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21089121.3

(22)申请日 2017.08.29

(73)专利权人 昆山好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15332 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花桥镇

花安路168号1725室

(72)发明人 刘薇　

(74)专利代理机构 苏州创元专利商标事务所有

限公司 32103

代理人 孙仿卫　方中

(51)Int.Cl.

A47J 36/2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对流分子料理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对流分子料理机，其包括

底座、设置在底座上且具有开口朝上溶质空间的

壳体、罩设在壳体开口部的罩壳、以及加热装置，

其中在壳体内还设有用于放置待加热物品且具

有对流孔的对流架，对流分子料理机还包括位于

壳体内能够使得加热介质流动的搅拌机构、以及

能够根据加热介质或待加热物品的温度智能控

制加热装置工作的控制系统，其中在搅拌机构的

带动下，位于对流架上下方的加热介质自对流孔

进行对流交换并形成环流。本实用新型能够在加

热介质未沸腾时，实现环形对流，从而快速且均

匀的实现饮食产品的加热，且温度可控，方便拿

取，不会烫手，同时，取出后可直接饮用，非常符

合现在人们生活快节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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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对流分子料理机，其包括底座、设置在所述底座上且具有开口朝上溶质空间的

壳体、罩设在所述壳体开口部的罩壳、以及用于对位于所述壳体内加热介质进行加热的加

热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的壳体内还设有用于放置待加热物品且具有对流孔的对流架，

所述的对流分子料理机还包括位于所述壳体内能够使得加热介质流动的搅拌机构、以及能

够根据加热介质或所述待加热物品的温度智能控制所述加热装置工作的控制系统，其中在

所述搅拌机构的带动下，位于所述对流架上下方的加热介质自所述的对流孔进行对流交换

并形成环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对流分子料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对流架包括水平设置在

所述壳体内且用于放置待加热物品的对流板、自所述对流板的底部向所述壳体底部延伸并

形成底部敞开四周闭合的环形套，其中所述的对流孔设置在所述对流板上，在所述的搅拌

机构的带动下，加热介质自所述环形套外周向上流过所述的对流板，然后自所述对流板流

入所述环形套内并自底部流回所述环形套外周形成环流。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对流分子料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环形套位于所述对流板

的中部，且在所述的环形套底部设有缺口，所述的缺口有多个，且绕着所述环形套周向分

布，当加热介质流入所述环形套内后，自所述缺口向所述环形套外周流出。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对流分子料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搅拌机构包括马达、

磁力转子、以及位于所述环形套底部且能够随着所述磁力转子的转动而转动的磁力扰流

子。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对流分子料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马达和磁力转子均暗藏

在所述底座内，所述的搅拌机构还包括用于向所述马达供电的电池组件。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对流分子料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控制系统包括用于检测

所述壳体内加热介质温度或待加热产品温度的传感器、能够接收所述传感器的信息操控所

述加热装置启停的处理单元。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对流分子料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处理单元包括能够有线

或无线与所述的传感器信号连通的接收器、与所述接收器相连通且能够显示和设置加热温

度和时间的用户终端、以及将所述用户终端与所述加热装置相连通的处理器，其中用户终

端可以设定目标值，当加热介质温度或待加热产品温度达到设定目标值后，或者加热时间

达到目标值时，所述的处理器向所述加热装置下达停止加热指令。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对流分子料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用户终端通过APP程序

的电子产品来控制。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对流分子料理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壳体底部设置自底面向

内凹陷的安装槽，所述的加热装置包括与所述安装槽相匹配的电加热盘。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对流分子料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底座包括底板、自所述

底板的外周自下而上外径逐渐变小的锥形台支撑部，所述的壳体底部架设在所述锥形台支

撑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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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流分子料理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饮食产品加热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对流分子料理机。

