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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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1806701.4

(22)申请日 2018.11.05

(73)专利权人 浙江气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325000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新桥街

道富得宝路1号

(72)发明人 胡亦聪　

(74)专利代理机构 温州市品创专利商标代理事

务所(普通合伙) 33247

代理人 叶晶

(51)Int.Cl.

A47J 27/00(2006.01)

A47J 36/00(2006.01)

A47J 47/08(2006.01)

A47J 47/01(2006.01)

A47L 15/00(2006.01)

G01N 33/00(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具备毒气检测功能的厨用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具备毒气检测功能

的厨用设备，其具备炒菜功能和洗碗清洗功能，

而且在炒菜锅转动到锅口朝下的位置时，通过洗

碗装置内的喷淋组件可对炒菜锅进行喷水清洗，

既可以洗碗，又可以洗锅，而且洗碗和洗锅产生

的污水、污物等可通过洗碗槽底部的出污口进入

垃圾处理器，通过垃圾处理器对污水、污物进行

处理，并对其中的食物垃圾进行粉碎处理，使得

处理的污水、污物能直接向下水管道排放，在洗

锅时，喷淋组件向锅喷出高压水流，由于柜体的

设置，喷出的水会被限制在工作空间内，再流向

洗碗槽，所以该设备集炒菜、洗碗、洗锅为一体，

且都为全自动智能控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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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备毒气检测功能的厨用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柜体、炒菜装置、洗碗装置；

所述的柜体具有一个封闭的工作空间；

所述的炒菜装置、洗碗装置设置在所述的工作空间内，炒菜装置位于洗碗装置的上方；

所述的炒菜装置可进行自动化的炒菜工作；

所述的洗碗装置可进行自动化的洗碗工作，洗碗装置包括洗碗槽，所述的洗碗槽的底

部设有喷淋组件，所述的喷淋组件可向上进行喷水冲洗，

还包括毒气检测装置，所述的毒气检测装置能对烹饪时产生的有害气体进行检测并发

出报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备毒气检测功能的厨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毒气

检测装置包括CO气体传感器、甲醛气体传感器、硫化物气体传感器、控制电路板，CO气体传

感器、甲醛气体传感器、硫化物气体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端均通过若干条排线连接到控制电

路板相对应的信号输入接口，控制电路板的输出端通过RS485信号连接到设备的显示存储

或者监控系统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备毒气检测功能的厨用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垃圾

处理器，所述的垃圾处理器设置在洗碗装置的下方，垃圾处理器连接在洗碗装置底部的出

污口处。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具备毒气检测功能的厨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炒菜装置包括炒菜锅、加热装置、配菜投放装置、调料投放装置、炒菜锅驱动装置；

所述的加热装置用于对炒菜锅进行加热；

所述的配菜投放装置用于向炒菜锅内投放各种配菜；

所述的调料投放装置用于向炒菜锅内投放各种调料；

所述的炒菜锅驱动装置用于驱动炒菜锅进行炒菜动作；

配菜投放装置、调料投放装置、炒菜锅驱动装置均设置在洗碗槽的旁侧或上方，炒菜锅

设置在洗碗槽的上方。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具备毒气检测功能的厨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调料

投放装置为液体调料投放装置，其包括调料瓶、水泵、液体流量计、出液管；

所述的调料瓶设有多个，所述的水泵的数量对应所述的调料瓶的数量设置，所述的水

泵的一端通过软管与相对应的调料瓶连接，所述的水泵的另一端通过软管与所述的液体流

量计的进口连接，所述的出液管连接在所述的液体流量计的出口。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具备毒气检测功能的厨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配菜

投放装置包括固定臂、盛菜容器、配菜驱动装置，盛菜容器可拆卸连接在固定臂的端部，配

菜驱动装置可驱动所述的固定臂转动。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具备毒气检测功能的厨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炒菜

锅为双面锅，所述的双面锅包括上锅体和下锅体，所述的上锅体和下锅体能相互扣合关闭

和相互分离打开，相互扣合时上锅体和下锅体形成密封连接，密封连接的上锅体和下锅体

上设有出气孔。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具备毒气检测功能的厨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洗碗

槽的底部设有倾斜面或具有局部下凹区域，洗碗槽的底部的最低处设有出污口。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具备毒气检测功能的厨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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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驱动装置包括锅具摇杆、翻转驱动电机、减速器、直线滑轨和丝杠传动电机，炒菜锅边缘

