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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家用电器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饭

煲，包括外壳及设于所述外壳内的内胆及信号处

理电路，所述内胆与外壳间设有加热线圈，其特

征在于：所述内胆外侧壁设有采集侧壁温度信号

的第一温度传感器，所述内胆外底壁设有采集底

壁温度信号的第二温度传感器；所述信号处理电

路处理所述侧壁温度信号和底壁温度信号并向

外发送。通过第一温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进行

设计“中火连续煮饭”及“消沫防溢”两个控制阶

段，最终达到防溢效果的同时尽量减少米饭烹饪

过程中不同位置（锅底、锅中、锅上层、锅侧壁）米

饭因内胆传导加热所带来的温度差异，尽可能使

米粒都受热均匀，达到最佳烹饪条件，最终米粒

膨胀效果等一致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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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饭煲，包括外壳及设于所述外壳内的内胆及信号处理电路以及外部控制器，所

述信号处理电路通过无线信号与外部控制器通信，所述内胆与外壳间设有加热线圈，其特

征在于：所述内胆外侧壁设有采集侧壁温度信号的第一温度传感器，所述内胆外底壁设有

采集底壁温度信号的第二温度传感器；所述信号处理电路处理所述侧壁温度信号和底壁温

度信号并向外发送，所述外部控制器依据所述第一温度传感器的温度信号以实现对所述加

热线圈进行大火煮饭、中火连续煮饭及消沫防溢的控制；所述大火煮饭包括：当设于饭煲内

胆侧壁的第一温度传感器检测到温度低于50至60度时，饭煲的加热线圈的工作功率为800

至1200W；所述中火连续煮饭包括：当第一温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高于50至60度时或设于

饭煲内胆底壁的第二温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为75至85度时，加热线圈的工作功率为500

至700W；所述消沫防溢包括：当第一温度传感器检测到温度高于60到70度时，加热线圈以功

率300至400W间隙性加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饭煲，其特征在于：所述饭煲外壳侧壁上设有把手，所述第一温

度传感器及所述第一温度传感器的信号处理电路设于所述把手内。

3.一种饭煲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一)充分吸水：在5至15分钟内，控制内胆内水的温度处于40至70度范围；

(二)大火煮饭：当设于饭煲内胆侧壁的第一温度传感器检测到温度低于50至60度时，

饭煲的加热线圈的工作功率为800至1200W；

(三)中火连续煮饭：当第一温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高于50至60度时或设于饭煲内胆

底壁的第二温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为75至85度时，加热线圈的工作功率为500至700W；

(四)消沫防溢：当第一温度传感器检测到温度高于60到70度时，加热线圈以功率300至

400W间隙性加热；

(五)烘干焖饭：当第二温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高于90～95℃时，加热线圈以功率250

至350W间隙性加热；

(六)高温焖饭：当第二温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高于100至105度时，加热线圈以功率

150至250W间歇性加热；

(七)干烧保护：当第二温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高于115至125度时，加热线圈以功率

100至180W间歇性加热；

(八)煮饭完成后，饭煲停止工作或进入保温流程。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饭煲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四)的加热线圈工作13至

18秒，停7至11秒。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饭煲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五)的加热线圈工作10至

16秒，停10至13秒。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饭煲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六)的加热线圈工作8至

12秒，停13至17秒。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饭煲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七)的加热线圈工作10至

14秒，停20至2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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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煲及其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家用电器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饭煲及其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各种各样的IH电饭煲出现在市场上，该种饭煲内部的加热装置由发热盘变

为电磁线圈。电磁线圈产生强磁场，该磁场使得饭煲的内胆发热，进而加热内胆内的食材。

现有饭煲通常通过检测底壳内的温度以判断烹饪状态，并调整加热方式。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内胆侧壁设有温度传感器的饭煲及其控制方

法，使得烹饪出的米饭口感更好。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饭煲，包括外壳及设于所述外壳

