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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智能炒菜机，其包括工作

平台、炒菜锅、盖锅机构、自动撕膜机构和炒菜锅

旋转升降机构，在工作平台设置有倒食材口，在

该倒食材口的下方设置有炒菜锅；炒菜锅旋转升

降机构控制炒菜锅按照预设角度转动以实现对

应的功能以及按照预设行程上升与倒食材口对

接；盖锅机构设置于倒食材口上方实现对炒菜锅

倒食材口的开合；自动撕膜机构设置于倒食材口

的上方实现对食材盒的自动撕膜以及将食材倒

进炒菜锅中。本发明整体结构简单而可靠性强，

机构设计紧凑而占地面积较小，更加有利于推

广，自动化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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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炒菜机，其特征在于：包括倒食材平台、炒菜锅、盖锅机构、自动撕膜机构和

炒菜锅旋转升降机构，在倒食材平台设置有倒食材口，在该倒食材口的下方设置有炒菜锅；

炒菜锅旋转升降机构控制炒菜锅按照预设角度转动以实现对应的功能以及按照预设行程

上升与倒食材口对接；盖锅机构设置于倒食材口上方实现对炒菜锅倒食材口的开合；自动

撕膜机构设置于倒食材口的上方实现对食材盒的自动撕膜以及将食材倒进炒菜锅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炒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炒菜锅包括搅拌器、内胆、

电磁加热组件和外壳，搅拌器设置在内胆中，电磁加热组件封装在内胆与外壳的夹缝之间，

设置有风源从外壳一侧进入经电磁加热组件中的电磁线圈从外壳的另一侧排出，实现对电

磁线圈的散热。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炒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盖锅机构包括固定盖板和

活动盖板，在固定盖板上设置有吸油烟组件和加料组件，活动盖板由动力装置驱动实现与

固定盖板的打开和闭合；打开时，活动盖板与固定盖板形成的开口为倒食材口；闭合时，活

动盖板与固定盖板共同将炒菜锅的开口闭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炒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自动撕膜机构包括轨道，

在轨道上设置有一与倒食材口配对的开口；启动时食材盒倒放于轨道的一端上并由动力装

置驱动向轨道的另一端移动，食材盒在经过该开口的同时，撕膜组件对食材盒的封口薄膜

进行固定和卷收，薄膜撕开口食材自动经该开口、倒食材口落到炒菜锅中。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炒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炒菜锅旋转升降机构包括

升降臂，在升降臂上设置有旋转臂，旋转臂与炒菜锅对接，升降臂控制炒菜锅的升降，旋转

臂控制炒菜锅的转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炒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倒食材平台、炒菜锅、盖锅

机构、自动撕膜机构和炒菜锅旋转升降机构封装在自动贩卖柜体内，该自动贩卖柜体设置

有取菜柜门和贩卖操控面板。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炒菜机，其特征在于：还设置有食材盒输送通道与食

材盒储存机构进行对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炒菜机，其特征在于：还设置有卸料机构，该卸料机

构将倒食材完毕的空食材盒经空盒回收输送带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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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炒菜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炒菜机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智能炒菜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炒菜机会取代一部分的厨师为人们

提供食物的烹饪，在节奏快速的现代生活和工作中，人们多以青睐速度快的小炒，既而激发

了厂家研发出不少的炒菜机。目前的炒菜机，其一般都是设置在厨房里面，很少可以像自动

贩卖机一样在街头出现，所以人们需要购买小炒还是需要去饭店或一些自动贩卖的小店。

[0003] 炒菜机的现行结构设计决定了其只能出现在饭店或小店里，因为其整体结构体积

过大，占地面积大，在街头需要占用较大的地方才能使用。并且现行的炒菜机并非全自动，

像分装好的食材盒需要人工撕膜后自动倒菜或者通过传送带运送倒菜，造成多个机械部件

容易与食材接触，使得机械部件容易因接触食材而需要经常清洗，如不经常清洗，机械部件

容易发霉滋生细菌。

[0004] 总的来说，现有的炒菜机结构设计不合理，结构设计过于复杂而维修难度大。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智能炒菜机。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智能炒菜机，其包括倒食

材平台、炒菜锅、盖锅机构、自动撕膜机构和炒菜锅旋转升降机构，在倒食材平台设置有倒

食材口，在该倒食材口的下方设置有炒菜锅；炒菜锅旋转升降机构控制炒菜锅按照预设角

度转动以实现对应的功能以及按照预设行程上升与倒食材口对接；盖锅机构设置于倒食材

口上方实现对炒菜锅倒食材口的开合；自动撕膜机构设置于倒食材口的上方实现对食材盒

的自动撕膜以及将食材倒进炒菜锅中。

[0007]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炒菜锅包括搅拌器、内胆、电磁加热组件和外壳，搅拌器设