固定一锅圈，锅具摇杆的一端可拆卸地固定安装在锅圈上，另一端与减速器的输出端传动

连接，减速器的输入端与翻转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传动相连，减速器的底部设置有直线滑台，

直线滑台的下方设置有直线滑轨，直线滑轨上转动安装有丝杠，直线滑台与丝杠配合连接，

直线滑轨的端部安装有丝杠传动电机，丝杠传动电机的输出轴与丝杠的端部传动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备毒气检测功能的厨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洗

碗槽内设有用于放置餐具的餐具架，所述的毒气检测装置包括SO2气体传感器、控制电路

板，SO2气体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端通过排线连接到控制电路板相对应的信号输入接口，控制

电路板的输出端通过RS485信号连接到设备的显示存储或者监控系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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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备毒气检测功能的厨用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具备毒气检测功能的厨用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炒菜机作为一种厨用设备，其可以实现自动化烹饪过程的智能化设备。目前市面

上的炒菜机也比较多，各式各样的都有，但是，现有的炒菜机在使用的时候产生的垃圾，一

般都是需要另外配置垃圾桶来对产生的垃圾进行收集清理，而且厨房中会涉及到炒菜锅及

餐具的清洗，一般情况下炒菜锅及餐具的清洗都是分开，而且都是需要手动进行清洗的，上

述情况表现出工序繁琐，智能化程度低的问题。在烹制食物时，若配菜本身就已经被污染，

这样做出来的菜对人体就是有害的，不能食用，但是，做菜的人又很难作出判断，特别是有

些被污染的菜在烹制时，会散发出甲醛、硫化物等有毒气体，所以有必要对有毒气体进行检

测来规避。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背景技术中指出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具备毒气检测功能的厨用设

备，其能对烹饪时产生的有毒气体进行检测报警。

[0004]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5] 一种具备毒气检测功能的厨用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柜体、炒菜装置、洗碗装置；

[0006] 所述的柜体具有一个封闭的工作空间；

[0007] 所述的炒菜装置、洗碗装置设置在所述的工作空间内，炒菜装置位于洗碗装置的

上方；

[0008] 所述的炒菜装置可进行自动化的炒菜工作；

[0009] 所述的洗碗装置可进行自动化的洗碗工作，洗碗装置包括洗碗槽，所述的洗碗槽

的底部设有喷淋组件，所述的喷淋组件可向上进行喷水冲洗。

[0010] 还包括毒气检测装置，所述的毒气检测装置能对烹饪时产生的有害气体进行检测

并发出报警。

[001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的毒气检测装置包括CO气体传感器、甲醛气体传

感器、硫化物气体传感器、控制电路板，CO气体传感器、甲醛气体传感器、硫化物气体传感器

的输出信号端均通过若干条排线连接到控制电路板相对应的信号输入接口，控制电路板的

输出端通过RS485信号连接到设备的显示存储或者监控系统上。

[0012]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还包括垃圾处理器，所述的垃圾处理器设置在洗碗装

置的下方，垃圾处理器连接在洗碗装置底部的出污口处。

[001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的炒菜装置包括炒菜锅、加热装置、配菜投放装

置、调料投放装置、炒菜锅驱动装置；

[0014] 所述的加热装置用于对炒菜锅进行加热；

[0015] 所述的配菜投放装置用于向炒菜锅内投放各种配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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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所述的调料投放装置用于向炒菜锅内投放各种调料；

[0017] 所述的炒菜锅驱动装置用于驱动炒菜锅进行炒菜动作；

[0018] 配菜投放装置、调料投放装置、炒菜锅驱动装置均设置在洗碗槽的旁侧或上方，炒

菜锅设置在洗碗槽的上方。

[001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的调料投放装置为液体调料投放装置，其包括调

料瓶、水泵、液体流量计、出液管；

[0020] 所述的调料瓶设有多个，所述的水泵的数量对应所述的调料瓶的数量设置，所述

的水泵的一端通过软管与相对应的调料瓶连接，所述的水泵的另一端通过软管与所述的液

体流量计的进口连接，所述的出液管连接在所述的液体流量计的出口。

[002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的配菜投放装置包括固定臂、盛菜容器、配菜驱动

装置，盛菜容器可拆卸连接在固定臂的端部，配菜驱动装置可驱动所述的固定臂转动。

[0022]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的炒菜锅为双面锅，所述的双面锅包括上锅体和

下锅体，所述的上锅体和下锅体能相互扣合关闭和相互分离打开，相互扣合时上锅体和下

锅体形成密封连接，密封连接的上锅体和下锅体上设有出气孔。

[002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的洗碗槽的底部设有倾斜面或具有局部下凹区

域，洗碗槽的底部的最低处设有出污口。

[0024]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的炒菜锅驱动装置包括锅具摇杆、翻转驱动电机、

