燃烧器10。

[0029] 图1和2主要通过外部腔室50a来稳定火焰增加燃烧效果。但改进后的燃气炒菜，它

具有较小的尺寸和体积，并且还仅围绕燃烧器壳体16a来做改进，这就大大节约了研发成

本。

[0030] 在这种改进的燃烧器中，罩壳52a除了包含部分圆柱形部分58a之外，绝大方面与

之前的罩壳构造相似。周壁56a的一部分在纵向燃烧器壳体16a的端部凸缘42a之间延伸，并

且仅仅抵靠在纵向燃烧器壳体上表面24a相对的一侧，从而将所述外部腔室50a中的剩余部

分74a分为左侧腔100和右侧腔102。所述左侧腔100和右侧腔102分别与气流通道72a连通。

周壁56a的部分圆柱形部分58a在其相对的两端具有支腿结构104；通过支腿结构104所述周

壁56a安装在所述纵向燃烧器壳体的端部凸缘42a上。空气通过形成在周壁56a中的纵向开

口106进入腔室部分100和102，通过从其上撞击挡板108，挡板108将空气引导到开口106中，

并因此引导到外部腔室50a中。

[0031] 本发明通过上述方式，能够稳定火焰，增加燃烧效率，尤其通过加热灶体周边的空

气，既避免了燃烧的火焰对烹饪的食材直接灼烧引燃内部食用油或食材造成口感的不适，

又同时能够保证锅内被烹饪的食材始终处于一个均匀的温度范围，同时减少了熄火现象。

[0032] 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本质特征的情况下，本发明可以以不同于本文所述的其

他特定方式实施，因此，本发明的实施方案在所有方面都被认为是说明性的而非限制性的，

并且在所附权利要求的含义和等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都旨在包含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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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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