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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在连续烹调的自动烹饪

机中自动调整烹饪次序的方法，包括步骤：将连

续烹调所需的多个食材盒放入自动烹饪机中；获

取对应于食材盒上的可被识别标识带有的自动

烹饪程序，烹饪程序中包含辅助判断烹饪次序的

数据；根据当前食材盒中食材对应的具体菜肴的

特征以及自动烹饪程序中辅助判断烹饪次序数

据的内容，自动调整多个菜肴的烹饪次序；根据

调整好的烹饪次序，依次将食材盒取出，并将其

中对应的食材投入到烹饪腔体中，实施自动烹

饪。本发明能够根据家庭用餐一顿所需数个菜肴

的烹饪工艺与特点，自动调整所述多个菜肴在自

动烹饪机中的烹饪次序，以达到实现整体烹饪时

长最佳、食用效果最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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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在连续烹调的自动烹饪机中自动调整烹饪次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

根据烹饪机自身的结构与多个菜肴烹饪工艺的特点，以多菜肴备餐时烹饪总时长与营养口

味的整体最优为原则，自动调整多菜肴的烹饪次序，无需用户对多个烹饪菜肴的烹饪次序

进行设定，用户在往烹饪机内存放食材盒时，也无需按照特定的次序放置，控制系统依据智

能分析处理的烹饪次序自动按需取出对应的食材盒进行处理；自动烹饪机包括用于进行食

材动态处理的食材动态处理系统，以及用于进行食材静态处理的食材静态处理系统；投料

装置需要往食材静态处理系统中投料时，需要通过烹饪腔体作为中转；所述方法包括步骤：

(1)将连续烹调所需的多个食材盒放入自动烹饪机中；

(2)获取对应于食材盒上的可被识别标识带有的自动烹饪程序，烹饪程序中包含辅助

判断烹饪次序的数据；

(3)根据当前食材盒中食材对应的具体菜肴的特征以及自动烹饪程序中辅助判断烹饪

次序数据的内容，自动调整多个菜肴的烹饪次序；

(4)根据调整好的烹饪次序，依次将食材盒取出，并将其中对应的食材投入到烹饪腔体

中，实施自动烹饪。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在连续烹调的自动烹饪机中自动调整烹饪次序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辅助判断烹饪次序的数据包括对应食材的总烹饪时长、食材在烹饪机中执行

烹饪操作所需使用的机器结构部分、执行加热操作所需使用的烹饪腔体、在所述机器结构

部分或者烹饪腔体中停留的时长、烹饪完等待时的优先级设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在连续烹调的自动烹饪机中自动调整烹饪次序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烹饪完等待时的优先级设定包括烹饪完等待时长对口味的影响优先级、烹饪

完等待时长对营养的影响优先级，上述优先级以权重值进行量化，权重值由控制程序预设，

可根据用户的使用习惯进行修改。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在连续烹调的自动烹饪机中自动调整烹饪次序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训练一烹饪次序调整模型，该模型以备餐烹饪总时长与营养口味最优为原则，输

出调整的多个菜肴的烹饪次序，该模型初始值以及训练数据由专家系统给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在连续烹调的自动烹饪机中自动调整烹饪次序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3)自动得到多个菜肴的初步烹饪次序后，将所述初步烹饪次序信息提供给用

户，由用户核实确认；若需要修改，则用户自主修改，修改后的烹饪次序返回到烹饪机中的

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控制烹饪机根据修改后的烹饪次序实施烹饪。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在连续烹调的自动烹饪机中自动调整烹饪次序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对初步烹饪次序进行修改，修改方式是：烹饪机设有操作界面，初步烹饪次序生成

后发送到该操作界面上，用户在该操作界面上手动对其进行调整。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在连续烹调的自动烹饪机中自动调整烹饪次序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对初步烹饪次序进行修改，修改方式是：烹饪机与用户的移动终端远程数据连接，

初步烹饪次序生成后发送到所述的移动终端上，移动终端上设有修改编辑模块，通过该修

改编辑模块自主调整后，反馈至烹饪机的控制系统。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在连续烹调的自动烹饪机中自动调整烹饪次序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在每次用户参与修改初步烹饪次序后，控制系统均对该修改进行记录与分析，根据

用户使用习惯调整不同因素的优先级，优化控制系统中烹饪次序调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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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在连续烹调的自动烹饪机中自动调整烹饪次序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食材盒放置在自动烹饪机中的食材盒存放区，每个食材盒上带有可被识别标识，烹

饪机识别该标识后，根据识别数据自动从网络服务器上下载对应的自动烹饪程序，所述自

动烹饪程序中包括辅助判断烹饪次序的数据以及控制自动烹饪机进行连续自动烹饪的控

制程序。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在连续烹调的自动烹饪机中自动调整烹饪次序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通过移动设备上的摄像头扫描食材盒上的标识，或通过近场通讯方式获取食材盒

对应的标识，再通过移动设备连接网络服务器，获取食材盒对应的自动烹饪程序，然后中继

传输至烹饪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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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在连续烹调的自动烹饪机中自动调整烹饪次序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自动烹饪研究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在连续烹调的自动烹饪机中自动调

整烹饪次序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都市人群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夫妻双方皆是上班族的家

庭，为了每日三餐的准备，不得不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再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用于食材

原料的购买、清洗、切菜及烹调等处理，大多人都不堪重负。

[0003] 近年来，随着自动化技术的飞速发展，自动烹饪设备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从最开

始的烹饪腔体内的自动翻炒，到烹饪物料的自动投放，再到完成菜肴的自动盛出、烹饪容器

的自动清洗，自动烹饪设备可以辅助人们完成的工作越来越多，越来越全面，甚至包括生鲜

食材的预制以及配送、烹饪程序通过网络自动获取等，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实现方法。