背景技术

[0002] 饮食产品，如常见牛奶或饮料，尤其是在冬天，为了符合人们的饮食需求，大多数

需要加热后，再饮用。

[0003] 目前，最常见的加热方式，将牛奶或饮料导入杯中，然后方式水中，通过对水温的

控制，来实现牛奶或饮料的加热。然而，水在加热过程中，其存在以下缺陷：

[0004] 1）、当水温没有达到沸点时，其流动性较差，会出现局部温度较高，局部温度较低

的现象，从而无法均匀的对牛奶或饮料进行加热，导致加热的时间长，且能源损耗大；

[0005] 2）、若是等水沸腾后，虽然流动性有了（受热均匀了），但是此时的牛奶或饮料处于

加热过度状态，一方面拿取时候容易烫手，另一方面由于温度过高，也不能直接饮用，无法

满足现在人们生活快节凑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改进的对流分

子料理机，其能够在加热介质未沸腾时，实现环形对流，从而快速且均匀的实现饮食产品的

加热，且温度可控，方便拿取，不会烫手，同时，取出后可直接饮用，非常符合现在人们生活

快节凑的要求。

[0007] 为解决以上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对流分子料理机，其包括底座、设置在底座上且具有开口朝上溶质空间的壳

体、罩设在壳体开口部的罩壳、以及用于对位于壳体内加热介质进行加热的加热装置，其中

在壳体内还设有用于放置待加热物品且具有对流孔的对流架，对流分子料理机还包括位于

壳体内能够使得加热介质流动的搅拌机构、以及能够根据加热介质或待加热物品的温度智

能控制加热装置工作的控制系统，其中在搅拌机构的带动下，位于对流架上下方的加热介

质自对流孔进行对流交换并形成环流。

[0009] 优选地，对流架包括水平设置在壳体内且用于放置待加热物品的对流板、自对流

板的底部向壳体底部延伸并形成底部敞开四周闭合的环形套，其中对流孔设置在对流板

上，在搅拌机构的带动下，加热介质自环形套外周向上流过对流板，然后自对流板流入环形

套内并自底部流回环形套外周形成环流。

[0010] 优选地，环形套位于对流板的中部，且在环形套底部设有缺口，该缺口有多个，且

绕着环形套周向分布，当加热介质流入环形套内后，自缺口向环形套外周流出。

[0011]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具体实施和优选方面，搅拌机构包括马达、磁力转子、以及

位于环形套底部且能够随着磁力转子的转动而转动的磁力扰流子。

[0012] 优选地，马达和磁力转子均暗藏在底座内，搅拌机构还包括用于向马达供电的电

池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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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又一个具体实施和优选方面，控制系统包括用于检测壳体内加

热介质温度或待加热产品温度的传感器、能够接收传感器的信息操控加热装置启停的处理

单元。

[0014] 优选地，处理单元包括能够有线或无线与传感器信号连通的接收器、与接收器相

连通且能够显示和设置加热温度和时间的用户终端、以及将用户终端与加热装置相连通的

处理器，其中用户终端可以设定目标值，当加热介质温度或待加热产品温度达到设定目标

值后，或者加热时间达到目标值时，处理器向加热装置下达停止加热指令。

[0015] 优选地，用户终端通过APP程序的电子产品来控制。

[0016] 此外，在壳体底部设置自底面向内凹陷的安装槽，加热装置包括与安装槽相匹配

的电加热盘。

[0017] 优选地，底座包括底板、自底板的外周自下而上外径逐渐变小的锥形台支撑部，壳

体底部架设在锥形台支撑部上。

[0018] 由于以上技术方案的实施，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0019] 本实用新型能够在加热介质未沸腾时，实现环形对流，从而快速且均匀的实现饮

食产品的加热，且温度可控，方便拿取，不会烫手，同时，取出后可直接饮用，非常符合现在

人们生活快节凑的要求。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对流分子料理机的半剖示意图（图中箭头指的是加热介质的流

向）；

[0021] 图2为图1的分解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实用新型对流分子料理机的控制系统工作原理示意图；