减速器、直线滑轨和丝杠传动电机，炒菜锅边缘固定一锅圈，锅具摇杆的一端可拆卸地固定

安装在锅圈上，另一端与减速器的输出端传动连接，减速器的输入端与翻转驱动电机的输

出轴传动相连，减速器的底部设置有直线滑台，直线滑台的下方设置有直线滑轨，直线滑轨

上转动安装有丝杠，直线滑台与丝杠配合连接，直线滑轨的端部安装有丝杠传动电机，丝杠

传动电机的输出轴与丝杠的端部传动连接。

[0025]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的洗碗槽内设有用于放置餐具的餐具架，所述的

毒气检测装置包括SO2气体传感器、控制电路板，SO2气体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端通过排线连

接到控制电路板相对应的信号输入接口，控制电路板的输出端通过RS485信号连接到设备

的显示存储或者监控系统上。

[0026] 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27] (1)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厨用设备，其具备炒菜功能和洗碗清洗功能，而且在炒菜

锅转动到锅口朝下的位置时，通过洗碗装置内的喷淋组件可对炒菜锅进行喷水清洗，既可

以洗碗，又可以洗锅，而且洗碗和洗锅产生的污水、污物等可通过洗碗槽底部的出污口进入

垃圾处理器，通过垃圾处理器对污水、污物进行处理，并对其中的食物垃圾进行粉碎处理，

使得处理的污水、污物能直接向下水管道排放，在洗锅时，喷淋组件向锅喷出高压水流，由

于柜体的设置，喷出的水会被限制在工作空间内，再流向洗碗槽，所以该设备集炒菜、洗碗、

洗锅为一体，且都为全自动智能控制工作，毒气检测装置能对烹饪时，食材中挥发出来的有

毒气体进行检测，并发出报警，避免人们误食有害食物而中毒。

[0028] (2)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厨用设备，其配置有配菜投放装置、调料投放装置、炒菜

锅驱动装置，上述装置通过控制系统来控制可实现全自动化的炒菜工作，只需事先把配好

的菜一样一样的放入配菜投放装置，整个控制系统就能按顺序的投放配菜和调料，全程自

动化的完成炒菜工作，炒菜全程不需要人员值守，完成炒菜后直接取出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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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3)配菜投放装置，其设计成机械臂的形式，具有装菜的容器，通过配菜驱动装置

来驱动盛菜容器摆动倒出里面的配菜，其通过外部控制器来控制工作，外部控制器根据事

先设定的顺序来和时间来依次先后向锅内投放不同的配菜，用户只需要事先把配菜放入不

同的盛菜容器内，设备就会在外部控制器的控制下完成工作。

[0030] (4)调料投放装置，其适用投放液态的调料，通过液体流量计来精确控制投放的

量，工作时，水泵启动，把调料瓶内的液态调料抽出，被抽出的液态调料通过液体流量计，液

体流量计检测出液体添加量，并将数据信息上传给外部控制器，若添加的量达到设定的值

时，外部控制器控制水泵停止工作，调料通过出液管流向锅内，不同的调料瓶内放置不同的

调料，适应口味的选择和配置，固态调料需要事先配制成液态。

[0031] (5)本实用新型的厨用设备设置有至少一个炒菜工位，可供多个人同时使用，且互

不干涉，可作为放置在单位茶水间，供员工中午使用，从而不需要叫外卖吃快餐，也可以放

置在公共场所，以共享的模式来提供服务。

[0032] (6)本实用新型的厨用设备，其内设置有洗碗装置，用户在吃完饭后，还可以把碗

清洗掉，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为用户的生活带来更大的便利。

[0033] (7)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双面锅，其具有两个锅体，该两个锅体可相互扣合关闭和

相互分离打开。两个锅体相互扣合时，通过快速翻转两个锅体，可使位于其中一个锅体内的

食物基本呈垂直路线落入另一个锅体内，如此在不需要通过锅铲翻动食物的情况下，就可

以实现对食物的两面进行烹制，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减少了对食物的翻炒，保证了食物形状