[0004] 对家庭用餐而言，一顿稍微丰盛的晚餐一般也会有三菜一汤，如果要实现自动烹

饪，自动烹饪机就必须具备连续烹饪的功能，否则在整个烹饪过程中，使用者都必须守住烹

饪机旁，等待菜肴烹饪完成后进行烹饪完成食材的取出，以及下一个菜肴食材的放入，如果

一个菜肴烹饪完成后操作者不能及时进行手工干预，自动烹饪的流程就会被打断，虽然机

器也可以通过在完成一个菜肴之后发出提示让操作者过来继续下一步流程，但对于正在处

理其他事物的操作者，或者是还在屋外未回到家中，希望烹饪机能提前将所有菜肴都自动

准备好的人来说，这种提示仍然是不够的，即使这种类型的设备能部分减轻使用者的烹饪

负担，也还谈不上将使用者从繁重的烹饪任务中解放出来。

[0005] 对家庭多菜烹饪而言，菜肴的烹饪次序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个菜肴的烹饪时长并

不相同，例如煲汤的时间为1个小时，炒青菜的时间为5分钟，炒肉的时间为15分钟，如果最

先把青菜炒好，然后再煲汤和炒肉，那么青菜炒熟后等待用户食用的时间就会超过1个小

时，太长的等待时间会严重影响熟青菜的口感，正确的烹饪次序应该为先煲汤、然后炒肉、

最后炒青菜，当然，此次序的安排并没有固定的规则，需要根据不同的菜肴组合进行判定。

然而，当用户获取不同菜肴的多个食材盒时，很难预先确定烹饪次序，并根据该次序依次投

放所述多个食材盒进入烹饪机中，即使是在食材盒上标识出每个菜肴所对应的烹饪时长，

因为用户所选择的食材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组合，其优先级仍不容易准确识别。而现有的自

动烹饪机并不具有自动调整多个菜肴烹饪次序的功能，无法解决上述问题。

[0006] 中国专利授权公开号CN101836816B公开了一种自动烹饪机，其中包括多个连续烹

饪多道食物所需使用的烹饪皿，所述烹饪皿采用层列方式放置于工作槽上，可依次自动送

出至加热装置上进行连续自动烹饪。但是此类连续自动烹饪设备，均是为了满足商业用户

高效烹饪而设计，对商业应用而言，客户并非单一桌，重点是连续快速出菜，因此并不涉及

家庭用户所期望的对于每一餐根据具体菜肴的特点进行烹饪次序的调整。

[0007] 中国专利授权公开号：CN104856556B公开了一种大型智能小锅连续炒菜机设备，

采用大型的菜品存储柜，以及四锅连续运转自动烹饪系统，可以高效地保证自动出菜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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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这种为商业应用而设计的方案，根据订单的先后来执行烹饪任务，没有涉及对多个菜肴

烹饪次序的自动调整，如果将此方案应用与家庭，依然无法解决家庭自动烹饪所面临的需

要自动调整烹饪次序的问题。

[0008] 在家庭厨房内进行烹饪时，用户很容易判断不同菜肴的烹饪次序，因为煲汤有汤

锅，炒菜有炒锅，蒸菜有蒸锅，只要根据每个不同菜肴的烹饪时长等特点协调好备菜的次序

即可，但对于自动烹饪机而言，为了减少空间占用，提高机器的使用效率，其中所设置的烹

饪器具会尽量提高其共用程度，如在自动烹饪机中可能只会设置一个投料装置，一个炒锅，

一个蒸菜容器，为了能尽量减少烹饪机的空间占用，投料装置、炒锅与蒸菜容器经常会采用

垂直方向的分层布局，自动投料装置设置在炒锅的上方，蒸菜容器设置在炒锅的下方，当自

动投料装置需要往蒸菜容器中投料时，需要通过炒锅作为中转。这种设计可以实现设备占

用空间的小型化，但利用这种烹饪机器进行多菜连续烹调时，为了能实现整体烹饪时长的

最优，其烹饪次序就经常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了。如当晚餐中包括煲鸡汤、蒸鱼、炒青菜时，因

为煲鸡汤所需的时长最长，一般的烹饪次序安排都会将其放在第一位，但是对这种自动烹

饪机来说，煲汤容器是处于垂直分层中间的炒锅，这个炒锅同时也是蒸鱼的投料辅助器具，

蒸鱼的食材需要先有自动投料装置先投入到炒锅中，再由炒锅中转，盛出到蒸鱼腔体内，如

果一开始就将煲鸡汤的食材投入到炒锅中开始烹饪，那么在整个煲汤过程中，其他菜肴的

自动烹饪流程将无法开始，必须等待煲汤完成后才能启动，无法对多个菜肴进行同时烹饪。

常规的根据食材烹饪时长的安排，反而会造成整个烹饪总时长的延长，特别是对某些菜肴

来说，烹饪完成后过长的等待时间会影响其口味与营养，对家庭用餐而言，这是很不利的。

自动烹饪机中多菜连续自动烹饪的次序安排需要根据机器内部结构的不同而进行具体判

断，用户很难仅通过食材组合本身做出正确的辨别。

发明内容

[0009] 为了解决上述自动调整多菜自动烹饪次序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在连续烹调

的自动烹饪机中自动调整烹饪次序的方法，该方法能够根据家庭用餐一顿所需数个菜肴的

烹饪工艺与特点，自动调整所述多个菜肴在自动烹饪机中的烹饪次序，以达到实现整体烹

饪时长最佳、食用效果最优的目的。

[0010]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的技术方案实现：一种在连续烹调的自动烹饪机中自动调

整烹饪次序的方法，包括步骤：

[0011] (1)将连续烹调所需的多个食材盒放入自动烹饪机中；

[0012] (2)获取对应于食材盒上的可被识别标识带有的自动烹饪程序，烹饪程序中包含

辅助判断烹饪次序的数据；

[0013] (3)根据当前食材盒中食材对应的具体菜肴的特征以及自动烹饪程序中辅助判断

烹饪次序数据的内容，自动调整多个菜肴的烹饪次序；

[0014] (4)根据调整好的烹饪次序，依次将食材盒取出，并将其中对应的食材投入到烹饪

腔体中，实施自动烹饪。

[0015] 优选的，所述辅助判断烹饪次序的数据包括对应食材的总烹饪时长、食材在烹饪

机中执行烹饪操作所需使用的机器结构部分、执行加热操作所需使用的烹饪腔体、在所述

机器结构部分或者烹饪腔体中停留的时长、烹饪完等待时的优先级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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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更进一步的，所述烹饪完等待时的优先级设定包括烹饪完等待时长对口味的影响

