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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实施例公开了一种智能烹调设备，该

烹调设备包括锅体、锅盖、加热装置，其中，还包

括具有清洗功能的底部旋喷装置、颗粒状及粉状

烹调原料投料装置、液体投料装置、不规则烹调

原料投料装置、顶部旋喷装置、侧面旋喷装置和

顶部加热装置。该烹调设备能自动投放烹调原

料、自动搅拌或磨碎烹调原料、自动烹调、自动清

洗、过滤烹调原料和清洗锅体。采用本发明方案

的智能烹调设备减少了用户的劳动工作量，可推

动人类社会智能家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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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烹调设备，包括，锅体、锅盖和加热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底部漏喷装置，所述底部漏喷装置位于锅体底部，所述底部漏喷装置包括底部漏管系

统和底部旋喷系统，底部漏管系统包括垂直漏管、横向漏管及电磁阀，底部旋喷系统包括旋

转喷塞，所述旋转喷塞能够旋转和上下运动，所述旋转喷塞包括旋转喷头、旋转滤网和旋转

喷杆，所述旋转喷头上端有磨刀，所述底部漏喷装置用于清洗、过滤、搅拌/磨碎食物、排水、

注水、洗锅、排出食物残渣，其中，从所述横向漏管输出烹调食物或排出食物残渣，所述磨刀

用于打碎研磨食物或食物残渣，以便食物残渣顺利地从横向漏管排走；

所述加热装置包括热空气加热装置，所述烹调设备还包括顶部旋喷装置和侧面旋喷装

置，所述热空气加热装置将热空气加热后送入锅盖中顶部旋喷装置或锅体侧面旋喷装置的

旋转喷头，热空气进入锅体后通过滤网进入垂直漏管、横向漏管和电磁阀，然后返回热空气

加热装置，经过重新加热后再次送出；通过这种循环加热方式加热食物，或者使得食物表面

焦化，达到烘烤效果；或者，热空气从底部旋喷装置送出，从锅盖中顶部旋喷装置或锅体侧

面旋喷装置返回热空气加热装置，加热后在此循环送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烹调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烹调设备还包括底部喷射装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烹调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顶部旋喷装置位于锅盖上，所述

顶部旋喷装置包括柱状旋转喷头，该柱状旋转喷头在柱状体顶端和侧面有喷嘴，用于喷水

和/或喷气；柱状旋转喷头可安装一个或多个，用来向锅体注水、清洗烹调原料、清洗锅体、

锅盖，以及和底部漏喷装置、侧面旋喷装置、锅体底部喷射装置之间互相清洗。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烹调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侧面旋喷装置位于锅体侧面，所

述侧面旋喷装置包括柱状旋转喷头，该柱状旋转喷头在柱状体顶端和侧面有喷嘴，用于喷

水和/或喷气；柱状旋转喷头可安装一个或多个，用来向锅体注水、清洗烹调原料、清洗锅

体、锅盖，以及和底部漏喷装置、侧面旋喷装置、锅体底部喷射装置之间互相清洗。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烹调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锅体底部喷射装置位于锅体底部

和/或侧面，所述锅体底部喷射装置包括喷头，用于喷水和/或喷气，可安装一个或多个，用

来向锅体注水、清洗烹调原料、清洗锅体、锅盖，以及和底部漏喷装置、侧面旋喷装置、锅体

喷射装置之间互相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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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烹调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智能厨电设备，尤其涉及一种智能烹调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现代生活节奏快，对智能化需要日益增加。烹调是每天都必须面对的事情，每一项

手工操作花的时间似乎不多，但是累计起来时间就不少。以目前的豆浆机为例，清洗滤网、

锅体和刀片就需要十分钟左右时间。此外，目前市场上电饭煲、豆浆机、咖啡机、面包机、磨

碎机、搅拌机等原理及结构各不相同，零件互不通用。

[0003] 在实现本发明的过程中，发明人发现目前的烹调设备的投料及清洗并不能完全实

现自动化，针对这一问题，发明人通过一系列针对烹调设备的功能装置，比如，投料装置及

清洗装置，解决了智能烹调设备中关键性技术难题，为数种智能烹调设备提供了一种综合

性自动化解决方案。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智能烹调设备，采用该装置使得烹调设备实现投料和清洗自动