的完整；两个锅体相互分离时，相当于锅体被打开，此时可倒出食物，或者像现有的大多数

锅一样进行烹饪操作。

[0034] (8)炒菜锅驱动装置，炒菜时，翻转驱动电机驱动锅具摇杆正反转并跟丝杠传动电

机联动，实现摇锅动作达到颠菜的目的，使得菜品翻炒更加均匀，口味更佳，炒锅移位时，通

过电机驱动丝杠转动，炒锅在移动过程中更加平稳，可有效地防止菜品洒出。

附图说明

[0035]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

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

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3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2为本实用新型调料投放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3为本实用新型配菜投放装置方案1的结构示意图；

[0039] 图4为本实用新型炒菜锅的结构示意图；

[0040] 图5为本实用新型炒菜锅的结构示意图；

[0041] 图6为本实用新型炒菜锅的结构示意图；

[0042] 图7为本实用新型炒菜锅驱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43] 图8为本实用新型炒菜锅驱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44] 图9为本实用新型配菜投放装置方案2的结构示意图；

[0045] 图10为本实用新型洗碗槽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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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图11为本实用新型洗碗槽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7]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48] 如下参考图1-11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说明：

[0049] 一种具备毒气检测功能的厨用设备，包括柜体681、炒菜装置682、洗碗装置683、垃

圾处理器684；

[0050] 所述的柜体681具有一个封闭的工作空间685；

[0051] 所述的炒菜装置682、洗碗装置683设置在所述的工作空间685内，炒菜装置682位

于洗碗装置683的上方；

[0052] 所述的垃圾处理器684设置在洗碗装置683的下方，垃圾处理器684连接在洗碗装

置683底部的出污口处；

[0053] 所述的炒菜装置682可进行自动化的炒菜工作；

[0054] 所述的洗碗装置683可进行自动化的洗碗工作，洗碗装置683包括洗碗槽6831，所

述的洗碗槽6831的底部设有喷淋组件6832，所述的喷淋组件6832可向上进行喷水冲洗；

[0055] 所述的垃圾处理器684可对食物垃圾进行粉碎后排入下水道。

[0056] 洗碗槽6831内设有加热棒，加热棒用于对水进行加热。

[0057] 还包括毒气检测装置204，所述的毒气检测装置204能对烹饪时产生的有害气体进

行检测并发出报警。毒气检测装置安装在柜体的内侧壁上。

[0058] 所述的毒气检测装置204包括CO气体传感器、甲醛气体传感器、硫化物气体传感

器、控制电路板，CO气体传感器、甲醛气体传感器、硫化物气体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端均通过

若干条排线连接到控制电路板相对应的信号输入接口，控制电路板的输出端通过RS485信

号连接到设备的显示存储或者监控系统上。

[0059] 所述的毒气检测装置204包括SO2气体传感器、控制电路板，SO2气体传感器的输出

信号端通过排线连接到控制电路板相对应的信号输入接口，控制电路板的输出端通过

RS485信号连接到设备的显示存储或者监控系统上。

[0060] 其中CO气体来源于燃气的泄漏，甲醛气体来源于福尔马林浸泡过多食材，硫化物

气体来源于漂白过的食材。

[0061] 所述的毒气检测装置204包括燃气气体传感器、控制电路板，燃气气体传感器的输

出信号端通过排线连接到控制电路板相对应的信号输入接口，控制电路板的输出端通过

RS485信号连接到设备的显示存储或者监控系统上。

[0062] 柜体681内工作空间685的底部为一平台，洗碗槽就设置在该平台上，炒菜装置682

在该平台的上方或旁侧，炒菜锅4必须设置在洗碗槽的上方。

[0063] 也可以是柜体内工作空间685的底部就完全是洗碗槽。

[0064] 垃圾处理器684，为厨房食物垃圾处理器，是一种现代化的厨房电器，安装于厨房

水槽下方，并与排水管相连。通过交流或直流电机驱动刀盘，利用离心力将粉碎腔内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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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粉碎后排入下水道。

