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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品烹调方法

(57)摘要

一种粥品烹调方法，由包含供待烹调物容置

的容器、加热单元、搅拌单元及控制单元的烹调

装置执行。粥品烹调方法包含以下步骤：控制单

元控制加热单元操作在第一加热模式，以及控制

搅拌单元在第一搅拌模式维持第一作动时间。控

制单元控制加热单元从第一加热模式转为操作

在第二加热模式，以及控制搅拌单元从第一搅拌

模式转为操作在第二搅拌模式直到待烹调物的

温度达到默认温度。控制单元控制加热单元从第

二加热模式转为操作在第三加热模式，以及控制

搅拌单元从第二搅拌模式转为操作在第三搅拌

模式。借由第二搅拌速度大于第一搅拌速度及第

三搅拌速度，能够切碎待烹调物中的大颗粒食

材，且搅拌单元在前述搅拌模式皆持续进行搅拌

动作，能够有效预防糊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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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粥品烹调方法，由烹调装置执行，该烹调装置包含供待烹调物容置的容器、用于

加热该待烹调物的加热单元、用于搅拌该待烹调物的搅拌单元、用于控制该加热单元及该

搅拌单元的操作的控制单元及用于侦测该待烹调物的温度以获得感测温度的温度感测单

元；其特征在于，该烹调方法包含以下步骤：

(A)借由该控制单元控制该加热单元操作在第一加热模式，以及控制该搅拌单元在第

一搅拌模式，在该第一加热模式时，该加热单元交替地对该待烹调物加热维持第一预定加

热时间后便停止加热维持第一间隔时间，在该第一搅拌模式时，该搅拌单元交替地以第一

搅拌速度搅拌该待烹调物维持第一预定搅拌时间后便停止搅拌维持第一预定停止时间；

(B)借由该控制单元控制该加热单元从该第一加热模式转为操作在第二加热模式，以

及控制该搅拌单元从该第一搅拌模式转为操作在第二搅拌模式直到该感测温度达到默认

温度，在该第二加热模式时，该加热单元交替地对该待烹调物加热维持第二预定加热时间

后便停止加热维持第二间隔时间，在该第二搅拌模式时，该搅拌单元交替地以第二搅拌速

度搅拌该待烹调物维持第二预定搅拌时间后便停止搅拌维持第二预定停止时间；及

(C)借由该控制单元控制该加热单元从该第二加热模式转为操作在第三加热模式，以

及控制该搅拌单元从该第二搅拌模式转为操作在第三搅拌模式，在该第三加热模式时，该

加热单元交替地对该待烹调物加热维持第三预定加热时间后便停止加热维持第三间隔时

间，在该第三搅拌模式时，该搅拌单元交替地以第三搅拌速度搅拌该待烹调物维持第三预

定搅拌时间后便停止搅拌维持第三预定停止时间，该控制单元分别控制该加热单元及该搅

拌单元操作在该第三加热模式及该第三搅拌模式每间隔达第三作动时间时，还分别控制该

加热单元及该搅拌单元停止加热及停止搅拌达焖煮时间；

其中，该第二搅拌速度大于该第一搅拌速度及该第三搅拌速度。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粥品烹调方法，其特征在于：该第三预定加热时间小于该第一预

定加热时间及该第二预定加热时间，该第三间隔时间大于该第一间隔时间及该第二间隔时

间。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粥品烹调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A)中，该控制单元控制该加

热单元及该搅拌单元操作在该第一加热模式及该第一搅拌模式维持第一作动时间后便进

行步骤(B)。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粥品烹调方法，其特征在于：该第一预定加热时间及该第一间隔

时间的和等于该第一预定搅拌时间及该第一预定停止时间的和，该第二预定加热时间及该

第二间隔时间的和等于该第二预定搅拌时间及该第二预定停止时间的和，该第三预定加热

时间及该第三间隔时间的和等于该第三预定搅拌时间及该第三预定停止时间的和。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粥品烹调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A)中，该控制单元控制该加