化，为智能厨电或智能家居创造基础。

[0005] 本发明提供一种智能烹调设备，包括，锅体、锅盖和/或加热装置，其中，还包括：

[0006] 底部漏喷装置，底部漏喷装置在锅体底部，所述底部漏喷装置包括底部漏管系统

和底部旋喷系统，底部旋喷系统包括旋转喷塞，所述旋转喷塞能够旋转和上下运动，所述旋

转喷塞包括旋转喷头、旋转滤网和旋转喷杆，所述底部漏喷装置用于清洗、过滤、搅拌/磨碎

食物、排水、注水、洗锅、排出食物残渣；和/或，

[0007] 加料装置，所述加料装置用于将烹调原料送至烹调设备的锅体中。

[0008] 可选地，所述加料装置为颗粒状及粉状烹调原料加料装置和/或液体烹调原料加

料装置。

[0009] 可选地，所述该加料装置包括料盒和多连杆系统，料盒用于盛放不规则烹调原料，

多连杆系统将料盒倒扣进锅体内。

[0010] 可选地，所述烹调设备还包括顶部旋喷装置、底部喷射装置和/或侧面旋喷装置。

[0011] 可选地，所述顶部旋喷装置位于锅盖上，所述顶部旋喷装置包括柱状旋转喷头，该

旋转喷头在柱状体顶端和侧面有喷嘴，用于喷水和/或喷气；柱状旋转喷头可安装一个或多

个，用来向锅体注水、清洗烹调原料、清洗锅体、锅盖，以及和底部漏喷装置、侧面旋喷装置、

锅体底部喷射装置之间互相清洗。

[0012] 可选地，所述侧面旋喷装置位于锅体侧面，所述侧面旋喷装置包括柱状旋转喷头，

该旋转喷头在柱状体顶端和侧面有喷嘴，用于喷水和/或喷气；柱状旋转喷头可安装一个或

多个，用来向锅体注水、清洗烹调原料、清洗锅体、锅盖，以及和底部漏喷装置、侧面旋喷装

置、锅体底部喷射装置之间互相清洗。

[0013] 可选地，所述锅体底部喷射装置位于锅体底部和/或侧面，所述锅体底部喷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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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喷头，用于喷水和/或喷气，可安装一个或多个，用来向锅体注水、清洗烹调原料、清洗