置在内胆中，电磁加热组件封装在内胆与外壳的夹缝之间，设置有风源从外壳一侧进入经

电磁加热组件中的电磁线圈从外壳的另一侧排出，实现对电磁线圈的散热。

[0008]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盖锅机构包括固定盖板和活动盖板，在固定盖板上设置有

吸油烟组件和加料组件，活动盖板由动力装置驱动实现与固定盖板的打开和闭合；打开时，

活动盖板与固定盖板形成的开口为倒食材口；闭合时，活动盖板与固定盖板共同将炒菜锅

的开口闭合。

[0009]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自动撕膜机构包括轨道，在轨道上设置有一与倒食材口配

对的开口；启动时食材盒倒放于轨道的一端上并由动力装置驱动向轨道的另一端移动，食

材盒在经过该开口的同时，撕膜组件对食材盒的封口薄膜进行固定和卷收，薄膜撕开口食

材自动经该开口、倒食材口落到炒菜锅中。

[0010]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炒菜锅旋转升降机构包括升降臂，在升降臂上设置有旋转

臂，旋转臂与炒菜锅对接，升降臂控制炒菜锅的升降，旋转臂控制炒菜锅的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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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倒食材平台、炒菜锅、盖锅机构、自动撕膜机构和炒菜锅旋

转升降机构封装在自动贩卖柜体内，该自动贩卖柜体设置有取菜柜门和贩卖操控面板。

[0012] 上述技术方案中，还设置有食材盒输送通道与食材盒储存机构进行对接。

[0013] 上述技术方案中，还设置有卸料机构，该卸料机构将倒食材完毕的空食材盒经空

盒回收输送带送走。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整体结构简单而可靠性强，将倒食材平台、炒菜锅、盖锅机

构、自动撕膜机构和炒菜锅旋转升降机构封装在柜体中，实现可靠的自动贩卖模式。由于结

构紧凑，占地面积较小，更加容易在街头推广。机构设计协调并且全部实现自动化，食材直

接落入炒菜锅而不与其他机械部件接触，减少了机械部件的清洗次数和维护难度。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炒菜锅的结构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盖锅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5是本发明自动撕膜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6是本发明炒菜锅旋转升降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中，1、倒食材平台；2、炒菜锅；3、盖锅机构；4、自动撕膜机构；5、炒菜锅旋转升降

机构；6、倒食材口；7、柜体；8、取菜柜门；9、贩卖操控面板；10、卸料机构；11、接菜盘；201、内

胆；202、搅拌叶片；203、电磁线圈；204、电磁屏蔽罩；205、过道；206、搅拌电机；301、固定盖

板；302、活动盖板；401、食材盒；402、转轴；403、挂钩；404、定位电机；501、升降臂；502、旋转

臂。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8] 如图1-2所示，一种智能炒菜机，其包括倒食材平台1、炒菜锅2、盖锅机构3、自动撕

膜机构4和炒菜锅旋转升降机构5，在倒食材平台1设置有倒食材口6，在该倒食材口6的下方

设置有炒菜锅2；炒菜锅旋转升降机构5控制炒菜锅2按照预设角度转动以实现对应的功能

以及按照预设行程上升与倒食材口6对接；盖锅机构3设置于倒食材口6上方实现对炒菜锅2

倒食材口6的开合；自动撕膜机构4设置于倒食材口6的上方实现对食材盒401的自动撕膜以

及将食材倒进炒菜锅2中。

[0019] 如图3所示，所述炒菜锅2包括搅拌器、内胆201、电磁加热组件和外壳，搅拌器设置

在内胆201中，电磁加热组件封装在内胆201与外壳的夹缝之间，设置有风源从外壳一侧进

入经电磁加热组件中的电磁线圈203从外壳的另一侧排出，实现对电磁线圈203的散热。搅

拌器包括搅拌叶片202和搅拌电机206，搅拌电机206置于内胆201底部下方，搅拌叶片202的

转轴穿过内胆201底面与搅拌电机206传动连接，转轴通过轴套与内胆201底面密封，防泄

漏。内胆201的底面为复合底板，包括作为内胆201底面的不锈钢板、中间的铝板和感应电磁

线圈203的磁场而发热的不锈铁板，在不锈钢板表面还涂覆有涂层。搅拌电机206设置于电

磁线圈203的下方，其输出轴闯过电磁线圈203与轴套传动连接，为了防止电磁线圈203对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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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电机206的干扰，在电磁线圈203与搅拌电机206之间设置有电磁屏蔽罩204。风源通过鼓