热单元以及该搅拌单元在同一时间点分别操作在该第一加热模式及该第一搅拌模式，在步

骤(B)中，该控制单元控制该加热单元以及该搅拌单元在同一时间点分别操作在该第二加

热模式及该第二搅拌模式，在步骤(C)中，该控制单元控制该加热单元以及该搅拌单元在同

一时间点分别操作在该第三加热模式及该第三搅拌模式。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粥品烹调方法，其特征在于：该第三作动时间等于该第三预定搅

拌时间与该第三预定停止时间的和的整数倍，再加上该焖煮时间。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粥品烹调方法，其特征在于：该第一预定搅拌时间小于该第一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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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停止时间，该第二预定搅拌时间小于该第二预定停止时间，该第三预定搅拌时间小于该

第三预定停止时间。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粥品烹调方法，其特征在于：该第一预定搅拌时间、该第二预定

搅拌时间及该第三预定搅拌时间皆相同且位于在1秒至2秒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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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品烹调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烹调方法，特别是涉及一种粥品烹调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粥长久以来一直是华人文化圈常见的主食之一，粥因其容易消化的特性，一般多

为病人为调养身体所吃的食品，且在早期物资较为缺乏的年代，因应粮食短缺普遍都将谷

物如稻米、小米等以粥的方式烹煮，因添加水量较一般米饭多，能够将同等份量的谷物相较

于一般米饭烹煮出较多份量，能够让更多人食用，较能产生饱足感。

[0003] 现有的粥品烹调方法，能够由一般的加热式食物调理机例如果汁机来执行，其烹

调方法中主要是以间歇加热搭配低转速搅拌的方式对食材及米饭进行调理，最后以间歇加

热不进行搅拌的方式来焖煮。这样的方式虽能保留米的颗粒感，但对于体积较大的食材无

法切细，饭汤分离，整体平衡感不佳，且在焖煮阶段还有糊底的可能性，造成烹煮后清洗器

具时较为不便，尚有改善的空间。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不易糊底且能切碎大颗粒食材的粥品烹调方法。

[0005] 本发明粥品烹调方法由烹调装置执行，该烹调装置包含供待烹调物容置的容器、

用于加热该待烹调物的加热单元、用于搅拌该待烹调物的搅拌单元、用于控制该加热单元

及该搅拌单元的操作的控制单元及用于侦测该待烹调物的温度以获得感测温度的温度感

测单元，该烹调方法包含以下步骤：(A)借由该控制单元控制该加热单元操作在第一加热模

式，以及控制该搅拌单元在第一搅拌模式，在该第一加热模式时，该加热单元交替地对该待

烹调物加热维持第一预定加热时间后便停止加热维持第一间隔时间，在该第一搅拌模式

时，该搅拌单元交替地以第一搅拌速度搅拌该待烹调物维持第一预定搅拌时间后便停止搅

拌维持第一预定停止时间；(B)借由该控制单元控制该加热单元从该第一加热模式转为操

作在一第二加热模式，以及控制该搅拌单元从该第一搅拌模式转为操作在第二搅拌模式直

到该感测温度达到默认温度，在该第二加热模式时，该加热单元交替地对该待烹调物加热

维持第二预定加热时间后便停止加热维持第二间隔时间，在该第二搅拌模式时，该搅拌单

元交替地以第二搅拌速度搅拌该待烹调物维持第二预定搅拌时间后便停止搅拌维持第二

预定停止时间；及(C)借由该控制单元控制该加热单元从该第二加热模式转为操作在第三

加热模式，以及控制该搅拌单元从该第二搅拌模式转为操作在第三搅拌模式，在该第三加

热模式时，该加热单元交替地对该待烹调物加热维持第三预定加热时间后便停止加热维持

第三间隔时间，在该第三搅拌模式时，该搅拌单元交替地以第三搅拌速度搅拌该待烹调物

维持第三预定搅拌时间后便停止搅拌维持第三预定停止时间；其中，该第二搅拌速度大于

该第一搅拌速度及该第三搅拌速度。

[0006] 在一些实施态样中，该第三预定加热时间小于该第一预定加热时间及该第二预定

加热时间，该第三间隔时间大于该第一间隔时间及该第二间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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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在一些实施态样中，在步骤(A)中，该控制单元控制该加热单元及该搅拌单元操作