内的内胆及信号处理电路，所述内胆与外壳间设有加热线圈，其特征在于：所述内胆外侧壁

设有采集侧壁温度信号的第一温度传感器，所述内胆外底壁设有采集底壁温度信号的第二

温度传感器；所述信号处理电路处理所述侧壁温度信号和底壁温度信号并向外发送。

[0005] 本发明的第一优选方案为：所述饭煲外壳侧壁上设有把手，所述第一温度传感器

及所述第一温度传感器的信号处理电路设于所述把手内。

[0006] 本发明的第二优选方案为：所述信号处理电路通过无线信号与外部控制器通信。

[0007] 本发明的第三优选方案为：一种饭煲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08] （一）充分吸水：在5至15分钟内，控制内胆内水的温度处于40至70度范围；

[0009] （二）大火煮饭：当设于饭煲内胆侧壁的第一温度传感器检测到温度低于50至60度

时，饭煲的加热线圈的工作功率为800至1200W；当第一温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高于50至

60度时或设于饭煲内胆底壁的第二温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为75至85度时，加热线圈的工

作功率为500至700W；

[0010] （三）消沫防溢：当第一温度传感器检测到温度高于60到70度时，加热线圈以功率

300至400W间隙性加热；

[0011] （四）烘干焖饭：当第二温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高于90~95℃时，加热线圈以功率

250至350W间隙性加热；

[0012] （五）高温焖饭：当第二温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高于100至105度时，加热线圈以

功率150至250W间歇性加热；

[0013] （六）干烧保护：当第二温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高于115至125度时，加热线圈以

功率100至180W间歇性加热；

[0014] （七）煮饭完成后，饭煲停止工作或进入保温流程。

[0015] 本发明的第四优选方案为：所述步骤（三）的加热线圈工作13至18秒，停7至11秒。

[0016] 本发明的第五优选方案为：所述步骤（四）的加热线圈工作10至16秒，停10至13秒。

[0017] 本发明的第六优选方案为：所述步骤（五）的加热线圈工作8至12秒，停13至17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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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本发明的第七优选方案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六）的加热线圈工作10至14秒，

停20至25秒。

[0019] 本发明的技术优势在于：通过第一温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进行设计“中火连续

煮饭”及“消沫防溢”两个控制阶段，最终达到防溢效果的同时尽量减少米饭烹饪过程中不

同位置（锅底、锅中、锅上层、锅侧壁）米饭因内胆传导加热所带来的温度差异，尽可能使米

粒都受热均匀，达到最佳烹饪条件，最终米粒膨胀效果等一致性较好。

附图说明

[002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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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亦可根据下述附图获得其他的

附图。

[0021] 图1为实施例1饭煲及电磁炉爆炸图。

[0022] 图2为实施例1饭煲剖视图。

[0023] 附图标记：101-盖体，102-桶体，103-把手，104-第一电路板，105-第一温度传感

器，106-线圈架，107-加热线圈，108-第二电路板，109-柱体，110-底座，111-面板，112-供电

线圈，113-底壳，201-内胆。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25] 实施例1。

[0026] 一种饭煲，包括盖体101、底座110及桶体102，桶体102与底座110形成外壳，底座

110上设有用于安装线圈架106的多个柱体109，线圈架106顶部为一槽，该槽呈部分球形。线

圈架106底壁上绕设线凹形的加热线圈107。内胆201设于桶体102内，内胆201底壁贴合于线

圈架106顶部的槽内。

[0027] 上述桶体102顶部设有一开口，该开口处设第一温度传感器105，第一温度传感器

105与第一电路板104连接。一把手103设于该开口处，与内胆201形成一腔体，第一电路板

104和第一温度传感器105。第一电路板104上设有第一信号处理电路，该第一信号处理电路

处理第一温度传感器105采集内胆201的侧壁温度信号并通过无线方式传递给饭煲下侧电

磁炉内的控制器。

[0028] 上述内胆201底壁还设有第二温度传感器，第二温度传感器采集的底壁温度信号

经第二电路板108上的第二信号处理电路传递给下部电磁炉内的控制器。

[0029] 电磁炉包括面板111及底壳113，面板111与底壳113间形成一个空腔，该空腔内设

带控制器的第三电路板及供电线圈112。该控制器根据上述侧壁温度信号和底壁温度信号

来判断内胆内食材的加热状态，进而改变供电线圈112的工作功率以改变加热线圈107的工

作功率。

[0030] 上述第一电路板104和第二电路板108上电路的供电皆通过一小线圈取电而得。

[0031] 实施例2。

[0032] 一种饭煲控制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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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一）充分吸水：在5至15分钟内，控制内胆201内水的温度处于40至70度范围；加热