优先级、烹饪完等待时长对营养的影响优先级，上述优先级以权重值进行量化，权重值由控

制程序预设，可根据用户的使用习惯进行修改。

[0017] 优选的，训练一烹饪次序调整模型，该模型以备餐烹饪总时长与营养口味最优为

原则，输出调整的多个菜肴的烹饪次序，该模型初始值以及训练数据可由专家系统给定。

[0018] 由于烹饪食材的多样性，对于有些用户来讲可能部分菜肴的优先次序并不明显与

必要，为了更能满足客户自身特有的需求，步骤(3)自动得到多个菜肴的初步烹饪次序后，

将所述初步烹饪次序信息提供给用户，由用户核实确认；若需要修改，则用户自主修改，修

改后的烹饪次序返回到烹饪机中的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控制烹饪机根据修改后的烹饪次序

实施烹饪。从而使用户可根据自身的喜好对其进行修改与调整，提高用户的体验。

[0019] 作为一种优选，对初步烹饪次序进行修改，修改方式是：烹饪机设有操作界面，初

步烹饪次序生成后发送到该操作界面上，用户在该操作界面上手动对其进行调整。

[0020] 作为另一种优选，对初步烹饪次序进行修改，修改方式是：烹饪机与用户的移动终

端远程数据连接，初步烹饪次序生成后发送到所述的移动终端上，移动终端上设有修改编

辑模块，通过该修改编辑模块自主调整后，反馈至烹饪机的控制系统。

[0021] 优选的，在每次用户参与修改初步烹饪次序后，控制系统均对该修改进行记录与

分析，根据用户使用习惯调整不同因素的优先级，优化控制系统中烹饪次序调整模型。根据

历史数据优化模型，使得后续模型输出的初步烹饪次序更能满足具体用户的使用习惯。

[0022] 优选的，食材盒放置在自动烹饪机中的食材盒存放区，每个食材盒上带有可被识

别标识，烹饪机识别该标识后，根据识别数据自动从网络服务器上下载对应的自动烹饪程

序，所述自动烹饪程序中包括辅助判断烹饪次序的数据以及控制自动烹饪机进行连续自动

烹饪的控制程序。

[0023] 更进一步的，通过移动设备上的摄像头扫描食材盒上的标识，或通过近场通讯方

式获取食材盒对应的标识，再通过移动设备连接网络服务器，获取食材盒对应的自动烹饪

程序，然后中继传输至烹饪机上。

[0024]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和有益效果：

[0025] 本发明提供的在连续烹调中自动调整烹饪次序的方法，可以让烹饪机的控制系统

根据烹饪机自身的结构与多个菜肴烹饪工艺的特点，以多菜肴备餐时烹饪总时长与营养口

味的整体最优为原则，自动调整多菜肴的烹饪次序，无需用户对多个烹饪菜肴的烹饪次序

进行设定，用户在往烹饪机内存放食材盒时，也无需按照特定的次序放置，控制系统可依据

智能分析处理的烹饪次序自动按需取出对应的食材盒进行处理，大大提高了用户使用自动

烹饪机的便利性，更适合于家庭用户的使用。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用于实现本发明所述在连续烹调的自动烹饪机中自动调整烹饪次序的方法

的自动烹饪机的外观示意图。

[0027] 图2为本实施例采用的自动烹饪机的功能区示意图。

[0028] 图3为本实施例采用的自动烹饪机的自动投料系统示意图。

[0029] 图4为本实施例采用的自动烹饪机中自动投料系统在投放食材时的工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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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图5为本实施例采用的食材盒结构示意图。

[0031] 图6为本实施例采用的自动烹饪机中完成食材存放腔体加热装置示意图。

[0032] 图7为本实施例采用的自动烹饪机中完成食材存放腔体蒸汽发生装置示意图。

[0033] 图8为本实施例采用的自动烹饪机中盛出装置与食材动态处理系统的结构示意

图。

[0034] 图9为本实施例采用的自动烹饪机中烹饪容器自动清洗后废水处理的示意图。

[0035] 图10为本实施例在连续烹调的自动烹饪机中自动调整烹饪次序的方法的流程示

意图。

[0036] 图中：

[0037] 10—自动烹饪机外壳、20—食材盒放置区、30—控制系统、40—食材动态处理系

统、50—油烟处理系统、60—盛出装置、70—烹饪容器清洗装置、80—净水箱、90—自动投料

系统；

[0038] 201—食材盒、2011—食材盒分隔腔体、2012—食材盒标识、202—食材盒放置区开

合门、203—食材盒取出抽屉、204—食材盒编码读取窗口、205—冷却降温装置；

[0039] 401—翻动搅拌装置驱动电机、402—上锅盖、403—烹饪容器转动驱动电机、404—

翻动搅拌装置、405—下锅体、406—下锅体加热装置；

[0040] 601—完成食材存放腔体开合门、602—废水导流伸缩风琴管道、603—完成食材存

放抽屉拉动驱动电机、604—完成食材存放抽屉对接拉勾、605—完成食材存放抽屉、606—

完成食材存放抽屉导轨底板、607—盛装食具、608—自动盛出装置升降导轨、609—自动盛

出装置升降驱动电机、610—完成食材存放腔体温度检测传感器、611—完成食材存放腔体、

612—完成食材存放腔体加热器、613—完成食材存放腔体水位检测传感器、614—完成食材

存放腔体储水区、615—完成食材存放区蒸汽通孔、616—完成食材存放腔体储水区加热器、

617—废水导流盒、619—废水收集箱；

[0041] 701—烹饪容器清洗喷头自动伸缩杆；

[0042] 901—食材盒盖板、902—食材盒盖板活门、903—食材盒盖板升降控制电机、904—

自动投料装置拉出食材盒导轨底板、905—食材盒取出抽屉对接拉勾、906—食材盒拉出驱

动电机、907—自动投料装置升降机构底板、908—自动投料装置升降导杆、909—食料盒翻

转投料驱动电机、910—自动投料装置升降驱动电机、911—食材盒拉出装置导杆、912—食

材盒编码读取摄像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下面结合实施例及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