风机接风管的方式实现，进风管在外壳的旋转耳柄的中空过道205设置，进风管与夹缝连

通，出风管在外壳另一侧的旋转耳柄的中空过道205设置，出风管与夹缝连通，鼓风机将风

吹经电磁线圈203将其热量带走，保持电磁线圈203的工作效率。电线也通过旋转耳柄的过

道205进入与电磁线圈203电连接。

[0020] 如图4所示，所述盖锅机构3包括固定盖板301和活动盖板302，在固定盖板301上设

置有吸油烟组件和加料组件，活动盖板302由动力装置驱动实现与固定盖板301的打开和闭

合；打开时，活动盖板302与固定盖板301形成的开口为倒食材口6；闭合时，活动盖板302与

固定盖板301共同将炒菜锅2的开口闭合。在固定盖板301与活动盖板302的闭合处设置有密

封胶条，保证固定盖板301与活动盖板302之间的闭合处密封，使得油烟仅能从吸油烟组件

的吸油烟孔排出，避免油烟对其他机械部件的影响。电机驱动活动盖板302的开合。

[0021] 如图5所示，所述自动撕膜机构4包括轨道，在轨道上设置有一与倒食材口6配对的

开口；启动时食材盒401倒放于轨道的一端上并由动力装置驱动向轨道的另一端移动，食材

盒401在经过该开口的同时，撕膜组件对食材盒401的封口薄膜进行固定和卷收，薄膜撕开

口食材自动经该开口、倒食材口6落到炒菜锅2中。作为动力装置的定位电机404通过电磁吸

住或者定位柱和定位孔的配合实现对食材盒401的定位，对食材盒401的定位是对食材盒

401前端的凸沿进行定位，就是动力装置对食材盒401进行拖拉移动。撕膜组件包括转轴

402，转轴402在电机的驱动下旋转，转轴402上的挂钩403在旋转的过程中自动对位挂扣食

材盒401凸沿的薄膜扣孔进行定位，随着转轴402的转动实现收卷。

[0022] 如图6所示，所述炒菜锅旋转升降机构5包括升降臂501，在升降臂501上设置有旋

转臂502，旋转臂502与炒菜锅2对接，升降臂501控制炒菜锅2的升降，旋转臂502控制炒菜锅

2的转动。旋转臂502与炒菜锅2的旋转耳柄对接。

[0023] 如图1-2所示，所述倒食材平台1、炒菜锅2、盖锅机构3、自动撕膜机构4和炒菜锅旋

转升降机构5封装在自动贩卖柜体7内，该自动贩卖柜体7设置有取菜柜门8和贩卖操控面板

9。消费者可以通过贩卖操控面板9进行菜品的选择和购买。还设置有食材盒401输送通道与

食材盒401储存机构进行对接。还设置有卸料机构10，该卸料机构10将倒食材完毕的空食材

盒401经空盒回收输送带送走。

[0024]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消费者在柜体7上的贩卖操控面板9上选择需要的菜品并付款

购买，系统在确认订单后执行。系统对各机构进行状态调整，炒菜锅2由炒菜锅旋转升降机

构5驱动上升至与倒食材平台1对接，盖锅机构3驱动活动盖板302打开；将对应菜品的食材

盒401通过食材盒401输送通道传输到自动撕膜机构4，自动撕膜机构4控制食材盒401移至

倒食材口6上方，并且同时自动撕膜，撕膜后的食材自然掉落到炒菜锅2内，倒食材完毕后，

盖锅机构3控制活动盖板302关闭，炒菜锅2启动实现炒菜，在炒菜的过程中搅拌器不断搅拌

配合电磁加热组件实现均匀加热；炒菜完毕后，炒菜锅旋转升降机构5驱动炒菜锅2下降并

转动145度将菜品倒出至接菜盘11，取菜柜门8打开，消费者取出接菜盘11；订单完成后，炒

菜锅2回正，通过清水和刷锅装置进行清洗，并反转145度将洗锅水倒至其下方的收集通道，

收集通道连通的粉碎机对废渣进行粉碎，清洗程序可以根据需要反复多次执行；卸料机构

10将空的食材盒401送至空盒回收输送带送走；调整机构状态，以等待下一订单。

[0025] 以上的实施例只是在于说明而不是限制本发明，故凡依本发明专利申请范围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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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所做的等效变化或修饰，均包括于本发明专利申请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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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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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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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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