[0023] 其中：1、底座；10、底板；11、锥形台支撑部；2、壳体；3、罩壳；4、加热装置；40、电加

热盘；5、对流架；50、对流孔；51、对流板；52、环形套；52a、缺口；6、搅拌机构；60、马达；61、磁

力转子；62、磁力扰流子；7、控制系统；70、传感器；71、处理单元；710、接收器；711、用户终

端；712、处理器；X、待加热产品（牛奶）。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如图1至图3所示，按照本实施例的对流分子料理机，其包括底座1、设置在底座1上

且具有开口朝上溶质空间的壳体2、罩设在壳体2开口部的罩壳3、用于对位于壳体2内加热

介质进行加热的加热装置4、设置在壳体2内用于放置待加热物品X且具有对流孔50的对流

架5、位于壳体2内能够使得加热介质流动的搅拌机构6、以及能够根据加热介质或待加热物

品X的温度智能控制加热装置4工作的控制系统7，其中在搅拌机构6的带动下，位于对流架5

上下方的加热介质自对流孔50进行对流交换并形成环流。

[0025] 具体的，底座1包括底板10、自底板10的外周自下而上外径逐渐变小的锥形台支撑

部11，壳体2底部架设在锥形台支撑部11上。

[0026] 本例中，在壳体2底部设置自底面向内凹陷的安装槽20，加热装置4包括与安装槽

20相匹配的电加热盘40。

[0027] 对流架5包括水平设置在壳体2内且用于放置待加热物品X的对流板51、自对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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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的底部向壳体2底部延伸并形成底部敞开四周闭合的环形套52，其中对流孔50设置在对

流板51上，在搅拌机构6的带动下，加热介质自环形套52外周向上流过对流板51，然后自对

流板51流入环形套52内并自底部流回环形套52外周形成环流。

[0028] 环形套52位于对流板51的中部，且在环形套52底部设有缺口52a，该缺口52a有多

个，且绕着环形套52周向分布，当加热介质流入环形套52内后，自缺口52a向环形套52外周

流出。

[0029] 搅拌机构6包括马达60、磁力转子61、以及位于环形套52底部且能够随着磁力转子

61的转动而转动的磁力扰流子62、用于向马达60供电的电池组件63。其主要的原理就是磁

力搅拌。

[0030] 本例中，马达60、磁力转子61、以及电池组件63均暗藏在底座1的锥形台支撑部11

内。充分理由空间。

[0031] 控制系统7包括用于检测壳体2内加热介质温度或待加热产品温度的传感器70、能

够接收传感器70的信息操控加热装置4启停的处理单元71。

[0032] 处理单元71包括能够有线或无线与传感器70信号连通的接收器710、与接收器710

相连通且能够显示和设置加热温度和时间的用户终端711、以及将用户终端711与加热装置

4相连通的处理器712，其中用户终端711可以设定目标值，当加热介质温度或待加热产品温

度达到设定目标值后，或者加热时间达到目标值时，处理器712向加热装置4下达停止加热

指令。

[0033] 该用户终端通过APP程序的电子产品来控制。如手机、pad等。

[0034] 此外，本例中所采用的加热介质为水。

[0035] 本实施例的操作过程如下：

[0036] 将需要加热的牛奶导入杯中，并放置在位于水液位以下的对流架上，使得杯子下

部至于水中，盖上罩壳，然后开启加热装置，同时在磁力搅拌的作用下，将水自对流架的外

侧向内腔，然后再由内腔向外形成环流，从而均匀的对杯子内牛奶进行加热，然后根据水的

温度或牛奶温度或者设定的加热时间，加热装置自动停止加热，开启罩壳，直接拿取杯子、

并饮用。

[0037] 采用本实施例的对流分子料理机，其具有以下优势：

[0038] 1）、能够在加热介质未沸腾时，实现环形对流，从而快速且均匀的实现饮食产品的

加热，同时降低能耗；

[0039] 2）、温度可控，方便拿取，不会烫手，然后，取出后可直接饮用，非常符合现在人们

生活快节凑的要求。

[0040] 以上对本实用新型做了详尽的描述，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领域技术的人士能够了

解本实用新型的内容并加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凡根据本实用

新型的精神实质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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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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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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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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