于此。

[0044] 实施例

[0045] 本实施例基于图1‑9所示的自动烹饪机来说明本发明烹饪过程中自动调整烹饪次

序的方法，该自动烹饪机包括用于进行食材动态处理(调味、清洗、混合调配、烹炒等)的食

材动态处理系统，以及用于进行食材静态处理(焖煮、蒸烤、发酵等)的食材静态处理系统，

该自动烹饪机仅为本发明提出的自动烹饪方法的一种实现设备，该设备并不构成对方法的

限定。下面结合该自动烹饪机的结构对实现本发明的过程进行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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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本实施例自动烹饪机的外观如图1所示，该自动烹饪机外壳10上部为食材盒放置

区20的开合门，用户手动打开该开合门，可将购买好的食材盒放入烹饪机内；食材盒放置区

20的下方为控制系统30，带有操作界面，用户可通过该操作界面对自动烹饪机进行控制，也

可通过手机、平板电脑、手提电脑等带有网络连接功能的移动设备或台式设备对该自动烹

饪机进行网络控制；控制系统30的下方为盛出装置60的开合门，自动烹饪完成的食材自动

分层存放在开合门后的完成食材存放腔体内，用户只要手动打开该开合门，即可将存放腔

体内的烹饪完成食材取出食用。

[0047] 更具体的，自动烹饪机功能划分可参考图2，食材盒放置区20中食材放置区开合门

202后方为食材盒放置腔体，该腔体采用多层结构，可放置多个食材盒，用户可以将家庭用

餐所需的菜肴组合，包括主食(如米或面或粉或其他谷物)、汤料、炒菜或蒸菜用食材等在内

的多个食材盒，分别放入该腔体的分层结构内，将开合门202合上，自动烹饪机即可按照控

制系统30上操作界面输入的指令，或根据网络控制的指令进入烹饪状态。

[0048] 食材自动投料系统90可在垂直方向上下移动，自动烹饪时由控制系统控制，先移

动至目标食材盒存放对应的位置与食材盒存放抽屉面板对接，再将目标食材盒拉出至食材

动态处理系统40的正上方，然后控制食材盒翻转并根据自动烹饪程序的时序需要将食材盒

内的不同食材分步自动投入到烹饪容器内。食材动态处理系统40包括加热装置406和翻动

搅拌装置404，可对烹饪容器内食材实施如腌制、自动翻炒、焖煮或油炸等不同的烹饪工艺。

烹饪完成后的食材可由下锅体405转动至开口部朝下，倾倒入下方盛出装置60控制的盛装

食具607中；盛出装置60可将该盛装食具自动搬送至完成食材存放腔体对应的位置存放，等

待用户取出食用。

[0049] 在一个菜肴烹饪完成后，食材动态处理系统40可由烹饪容器清洗装置70实施自动

清洗，为下一菜肴的自动烹饪做准备，烹饪容器清洗装置70通过高压水喷头往烹饪容器内

喷射高压高温水以实现对烹饪容器的冲刷清洗，所述高压水喷头由自动伸缩杆701带动，在

不需清洗时缩回到烹饪容器外部，当需要清洗时烹饪容器上锅盖402打开，自动伸缩杆701

伸出，将高压水喷头深入烹饪容器内部，喷出高温高压的水射流到烹饪容器内实现自动冲

刷清洗。除了由伸缩杆带动喷头移动进行清洗之外，所述清洗喷头也可安装在烹饪容器或

者翻动搅拌装置等其它可以进行烹饪容器内壁清洗的位置，清洗时所用的清水由净水箱80

供给。该净水箱80中存放的净水，可由用户手动添加，也可以由与该净水箱相连接的入水控

制阀门控制实现自动补水的功能。在实际操作中，满足食用需求的水质要求更高，一般需要

使用纯净水或其他经过滤净化的水，而烹饪容器清洗则无这些要求，使用一般住宅管道提

供的自来水即可，为更好的满足烹饪与清洗的需求，该净水箱还可以根据需要细分为清洁

用水的水箱与食用用水的水箱，以分别满足不同工艺的需求。

[0050] 为了减少烹饪过程中油烟的产生，食材动态处理系统40的加热装置406会严格控

制烹饪容器锅体的温度，以免锅体过热从而造成油温过热而产生的大量有害油烟，但即使

是采用了这样的控制，少量油烟的产生仍不可避免，故在系统中布置了油烟处理系统50。在

烹饪过程中，上锅盖402应与下锅体405闭合，防止油烟外泄，锅体中产生的油烟由下锅体

405上的抽风口抽取至油烟处理系统50中进行油烟的过滤处理。该过滤处理包括过滤网的

物理过滤处理，以及使用循环水喷淋降温和/或碱性液体对油烟中有害物质的醇化处理。油

烟处理产生的废水可自动流入废水收集箱619中，由用户手动取出倾倒或由控制阀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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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排出。除了烹饪容器腔体内产生的油烟需要执行此油烟处理，在完成食材存放腔体611