在该第一加热模式及该第一搅拌模式维持第一作动时间后便进行步骤(B)。

[0008] 在一些实施态样中，该第一预定加热时间及该第一间隔时间的和等于该第一预定

搅拌时间及该第一预定停止时间的和，该第二预定加热时间及该第二间隔时间的和等于该

第二预定搅拌时间及该第二预定停止时间的和，该第三预定加热时间及该第三间隔时间的

和等于该第三预定搅拌时间及该第三预定停止时间的和。

[0009] 在一些实施态样中，在步骤(A)中，该控制单元控制该加热单元以及该搅拌单元在

同一时间点分别操作在该第一加热模式及该第一搅拌模式，在步骤(B)中，该控制单元控制

该加热单元以及该搅拌单元在同一时间点分别操作在该第二加热模式及该第二搅拌模式，

在步骤(C)中，该控制单元控制该加热单元以及该搅拌单元在同一时间点分别操作在该第

三加热模式及该第三搅拌模式。

[0010] 在一些实施态样中，在步骤(C)中，该控制单元分别控制该加热单元及该搅拌单元

操作在该第三加热模式及该第三搅拌模式每间隔达第三作动时间时，还分别控制该加热单

元及该搅拌单元停止加热及停止搅拌达焖煮时间。

[0011] 在一些实施态样中，该第三作动时间等于该第三预定搅拌时间与该第三预定停止

时间的和的整数倍，再加上该焖煮时间。

[0012] 在一些实施态样中，该第一预定搅拌时间小于该第一预定停止时间，该第二预定

搅拌时间小于该第二预定停止时间，该第三预定搅拌时间小于该第三预定停止时间。

[0013] 在一些实施态样中，该第一预定搅拌时间、该第二预定搅拌时间及该第三预定搅

拌时间皆相同且位于在1秒至2秒的范围内。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借由该控制单元控制该加热单元分别操作在该第一加热

模式、该第二加热模式及该第三加热模式，以及控制该搅拌单元在该第一搅拌模式、该第二

搅拌模式及该第三搅拌模式，因第二搅伴模式中的该第二搅拌速度大于第一搅拌速度及该

第三搅拌速度，能够切碎该待烹调物中的大颗粒食材，且因该搅拌单元在该第一搅拌模式、

该第二搅拌模式及该第三搅拌模式皆持续进行搅拌动作，能够有效预防糊底。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一方块图，说明本发明粥品烹调方法所适用的一烹调装置；及

[0016] 图2是一流程图，说明本发明粥品烹调方法的一实施例。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18] 参阅图1与图2，本发明粥品烹调方法的一实施例，是由一烹调装置执行，该烹调装

置包含一供一待烹调物10容置的容器1、一用于加热该待烹调物10的加热单元2、一用于搅

拌该待烹调物10的该搅拌单元3、一用于控制该加热单元2及该搅拌单元3的操作的控制单

元4及一用于侦测该待烹调物10的温度以获得一感测温度的温度感测单元5。举例来说，一

使用者将该待烹调物10置于该烹调装置的该容器1中，并按下启动键以执行该粥品烹调方

法。在本实施例中，该烹调装置可例如为一果汁机，该待烹调物10包含有水、米饭及各式食

材，但不以此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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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该粥品烹调方法包含以下步骤S1～S3。