锅体、锅盖，以及和底部漏喷装置、侧面旋喷装置、锅体喷射装置之间互相清洗。

[0014] 可选地，所述加热装置包括锅体底部和或侧面加热装置；和/或，锅盖上的加热装

置；和/或，热空气加热装置，所述热空气加热装置将热空气加热后送入锅盖中顶部旋喷装

置或锅体侧面旋喷装置的旋转喷头，热空气进入锅体后穿过食物，通过底部漏喷装置返回

热空气加热装置，加热后再次送出；通过这种循环加热方式加热食物，或者使得食物表面焦

化，达到烘烤效果；或者，热空气从底部旋喷装置送出，从锅盖中顶部旋喷装置或锅体侧面

旋喷装置返回热空气加热装置，加热后在此循环送出。

[0015] 可选地，锅盖能够自动打开或关闭，以便远端控制，采用电动推杆驱动锅盖关闭，

或采用电机在锅盖转轴处驱动锅盖关闭；锅盖盖上时，锁止机构将锅盖锁住或适时释放。

[0016] 可选地，液体烹调原料从锅盖和/或锅体侧面投入锅体；和/或，通过锅盖转轴将

水、气通入到锅盖中。

[0017] 可选地，所述加料装置包括分料装置及送料装置，所述分料装置用于将烹调原料

送至送料装置，所述送料装置用于将烹调原料送至烹调设备的锅体中；所述分料装置采用

蜗杆将烹调原料送入送料装置；所述送料装置采用真空上料器将烹调原料送入锅体中。

[0018] 可选地，所述烹调设备为电饭煲、面包机、豆浆机、豆腐机、咖啡机、饮料机、沏茶机

或炒菜机。

[0019] 本发明的智能烹调设备，除包括锅体、锅盖和/或加热装置外，还包括:  底部漏喷

装置，底部漏喷装置在锅体底部，用于清洗、过滤、搅拌/磨碎食物、排水、注水、洗锅、排出食

物残渣；和/或；还包括加料装置，所述加料装置用于将烹调原料送至烹调设备的锅体中。该

烹调设备能自动投放烹调原料、自动烹调、自动清洗烹调原料和锅体。采用本发明方案的智

能烹调设备减少了用户的劳动工作量，可推动人类社会智能家居生活。

附图说明

[0020] 图1本发明实施例智能烹调设备各功能模块示意图；

[0021] 图2本发明实施例智能烹调设备锅盖打开示意图；

[0022] 图3本发明智能烹调设备功能说明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更详细的说明。

需要说明的是，本说明书所使用的术语“垂直的”、“水平的”、“左”、“右”以及类似的表述只

是为了针对实施例简洁说明的目的。

[0024] 本说明书所使用的术语“和/或”包括一个或多个相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组合。本

发明的投料装置包括分料装置和送料装置，为便于叙述和理解，分别以投米装置、分米装置

和送米装置替代。相应地,储料箱、下料管、下料口、出料口分别用储米箱、下米管、下米口、

出米口替代。锅盖的“裙边”是锅盖比锅体开口大一圈地方，在电饭煲中常见，也称为锅盖

“帽檐”。本发明颗粒状及粉状投料装置及液体烹调原料投料装置，显然能从锅体的开口将

烹调原料投入锅体，对于这种明显的情况本发明将其作为天然包含。

[0025]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智能烹调设备，包括锅体、锅盖和/或加热装置，并集成了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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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喷装置、颗粒状和粉状烹调原料投送装置。以该烹调设备为核心可以衍生出电饭煲、面包

机、豆浆机、豆腐机、咖啡机、饮料机、沏茶机、炒菜机等数种烹调设备。这些烹调设备原理结

构基本相同，核心零件之间有一定的互通。

[0026] 本发明实施例智能烹调设备采用底部漏喷装置，该装置安装在锅体底部，具有清

洗烹调原料和洗锅的功能。对于电饭煲和豆浆机，底部漏喷装置能够清洗投入到锅体中的

米或豆，省去了专门的清洗锅。同时底部漏喷装置还具有洗锅的功能。这样，锅体能固定安

装在烹调设备内而不必做成现行电饭煲的活动式锅体。锅体固定安装在烹调设备内的最大

好处是能够在锅体侧面开口，颗粒状和粉状烹调原料以及流体烹调原料能够通过这些开口

投入到锅体中，简化了投送设计，增加了投送装置的可靠性。底部漏喷装置还具有磨刀和搅

拌的功能，这是豆浆机、豆腐机、面包机、炒菜机、沏茶机所需要的。

[0027] 本发明实施例智能烹调设备采用颗粒状和粉状烹调原料投放装置，该装置能够精

确投放颗粒状烹调原料如米、豆、面粉、茶叶、咖啡豆或咖啡胶囊，以及投放粉末状烹调原料

如面粉、咖啡粉、胡椒粉、盐等。本发明智能烹调设备还采用了流体烹调原料投料装置，可以

精确投放水、食用油、酱油等。

[0028] 本发明实施例智能烹调设备配备的不规则烹调原料投放装置，这是炒菜机所需要

的。

[0029] 除了锅体的立体加热，本发明智能烹调设备还配备了锅盖加热装置。

[0030] 本发明实施例智能烹调设备中流体烹调原料如油脂、酱油还能够从锅盖向锅体投

递。

[0031] 本发明实施例智能烹调设备在锅盖上安装顶部旋喷装置，在锅体侧面安装了侧面

旋喷装置，辅助清洗食物、注水和洗锅。

[0032] 本发明实施例智能烹调设备锅盖能够按需求智能打开和关闭，为远端开启智能烹

调设备消除了功能盲点。本发明实施例各个装置中能够喷水，则能够喷气，但为简洁起见仅

以其中一项代表。

[0033]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实施例中的底部旋喷装置可以参考本申请人已申请的相关