[0065] 垃圾处理器684为现有技术中常用的垃圾处理器，如申请号为2016213177907中公

开的一种厨房垃圾处理器；如申请号为2012206481656中公开的食物垃圾处理器，均可直接

拿过来安装在本申请方案中使用。

[0066] 洗碗装置683为现有技术中公开的水槽洗碗机，其兼备洗碗机、水槽功能于一体，

其底部具备喷淋组件6832可向上进行喷水冲洗。

[0067] 洗碗装置为现有技术中的水槽式洗碗机直接拿过来应用。如申请号为

2017111954515中公开的一种水槽洗碗机；如申请号为2017110249599中公开的一种水槽洗

碗机；如申请号为2016207441442中公开的本申请中的喷淋组件。

[0068] 所述的洗碗槽内设有用于放置餐具的餐具架，碗筷等餐具放置在餐具架上。

[0069] 洗碗装置683具备超声波清洗装置，不但可以用于清洗碗，还可以用于清洗蔬菜水

果等。

[0070] 其中，所述的炒菜装置包括炒菜锅4、加热装置、配菜投放装置、调料投放装置、炒

菜锅驱动装置；

[0071] 所述的加热装置用于对炒菜锅进行加热；

[0072] 所述的配菜投放装置用于向炒菜锅内投放各种配菜；

[0073] 所述的调料投放装置用于向炒菜锅内投放各种调料；

[0074] 所述的炒菜锅驱动装置用于驱动炒菜锅进行炒菜动作；

[0075] 配菜投放装置、调料投放装置、炒菜锅驱动装置均设置在洗碗槽的旁侧或上方，炒

菜锅4设置在洗碗槽6831的上方，配菜投放装置、调料投放装置、炒菜锅驱动装置固定安装

在洗碗槽6831旁侧的台面上或固定安装在柜体681的侧壁上。

[0076] 其中，所述的调料投放装置为液体调料投放装置，其包括调料瓶Z1、水泵Z2、液体

流量计Z3、出液管Z4；

[0077] 所述的调料瓶Z1设有多个，所述的水泵Z2的数量对应所述的调料瓶Z1的数量设

置，所述的水泵Z2的一端通过软管与相对应的调料瓶Z1连接，所述的水泵Z2的另一端通过

软管与所述的液体流量计Z3的进口连接，所述的出液管Z4连接在所述的液体流量计Z3的出

口。出液管Z4可进行弯折以调节其角度和位置。

[0078] 每个炒菜锅4都配置多个上述的放料装置，并由外部控制模块控制工作。

[0079] 配菜投放装置还可以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80] 方案1，所述的配菜投放装置包括固定臂K1和连接在固定臂K1端部的盛菜容器K2，

所述的盛菜容器K2与所述的固定臂K1转动连接，还包括驱动所述的盛菜容器K2向下摆动倒

出配菜的配菜驱动装置K3，所述的配菜投放装置设有多个以对应投放不同的配菜。配菜驱

动装置K3为气缸。配菜投放装置设有多个，对应投放不同的配菜。

[0081] 方案2，配菜投放装置包括固定臂Y91、盛菜容器Y92、配菜驱动装置，盛菜容器Y92

可拆卸连接在固定臂Y91的端部，配菜驱动装置可驱动所述的固定臂Y91转动，不使用时，盛

菜容器Y92处于开口朝上的状态，使用时，配菜驱动装置驱动固定臂Y91转动，盛菜容器Y92

转动至开口朝下的状态，倒出配菜，配菜驱动装置可以为驱动固定臂Y91转动的电机六Y93。

配菜投放装置设有多个，对应投放不同的配菜。

[0082] 方案3，配菜投放装置包括放料台、推料板、配菜驱动装置，放料台为水平设置的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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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配菜事先放置在该放料台上，配菜驱动装置驱动所述的推料板在放料台上移动，通过推

料板把放料台上的配菜推入锅内。配菜投放装置设有多个，对应投放不同的配菜。

[0083] 加热装置，可设置在锅的下方，加热装置可采用电加热也可以采用燃气加热的方

式。

[0084] 加热装置也可与与炒菜锅4一体设置。

[0085] 其中，所述的柜体681内排列有至少一个炒菜工位，每个炒菜工位对应的设置一个

炒菜装置，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设备可同时满足多个人同时进行炒菜或供一个人同时烹