[0020] 在步骤S1中，首先该控制单元4控制该加热单元2操作在一第一加热模式，以及控

制该搅拌单元3在一第一搅拌模式维持一第一作动时间。在该第一加热模式时，该加热单元

2交替地对该待烹调物10加热维持一第一预定加热时间后便停止加热维持一第一间隔时

间，在该第一搅拌模式时，该搅拌单元3交替地以一第一搅拌速度搅拌该待烹调物10维持一

第一预定搅拌时间后便停止搅拌维持一第一预定停止时间。

[0021] 举例来说，该第一作动时间、该第一预定加热时间、该第一间隔时间、该第一搅拌

速度、该第一预定搅拌时间、及该第一预定停止时间分别是7分钟、3秒、3秒、100转/分

(rpm)、1秒、及5秒。即该加热单元2是交替地对该待烹调物10加热3秒后便停止加热3秒，进

行间歇式的加热。该搅拌单元3则是交替地以100rpm的转速搅拌该待烹调物10达1秒后便停

止搅拌维持5秒的时间，以防止该待烹调物10在加热过程中沾黏于该容器1的底部导致糊底

的情形发生。当该加热单元2及该搅拌单元3分别在该第一加热模式及该第一搅拌模式维持

7分钟后，便完成步骤S1进入下一步骤S2。

[0022] 其中，在本实施例中，该第一预定加热时间及该第一间隔时间的和等于该第一预

定搅拌时间及该第一预定停止时间的和，即皆为6秒，而在其它的实施例中，并不以此为限。

此外，该控制单元4分别控制该加热单元2以及该搅拌单元3在同一时间点开始操作在该第

一加热模式及该第一搅拌模式，意即搅拌及加热的动作是同时开始进行的，但不以此为限，

也就是说，这两个动作的起始时间点在其它实施例中可以是不同的。

[0023] 在步骤S2中，该控制单元4控制该加热单元2从该第一加热模式转为操作在一第二

加热模式，以及控制该搅拌单元3从该第一搅拌模式转为操作在一第二搅拌模式直到该感

测温度达到一默认温度。在该第二加热模式时，该加热单元2交替地对该待烹调物10加热维

持一第二预定加热时间后便停止加热维持一第二间隔时间，在该第二搅拌模式时，该搅拌

单元3交替地以一第二搅拌速度搅拌该待烹调物10维持一第二预定搅拌时间后便停止搅拌

维持一第二预定停止时间。

[0024] 举例来说，该默认温度、该第二预定加热时间、该第二间隔时间、该第二搅拌速度、

该第二预定搅拌时间、及该第二预定停止时间分别是100℃、3秒、3秒、10000rpm、1秒、及5

秒。即该加热单元2是交替地对该待烹调物10加热3秒后便停止加热3秒，进行间歇式的加

热。搅拌单元3则是交替地以10000rpm的高转速搅拌该待烹调物10达1秒后便停止搅拌维持

5秒的时间，透过瞬间脉冲式的高速搅拌将该待烹调物10中大颗粒的食材切碎，同时保留住

米的颗粒感，并能防止该待烹调物10在加热过程中沾黏于该容器1的底部导致糊底的情形

发生。当该感测温度达到100℃后，便完成步骤S2进入下一步骤S3。

[0025] 其中，在本实施例中，该第二预定加热时间及该第二间隔时间的和等于该第二预

定搅拌时间及该第二预定停止时间的和，即皆为6秒，而在其它的实施例中，并不以此为限。

此外，该控制单元4分别控制该加热单元2以及该搅拌单元3在同一时间点开始操作在该第

二加热模式及该第二搅拌模式，意即搅拌及加热的动作是同时开始进行的，但不以此为限，

也就是说，这两个动作的起始时间点在其它实施例中可以是不同的。

[0026] 在步骤S3中，该控制单元4控制该加热单元2从该第二加热模式转为操作在一第三

加热模式，以及控制该搅拌单元3从该第二搅拌模式转为操作在一第三搅拌模式。在该第三

加热模式时，该加热单元2交替地对该待烹调物10加热维持一第三预定加热时间后便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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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维持一第三间隔时间，在该第三搅拌模式时，该搅拌单元3交替地以一第三搅拌速度搅