专利201610078229 .6申请号专利，投料装置可以参考本申请人已申请的相关专利

201610173576.7申请号专利。

[0034] 下面以电饭煲或面包机或炒菜机为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作进一步说明。

[003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烹调装置各功能模块示意图，实际使用中针对需求进行一些

取舍并添加一些相关的配套部件，就可以组成某个具体的烹调设备。

[0036] 如图1所示，烹调设备除包括锅体1、锅盖2和锅体底部及侧面加热装置101，还包括

底部漏喷装置508、顶部旋喷装置30、侧面旋喷装置4、颗粒状及粉状烹调原料投送装置61、

流体投送装置67、不规则烹调原料投送装置14和顶部加热装置2TH。颗粒状或粉状或流体能

够从侧壁6、锅盖裙边和锅盖转轴投入。

[0037]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烹调设备锅盖开合装置示意图。以电饭煲为例，本发明电饭煲

具有自动加米、洗米和洗锅的功能，但只有具备锅盖自动开合功能，才能完全实现用户远端

操作。可以在锅盖转轴处利用电机38驱动锅盖2旋转，达到开合的效果。还可以利用可伸缩

的电动推杆20开合锅盖，电动推杆20伸长则打开锅盖，电动推杆缩短则关闭锅盖。锅盖与电

饭煲之间有锁止机构21/22，当锅盖合上之后，锁止机构将锅盖锁定，避免事故。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07296477 B

5



[0038] 图3本发明智能烹调设备功能说明示意图。

[0039] 如图3所示，底部漏喷装置包括底部漏管系统和底部旋喷系统，底部漏管系统包括

垂直漏管813、横向漏管83a/83b及电磁阀84a/84b等。底部旋喷系统中旋转喷塞51能够旋转

和上下运动，旋转喷塞包括旋转喷头51a、旋转滤网51b和旋转喷杆51c，旋转喷头上端有搅

拌器541或磨刀542。

[0040] 底部漏喷装置能够向锅体注水、清洗烹调原料、清洗锅体、锅盖，以及和顶部旋喷

装置、侧面旋喷装置、锅体底部喷射装置之间互相清洗。底部漏喷装置自身能自我清洗。

[0041] 底部漏喷装置能够输出烹调食物或排出洗锅残渣，例如从横向漏管83a/83b输出

豆浆、咖啡、茶水或排出食物残渣。

[0042] 底部漏喷装置的搅拌器541能够实现炒菜功能和各种搅拌功能，例如，搅拌奶茶机

之类饮料机中的搅拌器、电饭煲中的搅拌器、咖啡机中的搅拌器。

[0043] 底部漏喷装置的磨刀542用于打碎研磨食物，例如豆浆机磨碎食物，或者打碎沏茶

机中用过之后的茶叶，以便顺利地从横向漏管排走。

[0044] 底部漏喷装置的能够与颗粒状及粉状烹调原料投料装置组成循环回路，例如用循

环管道648将横向漏管83a/83b和储米箱61的进气口6445和649连接起来。

[0045] 顶部旋喷系统中在锅盖隔板202上安装旋转喷头30，旋转喷头的顶端和侧面有喷

口，能够自身旋转喷射，全方位清洗锅体和锅盖，并与其它清洗装置互相清洗。清洗水和气

可以通过锅盖转轴6661送入。

[0046] 热空气加热装置将热空气加热后送入顶部旋转喷头30或锅体侧面旋转喷头4，热

空气进入锅体后通过滤网51b进入垂直漏管813、横向漏管83a/83b和电磁阀84a/84b，然后

返回热空气加热装置，经过重新加热后再次送出。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加热食物，例如在电饭