内执行蒸或烤炙操作时所产生的油烟也可以通过抽风装置引入此油烟处理装置进行过滤

净化操作。

[0051] 下面结合附图，对烹饪机各个部件的结构和工作原理进行具体说明。

[0052] 自动投料系统的结构与工作原理可参考图3，在食材盒存放腔体的分层结构内，为

防止生鲜食材的气味会相互影响，每一层可以采用空间完全分隔的设计，以确保不同食材

盒内的食材之间不会相互窜味；每个分隔空间均有冷却降温装置205，采用半导体降温设

计，朝向腔体内侧使用风扇驱动腔体内气体循环，气体流经半导体芯片的低温侧降温，半导

体芯片的高温侧朝向腔体外侧，由铝制散热片加循环风扇散热，食材盒存放腔体内经此半

导体降温片实现独立空间中食材盒的冷藏保鲜效果；食材盒存放区也可以采用多个空间相

互连通的设计，以简化冷藏降温机构，除了采用半导体降温芯片降温外，也可以使用压缩机

降温、插入冰块降温、化学能降温等其他的降温方式，以实现冷藏保鲜效果。

[0053] 每个分隔空间包括存放食材盒取出抽屉203，以及放置在其上的标准食材盒201。

标准食材盒201的结构可参考图5，采用标准尺寸的外形，由多个大小不一分隔腔体2011组

成，可根据自动烹饪菜谱的需求分别存放不同的食材主料与配料。该食材盒内的食材由专

业的生鲜食材生产厂家制作并封装，并在盒体上装配食材对应的标识2012，该标识可为条

形码、二维码或RFID等可被识别装置自动识别的标识，烹饪机的控制系统根据该标识自动

获取自动烹饪程序，自动烹饪程序中包括辅助判断烹饪次序的数据以及控制自动烹饪机进

行连续自动烹饪的控制程序。

[0054] 在一种实施例中，用户通过网络系统选取所需的食材组合并下单，食材盒生产厂

家根据订单信息将对应的食材处理好，放置入食材盒分隔腔体2011后，对标准食材盒201进

行封装保鲜，封装体可为薄膜、封盖、抽板或其他封装物，在封装前还可对分隔腔体实施充

氮气或抽真空等辅助保鲜的措施。封装完成的食材盒，由物流厂家根据用户订单的信息，全

程冷链配送至用户家中。

[0055] 在另一种实施例中，食材盒生产厂家根据菜谱对应的食材组合，将对应的食材处

理好，放置入食材盒分隔腔体2011后，对标准食材盒201进行封装保鲜，封装体可为薄膜、封

盖、抽板或其他封装物，在封装前还可对分隔腔体实施充氮气或抽真空等辅助保鲜的措施。

封装完成的食材盒由物流厂家配送至售卖点，如超市、低温保鲜售卖机等场所，用户根据自

己的需要在现场购买再带回家中。

[0056] 用户获取食材盒后，可以立即投入烹饪机中开始自动烹饪，也可以放置入冰箱中，

在提示的保鲜期内投入烹饪机中开始自动烹饪。在本实施例中，用户在食材盒放入烹饪机

之前，需先将封装的封装体，如薄膜等，先手动撕开，通过食材颜色、气味等特征确认食材盒

中存放的食材无变质，然后再投入烹饪机中。因为虽然食材生产厂家采用了多种保鲜措施，

并实施冷链配送，但物流过程是否会导致食材变质无法由机器自动辨识，如果将已经变质

的食材自动烹饪，将会浪费用户的等待时间及机器的工作能源，且有可能对用户的饮食健

康造成影响。

[0057] 当然，如果能确保食材新鲜无变质，也可将未撕开封装薄膜的食材盒直接放入食

材盒放置区，然后采用类似中国专利授权公开号：CN1250141C中采用的自动撕膜机构将封

装自动打开，该方案中的食材盒上部热封接口，热压膜前部为舌状，向盒外伸出，上有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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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突起，可插入一转动轴的对接槽中，插入后电机控制转动轴自动转动从而使热压膜与盒

体分离，盒体向前滑动，盒内物体就可落入下方的炒锅内，类似的自动撕膜结构已有很多公

开方案，此处不再详述。

[0058] 在图3中可见，食材盒取出抽屉采用底板与腔体开口部封闭板一体的结构，开口部

封闭板上带有对接机构，在自动烹饪程序需要取出食材盒时，自动投料装置升降驱动电机

910驱动自动投料装置整体升降移动至目标食材盒对准位置略低的位置，接着食材盒拉出

驱动电机906驱动食材盒取出抽屉对接拉勾905移动至与食材盒抽屉面板对接的位置，然后

升降驱动电机910驱动投料装置整体继续往上小幅移动，直至对接拉勾905与抽屉面板上的

对接口完全扣合，完成对接；对接完成后，食材盒拉出驱动电机906驱动对接拉勾905带动抽

屉与食材盒，沿着拉出食材盒导轨底板904上的导轨与食材盒拉出装置导杆911，移动至食

材动态处理系统40的上方；食材盒201上方的食材盒盖板901在食材盒盖板升降驱动电机

910的控制下，向下移动至与食材盒盖板901密封扣合，然后食材盒翻转投料驱动电机909驱

动投料装置转动180度至食材盒开口部水平朝下，面向烹饪容器；食材盒盖板901上对应着

食材盒201上的分隔腔体2011装有食材盒盖板活门902，自动烹饪程序需要投放具体的食材

盒分隔腔体2011中的食材时，对应的食材盒盖板活门902打开，食材盒中的食材或调料在重

力作用下落入炒锅中，以执行对应的烹饪操作。控制食材盒分隔腔体的分别投料，除了利用

上述活门的方案，也可以利用在盖板上的自动抽拉推板来控制，该推板与食材盒开口部重

合实现密封，在需要投料时在电机的驱动下自动来回抽动，将所需投料的分隔腔体露出，其

中的食材即可在重力的作用下自动落入烹饪容器腔体内。

[0059] 投料完成后的空食材盒在翻转投料驱动电机909的驱动下回转180度至原来拉出

时的水平向上的状态，再在对接拉勾905的驱动下推回存放腔体内；食材盒投放后，空食材

盒中不可避免留有少量残余食材或调料，在高温天气下很容易变质腐坏，产生难闻气味，故

在空食材盒重新回到存放腔体时，仍需根据具体天气的气温，或具体的环境温度以判断是

否执行低温冷藏保存，该温度可由设备中的温度传感器检测，也可以由网络服务器中对应

地理位置的天气温度来辅助判断。

[0060] 食材盒抽屉面板上带有食材盒编码读取窗口204，该读取窗口与食材盒201上的编

码标识2012位置对应，标识读取装置可通过此读取窗口204，获取窗口后方食材盒上的标识

编码，从而获取对应的烹饪程序。在自动投料装置拉出食盒导轨底板904面向食材盒存放区

的一侧装有食材盒编码读取摄像头912，该摄像头在自动投料装置的带动下可实现上下移

动，当移动至对应食材盒放置抽屉的读取窗口时，可以通过窗口204读取腔体内食材盒的编

码，当该摄像头由食材盒存放区的上部移动至下部，遍历所有食材盒存放位置时，存放区内

所有食材盒的编码以及对应的位置均能读入控制系统中，控制系统可以根据读取的食材盒

标识，利用控制系统30中的网络单元登录服务器系统，自动获取食材盒对应的自动烹饪程

序，然后再根据各食材盒对应的自动烹饪程序对整个烹饪流程实施整体的协调与执行。自

动烹饪程序的获取也可以由用户通过手机摄像头扫描食材盒上的条形码或二维码等可识

别编码，或通过NFC、RFID等近场通讯方式获取食材盒对应的标识，再通过移动设备连接服

务器，获取食材盒对应的自动烹饪程序，然后再传入自动烹饪机的控制系统中，实施整体的

自动控制。自动烹饪程序还可以通过安装在自动烹饪机外壳上固定位置的摄像头来读取食

材盒的标识然后再通过网络单元自动获取，读取食材盒标识的摄像头安装在自动烹饪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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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机壳上，用户将食材盒放入烹饪机之前，先将编码标识2012靠近所述摄像头，控制系统