拌该待烹调物10维持一第三预定搅拌时间后便停止搅拌维持一第三预定停止时间。该控制

单元4分别控制该加热单元2及该搅拌单元3操作在该第三加热模式及该第三搅拌模式每间

隔达一第三作动时间时，还分别控制该加热单元2及该搅拌单元3停止加热及停止搅拌达一

焖煮时间。该第三作动时间等于该第三预定搅拌时间与该第三预定停止时间的和的整数

倍，再加上该焖煮时间。

[0027] 举例来说，该第三预定加热时间、该第三间隔时间、该第三搅拌速度、该第三预定

搅拌时间、及该第三预定停止时间分别是2秒、4秒、100rpm、1秒、及5秒。即该加热单元2是交

替地对该待烹调物10加热2秒后便停止加热4秒，进行间歇式的加热。该搅拌单元3则是交替

地以100rpm的转速搅拌该待烹调物10达1秒后便停止搅拌维持5秒的时间，以防止该待烹调

物10在加热过程中沾黏于该容器1的底部导致糊底的情形发生。该焖煮时间例如是12秒，而

该第三作动时间例如是60秒，即该第三预定搅拌时间与该第三预定停止时间的和的8倍(也

是该第三预定加热时间与该第三间隔时间的和的8倍，即48秒)，再加上该焖煮时间(即12

秒)。当该加热单元2及该搅拌单元3操作在该第三加热模式及该第三搅拌模式每间隔达60

秒时，即在该第三加热模式及该第三搅拌模式的第48秒、108秒、168秒、228秒等时刻，该控

制单元4便控制该加热单元2及该搅拌单元3停止加热及搅拌12秒，对该待烹调物10进行焖

煮，能够使食材的鲜味充分融入粥内，并且避免食材有未煮熟的情况发生。

[0028] 需要说明的是，第三加热模式中的第三预定加热时间是小于前两个步骤S1、S2中

的第一预定加热时间及第二预定加热时间，第三间隔时间则是大于第一间隔时间及第二间

隔时间，其原因在于，在步骤S3时，该待烹调物10的温度为接近100℃的高温状态，不需要太

强的加热效果，因此将加热时间缩短并延长不加热的时间，使该待烹调物10的温度能够维

持在90℃～100℃之间进行焖煮。其中，该第三预定加热时间及该第三间隔时间的和等于该

第三预定搅拌时间及该第三预定停止时间的和，即皆为6秒，但不以此为限。而该控制单元4

控制该加热单元2以及该搅拌单元3在同一时间点分别操作在该第三加热模式及该第三搅

拌模式，意即搅拌及加热的动作是同时开始进行的，但不以此为限，也就是说，这两个动作

的起始时间点在其它实施例中可以是不同的。

[0029] 综上所述，本发明粥品烹调方法借由该控制单元4控制该加热单元2分别操作在该

第一加热模式、该第二加热模式及该第三加热模式，以及控制该搅拌单元3在该第一搅拌模

式、该第二搅拌模式及该第三搅拌模式，因第二搅伴模式中的该第二搅拌速度大于第一搅

拌速度及该第三搅拌速度，能够切碎该待烹调物10中的大颗粒食材，且因该搅拌单元3在该

第一搅拌模式、该第二搅拌模式及该第三搅拌模式皆持续进行搅拌，能够有效预防糊底，故

确实能达成本发明的目的。再者，借由步骤S3中保持不加热也不搅拌以进行焖煮，更能够使

食材的鲜味充分融入粥内，并且避免食材有未煮熟的情况发生。

[0030] 惟以上所述者，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而已，当不能以此限定本发明实施的范围，凡

是依本发明权利要求书及说明书内容所作的简单的等效变化与修饰，皆仍属本发明涵盖的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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