煲米饭接近煮好时，用热空气使得饭粒表面焦化，达到烘烤效果，增加米饭的口感。也可以

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空气烧烤。

[0047] 侧面旋喷系统4在锅体侧壁，工作时深入到锅体内，其顶端和侧面有喷口，能够旋

转喷射，全方位清洗锅体和锅盖，并与其它清洗装置互相清洗。

[0048] 锅体底部安装固定的喷射装置291，能够更好地清洗搅拌器541和磨刀542，当旋转

滤网51b深入到锅体中，底部喷口291能够清洗旋转滤网。

[0049] 如图3所示的一种典型的颗粒状和粉状烹调原料投送装置示意图。在图3中，以电

饭煲为例，投送装置包括分米装置和送料装置（或送米装置），分米装置将米按重量要求从

储米箱61中取出，投入到送料装置中。送料装置将米送入锅体，分米装置和送料装置互相隔

离或没有硬连接，储米箱61下的电子秤63可称出投放米的重量。

[0050] 具体地，分米装置中储米箱61的米，经过水平推杆610或漏斗形储米箱将米推送到

水平蜗杆615，经过垂直下米管617及电磁阀618，从下出米管619进入送料装置的中转箱641

中。真空上料器6441的进料管6442接中转箱641的送米输出口643，气泵644输出的压缩气体

从真空上料器进气口6444进入真空上料器6441，将储米箱641中的米从送米输出口643吸入

真空上料器6441中，从真空上料器输出管6443输出，经过打开的电磁阀645，通过运送管道

646，从锅体1侧壁开口647将米送入锅体内。高压气体进入锅体后还可以返回到送料装置，

例如，从底部漏喷装置中的垂直漏管813、横向漏管83a/83b、电磁阀84a/84b返回，经过循环

管道648将排到锅体中的气体返回到气泵的输入管6445和储米箱的空气输入管649。送料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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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输出口647既可以在锅体上，也可以接开口662，通过锅盖裙边2981和锅盖转轴6661倒入

到锅体内，或者从锅体上开口送入锅体。循环管道648的返回口也能够选在锅体上、锅盖裙

边或锅盖隔板上。

[0051] 对于面包机，为避免粉尘或面粉溢出锅体，可以采用滤网排气方式，例如图3中锅

盖隔板202上有滤网661，滤网的孔径比米粒或面粉的直径小，允许空气穿过滤网661排出锅

体，而面粉无法穿过。同样，面包机也能安装循环管道。

[0052] 如图3所示的一种典型的投放流体烹调原料示意图，以加酱油为例，流体烹调原料

投送装置中液体瓶67下有电子秤63，水泵675开启，瓶中酱油经过抽水管672、单向阀673、运

送管道674、输出单向阀675、输出管道676，从锅体侧壁出口677投送到锅体内。投送到锅体

内的渠道与送米相同，其中一种选择是进入到锅盖内，从锅盖隔板上的送料管678送入锅体

内。

[0053] 不规则烹调原料投放装置为14，烹调原料如蔬菜、肉类放于料盒141中，多连杆系

统将料盒翻转倒扣到锅体内，将烹调原料倒入锅体。最简单的多连杆系统只有一根连杆

142，绕转轴143旋转，带动料盒倒扣运动。

[0054] 在锅盖上还设立加热装置2TH，形成锅体底部、锅体侧面和锅体顶部的加热。

[0055] 锅盖上的电磁阀201能够适时开启和闭合，以平衡锅体内外的压力。

[0056] 本发明实施例的智能烹调设备，除包括锅体、锅盖和加热设备外，还包括投料装

置，以及具有清洗功能的底部旋喷装置。该烹调设备能自动投放烹调原料、自动烹调、自动

清洗烹调原料和锅体。采用本发明方案的智能烹调设备减少了用户的劳动工作量，可推动

人类社会智能家居生活。

[0057]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的说明书及其附图中给出了本发明的较佳的实施例，但是，

本发明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形式来实现，并不限于本说明书所描述的实施例，这些实施例

不作为对本发明内容的额外限制，提供这些实施例的目的是使对本发明的公开内容的理解

更加透彻全面。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可以根据上述说明加以改进或变换，而所有这

些改进和变换都应属于本发明所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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