即可读入其标识，控制系统还可以给出食材盒放置位置，提示用户按照位置提示放置该食

材盒，从而可以获取食材盒标识及其位置的对应关系。

[0061] 食材或调料落入下锅体405中后，在自动烹饪程序的控制下实施自动烹饪。食材落

入后，上锅盖可自动闭合，下锅体加热装置406根据自动烹饪程序的指令开始对锅体加热，

以加热锅内的被烹调物，在被烹调物加热过程中，如果需要实施翻动操作，翻动搅拌装置

404可以在翻动搅拌装置驱动电机401的驱动下，来回往复翻动，以带动被烹调物在下锅体

405内翻动，完成翻炒或其他相关的烹调工艺。在烹调过程中，可由控制系统发出指令，控制

净水箱80往烹饪容器腔体内注入所需数量的烹饪净水，或者由食材盒中投入所需的食用

油、酱料等其它烹调辅料。

[0062] 烹饪容器转动驱动电机403可以驱动烹饪容器整体转动，当烹饪完成，烹饪容器整

体在烹饪容器转动驱动电机403的驱动下，下锅体405的开口部由朝上转动至朝下时，烹饪

容器内的被烹调物被倾倒至烹饪容器下方的盛装食具607上，如图8所示，该盛装食具607被

固定放置于完成食材存放抽屉605上，该抽屉面板可参考食材盒存放区的抽屉面板，盛出装

置60中包括升降导轨608及升降驱动电机609，可带动完成食材存放抽屉导轨底板606在垂

直方向上下移动，该抽屉导轨底板606上安装有完成食材存放抽屉拉动驱动电机603与对接

拉勾604，参考食材盒取出抽屉的拉出方式，对接拉勾604也可通过相同的驱动方式将放置

有盛装食具607的完成食材存放抽屉605由完成食材存放腔体611中拉出至烹饪容器的正下

方，然后再通过升降系统将盛装食具上升至接近下锅体开口部的位置，以方便盛接由下锅

体倾倒出来的完成烹饪食材。除了采用倾倒的方式自动将烹饪容器腔体内的食材盛出，还

可以采用专用的盛出装置，从烹饪容器腔体内取出食材，再搬运到盛装食具上。

[0063] 完成食材存放抽屉605上除了可以放置盛装食具607，还可以放置废水导流盒617，

如图9所示，该废水导流盒可以将烹饪容器腔体内倾倒出来的废水或其他烹饪废料导流入

导轨底板606下方的废水导流伸缩风琴管道602，并通过该伸缩管道流入废水收集箱619中。

该废水导流风琴管道上侧与导轨底板606的下方固接，下方与废水收集箱619连接，采用风

琴折叠的原理，可在盛出装置升降的时候通过折叠伸缩保持上下两端的连接。烹饪容器腔

体内倾倒出来的烹饪废料可以包括烹饪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如对食材进行腌制的多余腌

汁、对食材进行焯水而产生的废水、对食材油炸而在后续盛出时不需留用的多余废油等。上

锅盖402的开合度可根据烹饪程序进行自动控制调整，在需要倒出锅体内液态烹饪废料时，

可将上锅盖402与下锅体405之间的开合度自动调整至小缝状态，仅容液体流出，即可保证

在倾倒出液体烹饪废料时不会将食材也同时倒出。该上锅盖既可以使用如图8中所示的铰

链转轴翻转开合式，也可以采用抽取推拉方式驱动的抽板式锅盖，皆为现有技术常见的锅

盖开合方法，不再详述。锅体内液态或半液态烹饪废料的排出，除了上述的倾倒方式，还可

由连通锅体内的管道通过液体泵采用负压的形式直接抽取至烹饪容器外。

[0064] 完成食材存放腔体611为多层分隔结构，可在烹饪机中设置一列或多列，分层的腔

体可为完全分隔独立的空间，也可以为彼此相互连通的整体空间，盛装食具607由用户摆放

在完成食材存放抽屉的底板上，该底板上带有与盛装食具607底部凸起配合的限位结构，以

防止盛装食具在移动搬送过程中出现过大的移动而影响盛装操作。

[0065] 使用时，用户先将完成食材存放腔体开合门601手动打开，往该腔体中各分层抽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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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板上放入对应的空盛装食具607，并将开合门601闭合；存放腔体611中带有加热器612，