饪多道菜。该至少一个的炒菜工位可以对应一个洗碗装置设置，也可以对应多个洗碗装置

设置。

[0086] 其中，所述的柜体681上设有用于打开所述的工作空间685的柜门。柜门设置方便

人们放置配菜和取出炒好的菜，并方便维护。

[0087] 其中，所述的柜体681上设有连通所述的工作空间和外界的油烟排放口。把炒菜产

生的油烟向外界排放。

[0088] 所述的炒菜锅为双面锅，所述的双面锅包括上锅体C1和下锅体C2，所述的上锅体

C1和下锅体C2能相互扣合关闭和相互分离打开，相互扣合时上锅体C1和下锅体C2形成密封

连接，密封连接的上锅体C1和下锅体C2上设有出气孔，所述的上锅体C1和下锅体C2内均设

有电加热装置。

[0089] 其中，所述的上锅体C1和下锅体C2上下设置，所述的上锅体C1和下锅体C2相互扣

合后其边缘形成密封配合，所述的下锅体C2上竖直设置有导向杆C4，所述的上锅体C1上设

有对应的导向孔C5，所述的上锅体C1和下锅体C2通过导向杆C4与导向孔C5的配合实现上下

滑动连接，还包括用于驱动上锅体C1上下移动的锅体驱动装置C6。

[0090] 其中，所述的锅体驱动装置C6为气缸，所述的气缸设置在导向杆C4的上端或下锅

体C2上。

[0091] 其中，所述的出气孔为设置在上锅体C1和/或下锅体C2上的通孔C3，所述的通孔C3

靠近上锅体C1和下锅体C2的边缘设置。

[0092] 其中，所述的上锅体C1和下锅体C2的边缘相向面上设有缺口C7，上锅体C1和下锅

体C2相互扣合后，该缺口C7形成所述的出气孔。

[0093] 其中，所述的上锅体C1和下锅体C2上均设有手柄C8。

[0094] 其中，所述的电加热装置为设置在上锅体C1和下锅体C2内的电加热丝C9。电加热

丝C9设置在上锅体C1和下锅体C2的内部夹层内，通过连接电源来进行加热。

[0095] 所述的炒菜锅驱动装置包括锅具摇杆3、翻转驱动电机6、减速器7、直线滑轨9和丝

杠传动电机10，炒菜锅4边缘固定一锅圈13，锅具摇杆3的一端可拆卸地固定安装在锅圈13

上，另一端与减速器7的输出端传动连接，减速器7的输入端与翻转驱动电机6的输出轴传动

相连，减速器7的底部设置有直线滑台8，直线滑台8的下方设置有直线滑轨9，直线滑轨9上

转动安装有丝杠，直线滑台8与丝杠配合连接，直线滑轨9的端部安装有丝杠传动电机10，丝

杠传动电机的输出轴与丝杠的端部传动连接。

[0096] 锅圈13设置在下锅体C3上。

[0097] 炒菜锅驱动装置驱动炒菜锅实现360度翻转、移动、颠锅等动作。

[0098] 炒菜锅驱动装置驱动炒菜锅实现0至360度任意角度的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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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9] 炒菜锅驱动装置包括锅具摇杆3、翻转驱动电机6、减速器7、直线滑轨9和丝杠传动

电机10，炒菜锅4上边缘固定安装有锅圈13上，锅具摇杆3的一端可拆卸地固定安装在锅圈

13上，具体的，锅圈13上固定有四方形球头2，锅具摇杆3的一端与四方形球头2配合固定，并

通过锁紧件1锁紧，所述的锁紧件1为蝶形螺母，锅具摇杆3的另一端与减速器7的输出端传

动连接，所述的减速器7为涡轮蜗杆减速机，减速器7的输入端与翻转驱动电机6的输出轴传

动相连，减速器7的底部设置有直线滑台8，直线滑台8的下方设置有直线滑轨9，直线滑轨9

上转动安装有丝杠，直线滑台8与丝杠配合连接，直线滑轨9的端部安装有丝杠传动电机10，

丝杠传动电机10的输出轴与丝杠的端部传动连接，所述的翻转驱动电机6和丝杠传动电机

10均为步进电机。

[0100] 还包括系统控制电路板，在直线滑轨9的左侧内壁上设置左限位接近开关，在直线

滑轨9的右侧内壁上设置右限位接近开关，左限位接近开关和右限位接近开关的信号输出

端分别与系统控制电路板的信号输入端相连，系统控制电路板的信号输出端与丝杠传动电

机10的控制端相连，在减速器7的输出轴上设置有零位接近开关，零位接近开关的信号输出

端与系统控制电路板的信号输入端相连，系统控制电路板的信号输出端与翻转驱动电机6

的控制端相连。

[0101] 本申请中的炒菜装置可以是，专利申请号为2008100989403，中公开的智能炒菜

机；也可以是专利申请号为201810074345X，中公开的一种智能炒菜机，还可以是专利申请

号为2015200547136，中公开的嵌入式智能炒菜机。

[0102] 所述的洗碗槽的底部设有倾斜面235或具有局部下凹区域236，洗碗槽的底部的最

低处设有出污口237。

[0103] 以上所述的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

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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