如图6所示，可根据烹饪程序的指令先对空盛装食具实施高温消毒的加热操作，以保证后续

盛装食材过程中的卫生；存放腔体611内还带有与加热器612配合使用的温度检测传感器

610，通过检测腔体内的温度并反馈至控制系统以实现对腔体内温度的精确调节，以不同的

温度区间，实现对空盛装食具的高温加热消毒、烹饪完成食材的食用温度调节及保温，或是

对未烹饪完成食材执行的高温烤炙等功能。

[0066] 完成食材存放腔体611还可以与蒸汽发生装置相连通，往该存放腔体内输入水蒸

汽，以对腔体内盛装食具中的食材进行蒸煮的操作。参考图7，存放腔体611的下方或其它位

置可为储水区614，储水区中包括加热器616，此加热器与存放腔体611中的加热器612可以

为彼此独立的加热器，也可共用以减少加热器的数量。储水区614中还包括水位检测传感器

613，用于检测储水区614中的水位高低，当水位不足以满足需要执行的蒸煮操作时，控制系

统可自动往该储水区中通入定量的水，以确保蒸煮操作不会受到影响。储水区614与存放腔

体611之间以蒸汽通孔615彼此连通，水蒸汽由储水区中通过通孔输入至存放腔体内，对其

中盛装食具607中的食材实施蒸煮操作。

[0067] 当食材盒201中的食材需要执行蒸的烹饪操作时，可通过自动投料系统90将待蒸

食材自动投放到炒锅系统40中，先在其中执行必要的烹饪预处理，如焯水、过油，微煎等，然

后炒锅翻转，将该食材倾倒至下方的盛装食具607中，自动盛出系统将其搬送入完成食材存

放腔体中，由腔体内的蒸汽发生装置产生水蒸汽，对其进行自动蒸的操作；在某些蒸菜工艺

中，在主食材蒸煮完成后，需要再往其上淋上香油或其他加热调料，此时可在存放腔体蒸煮

的同时，将食材盒中对应的调料自动投入炒锅系统40中烹炒，待蒸煮完成后，盛出系统再将

蒸煮完成后的盛装食具607重新取出至炒锅的正下方，配合接取炒锅中烹炒加热后的香油

或其他调料，完成蒸菜的完整烹饪工艺。

[0068] 如果食材盒中的食材需要执行的不是蒸煮工艺，而是烤炙工艺，烹饪流程基本相

同，只是在输入存放腔体611之后，不需由蒸汽发生装置输入水蒸汽，只需通过存放腔体加

热器612与温度检测传感器610配合，调整腔体内的温度至适合的烤炙温度，完成对食材的

烤炙即可。

[0069] 全部菜肴自动烹饪完成后，烹饪机发出提示，提示包括由烹饪机本身发出的声音

或视觉提示，也包括烹饪机通过网络系统发往服务器或用户移动设备上的进度提示，用户

收到该完成提示后，手动打开完成食材存放腔体的开合门601，即可将存放腔体内的多个盛

装食具取出食用。

[0070] 由于该烹饪机在只设置了一个投料装置、一个动态处理系统和一个静态处理系

统，当烹饪机需要连续烹调多个不同菜式时，需要自动调整烹饪次序，具体的操作流程可以

参考图10。

[0071] S1：将食材盒投入烹饪机。

[0072] 家庭用餐的多菜连续烹饪流程从用户手动打开食材盒存放腔体开合门202，将多

个食材盒201放入烹饪机中开始，烹饪流程的启动可以由用户在烹饪机控制系统30的操作

界面上通过按下实体按钮或虚拟按钮启动，也可以由用户通过移动设备或者与服务器互联

的设备对烹饪流程进行预约启动时间的设定，到了预设的时间控制系统自动启动烹饪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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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S2：根据食材盒标识获取对应的自动烹饪程序。

[0074] 多个食材盒201放入烹饪机后，控制系统30自动扫描其标识并调入食材盒对应的

自动烹饪程序。自动烹饪程序的获取，既可以由烹饪机的控制系统，通过网络单元链接网络

服务器，根据读取的标识代码从服务器下载到本机内，也可以由用户通过移动设备或其他

相关设备读取食材盒盒体上的标识后，通过APP或者其他的网络功能从服务器上获取对应

的烹饪程序，然后再中继传输至烹饪机上。

[0075] 对于本实施例所述的自动烹饪机而言，读取食材盒标识时，由自动投料装置面向

食材盒存放区一侧的编码读取摄像头912，通过跟随投料装置的上下移动而接近不同食材

盒抽屉面板上的编码读取窗口204，读取窗口后方食材盒上的标识编码2012，从而根据读取

的标识编码获取对应的烹饪程序。该摄像头由食材盒存放区的上部移动至下部，遍历所有

食材盒存放位置时，存放区内所有食材盒的编码以及对应的位置均能读入控制系统中，控

制系统根据读取的食材盒标识编码，利用控制系统30中的网络单元登录服务器系统，自动

获取食材盒对应的自动烹饪程序。

[0076] 自动烹饪程序中包含辅助判断烹饪次序的数据，由生产厂家在食材盒制备时根据

食材对应的烹饪工艺特点以数据的形式录入，所述辅助判断烹饪次序的数据包括但不限于

总烹饪时长、食材在烹饪机中执行烹饪操作时所需使用的机器功能组件部分、在所述机器

结构部分或者烹饪腔体中停留的时长、烹饪完等待时的优先级设定等。这里的优先级包括

烹饪完等待时长对口味的影响优先级、烹饪完等待时长对营养的影响优先级等，优先级可

通过设定权重进行量化，根据量化的数据便于后面通过模型得到最优的烹饪次序。

[0077] 在食材盒存放在食材盒存放区时，为了防止变质，需对其进行冷藏。其中的冷藏保

鲜温度既可以采用单独设定控制的方式，也可以采用统一设定的方式。当采用统一设定冷

藏保鲜温度时，如果当多个食材盒预设的最佳冷藏保鲜温度各不相同，控制系统可以根据

食材盒标识上的数据自动计算出整体最佳的冷藏温度，这个最佳的冷藏温度既可以是多个

不同冷藏温度中最低的一个温度设定，也可以是根据食材本身冷藏优先级不同而设定的多

个不同温度中间的一个折衷温度。如食材组合中包含生鱼片与青菜，生鱼片的最佳保存温

度设定为摄氏0度，而青菜的最佳保存温度预设为摄氏5度，而其中生鱼片的保存优先级更

高，系统自动将食材盒存放区的整体保存温度设定为摄氏0度；但如果食材组合中还包括一

种特殊工艺制作的豆腐，其最佳的冷藏保鲜温度为摄氏2度，当保存温度降至摄氏0度时，豆

腐中的水份会结冰而导致后续烹饪的口味变差，而生鱼片虽然最佳保存温度为摄氏0度，但

在数小时的保存时间内，以摄氏2度保存并不会导致变质问题，此时控制系统即可以将整体

冷藏保存温度设置为摄氏2度。

[0078] S3：自动调整多个菜肴的烹饪次序。

[0079] 在调整多个菜肴的自动烹饪次序时，控制系统根据获取的食材盒自动烹饪程序中

的数据进行计算，如食材盒组合中包括煲鸡汤食材盒、蒸鱼食材盒与炒青菜食材盒，其自动

烹饪程序中包含的辅助数据参考下述描述：

[0080] a)煲汤的烹饪总时长为52分钟，其中包括食材盒投料1分钟，炒锅腔体内烹煮50分

钟，自动盛出1分钟，烹饪完成后放置对口味的影响优先级为0级，即不受影响；

[0081] b)蒸鱼的烹饪总时长为20分钟，包括主食材投料1分钟，投入炒锅后中转由自动盛

出系统搬运入完成食材存放腔体中2分钟，蒸汽加热15分钟，辅料，包括香葱、姜丝、香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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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投料时长为1分钟，在炒锅中烹炒1分钟，自动盛出系统将加热后的鱼肉从完成食材存放

腔体内取出至炒锅下方，与炒锅倾倒出来的辅料混合，过程所需1分钟，重新由自动盛出系

统搬送回完成食材存放腔体1分钟；因为辅料烹炒与蒸完食材取出的时间可以重合同时执

行，故总时长可以控制在20分钟完成。烹饪完成后放置对口味的影响优先级为2级，即影响

明显；

[0082] c)炒青菜的总烹饪食材为7分钟，包括自动投料1分钟，炒锅中加热并翻炒5分钟，

自动盛出1分钟，烹饪完成后放置对口味的影响优先级为2级，即影响明显。

[0083] 根据上述辅助判断烹饪次序的数据，可以训练一烹饪次序调整模型，根据模型训

练目标的不同，可得到下面两个安排：

[0084] 排序安排1：如果按照烹饪完后放置对口味的影响作为优先排序因素，再结合烹饪

时长作为次要优先级排序因素，则先安排煲鸡汤，然后是蒸鱼，最后为炒青菜，整顿饭备餐

的总时长为52+20+7＝79分钟；

[0085] 排序安排2：如果按照烹饪完后放置对口味的影响作为优先排序因素，再结合烹饪

时长作为次要优先级排序因素，然后再根据烹饪程序中对自动烹饪机中不同结构的使用细

节与停留时长，则可先安排蒸鱼的取料、投料并搬送入完成食材存放腔体3分钟，然后开始

煲汤的操作52分钟，接着在煲汤完成时间的提前15分钟开始对鱼肉开始蒸汽加热，煲汤完

成后开始取出蒸鱼辅料并完成辅料翻炒，接着与鱼肉混合后重新搬送回完成食材存放腔

体，过程共需4分钟，最后完成炒青菜过程7分钟，整顿饭的备餐总时长为3+52+4+7＝66分

钟，比上述的安排可节省13分钟。

[0086] 作为系统缺省的安排，在不影响菜肴口味的前提下，本实施例优先考虑烹饪总时

长，将上述排序安排2作为自动排序的结果，即按照此烹饪次序进行自动烹饪。

[0087] S4：根据烹饪次序依次投料，实现自动烹饪。

[0088] 控制系统30发出指令，控制自动投料系统90将食材盒201依次取出往食材动态处

理系统40中投料，并根据具体的烹饪操作在烹饪容器40中或者完成食材存放腔体611中完

成食材的烹饪；控制系统可以自动判断烹饪机中是否还有未完成烹饪的食材，如果还有，则

重复执行自动烹饪的操作直至其全部完成。

[0089] S5：在食材全部烹饪完后，通知用户取出食用。

[0090] 控制系统发出烹饪完成的提示，通知用户用餐。所述提示包括由烹饪机本身发出

的声音或视觉提示，也包括烹饪机通过网络系统发往服务器或用户移动设备上的进度提

示。

[0091] 如在上述多个菜肴的烹饪次序自动排序中，如果用户对此烹饪次序的安排不满

意，如虽然上述菜肴中炒青菜与蒸鱼烹饪完成后放置对口味的影响优先级皆为2，但是该用

户对蒸鱼的鲜味要求更高，希望能刚蒸出炉就马上食用，否则其辅料中包括的香菜、香油等

的香味可能会消散较多。这种情况下，在将控制系统选出排序安排2作为自动排序的结果

后，将此烹饪次序信息通过控制系统30上的触摸显示屏提供给用户，并提供执行修改步骤

的界面，由用户手动对其进行调整。或者，控制系统将烹饪次序直接发送至用户的移动设

备，或者是将烹饪次序发送至服务器，用户通过与服务器相连接的设备获取该烹饪次序，然

后对其中需要修改的部分做出修改。例如将蒸鱼放在最后，炒青菜排序在蒸鱼之前等，然后

将确认修改的信息反馈至烹饪机的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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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2] 为更好地根据用户使用习惯进行烹饪次序的调整，计算待烹饪菜肴烹饪次序的控

制系统中，还可以进一步包括优先级权重设置，该优先级权重由控制程序预设，可根据用户

的使用习惯进行修改，如系统可预设烹饪完等待时长对口味影响程度的优先级权重为0.6，

烹饪完等待时长对营养的影响程度优先级权重为0.4，在一种实施例中，放入的待烹饪菜肴

A烹饪完等待时长对口味影响优先级为3，对营养的影响优先级为2，而待烹饪菜肴B烹饪完

等待时长对口味影响优先级为2，对营养的影响优先级为3，在预设的权重条件下，待烹饪菜

肴A的总优先级为3*0.6+2*0.4＝2.6，而待烹饪菜肴B的总优先级为2*0.6+3*0.4＝2.4，待

烹饪菜肴A应先于B被取出烹饪。如果用户根据使用习惯，将烹饪完等待时长对口味影响程

度的优先级权重调整为0.4，烹饪完等待时长对营养的影响程度优先级权重调整为0.6，则

在新的权重设置条件下，待烹饪菜肴B将先于A被取出烹饪。

[0093] 用户对具体菜肴排序的调整操作，会被操作系统记录，并存放至服务器中，与该用

户的操作历史记录相关联，在下次遇到同样或者类似的菜式时，系统将会将其优先级作自

动的调整，以令此烹饪次序的自动调整更能满足用户的食用习惯。

[0094]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实施例的

限制，其他的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与原理下所作的改变、修饰、替代、组合、简化，

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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