线圈107工作功率为150W至250W，加热10秒，停15秒

[0034] （二）大火煮饭：当设于饭煲内胆201侧壁的第一温度传感器105检测到温度低于50

至60度时，饭煲的加热线圈107的工作功率为800至1200W；当第一温度传感器105检测到的

温度高于50至60度时或设于饭煲内胆201底壁的第二温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为75至85度

时，加热线圈107的工作功率为500至700W；

[0035] （三）消沫防溢：当第一温度传感器105检测到温度高于60到70度时，加热线圈107

以功率300至400W间隙性加热；加热线圈107工作13至18秒，停7至11秒，优选为加热16秒，停

9秒。

[0036] （四）烘干焖饭：当第二温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高于90~95℃时，加热线圈107以

功率250至350W间隙性加热；加热线圈107工作10至16秒，停10至13秒，优选为加热13秒，停

12秒。

[0037] （五）高温焖饭：当第二温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高于100至105度时，加热线圈107

以功率150至250W间歇性加热；加热线圈107工作8至12秒，停13至17秒，优选为加热10秒，停

15秒。

[0038] （六）干烧保护：当第二温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高于115至125度时，加热线圈107

以功率100至180W间歇性加热；加热线圈107工作10至14秒，停20至25秒，优选为加热12秒，

停23秒。

[0039] （七）煮饭完成后，饭煲停止工作或进入保温流程。

[0040] 实施例3。

[0041] 饭煲的熬粥流程：

[0042] 启动熬粥功能键，电磁炉启动功率，初始功率设置在1000~1400W范围内，为大火煮

粥阶段；在此阶段，若设于内胆201侧壁的第一温度传感器检测到温度T2大于40~50℃以上

时，进入小火熬粥阶段；

[0043] 当设于内胆201底壁的第二温度传感器检测到温度T1大于60~70℃时，程序流程进

入平均功率750~850W范围内的间歇（加热7秒，停1秒）中火煮粥阶段；在中火煮粥阶段，若第

一温度传感器105检测到温度T2大于45~50℃以上时，进入小火熬粥阶段。

[0044] 小火熬粥阶段为熬粥重点流程：为了达到熬粥效果及防溢锅目的，在此阶段设置

了5档T2参考温度点，每一档温度提升流程时间间隔为3~5分钟不等，通过逐步提升温度点

及功率大小的控制，达到精煮慢熬、消沫防溢目的。具体如下：

[0045] 刚进入小火熬粥阶段时，采用400~500W功率进行连续小火加热；第一温度传感器

105检测到的温度T2第一档参考温度设置为45~50℃，当T2大于45~50℃时，功率调整为平均

100~200W范围内间歇（加热7秒，停17秒），此阶段时间为5分钟，时间到将进入第二档阶段；

[0046] 第二档阶段，T2参考温度设置为55~65℃，当T2大于55~65℃时，功率调整为平均

100~200W范围内间歇（加热7秒，停17秒），此阶段时间为3分钟，时间到将进入第三档阶段；

当T2小于参考温度时，恢复400~500W功率进行连续小火加热；

[0047] 第三档阶段，T2参考温度设置为60~70℃，当T2大于60~70℃时，功率调整为平均

100~200W范围内间歇（加热7秒，停17秒），此阶段时间为3分钟，时间到将进入第四档阶段；

当T2小于参考温度时，恢复400~500W功率进行连续小火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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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第四档阶段，T2参考温度设置为65~75℃，当T2大于65~75℃时，功率调整为平均

100~200W范围内间歇（加热7秒，停17秒），此阶段时间为5分钟，时间到将进入第五档阶段；

当T2小于参考温度时，恢复400~500W功率进行连续小火加热；

[0049] 第五档阶段，T2参考温度设置为70~80℃，当T2大于70~80℃时，功率调整为平均

100~200W范围内间歇（加热7秒，停17秒）；当T2小于参考温度时，恢复400~500W功率进行连

续小火加热；

[0050] 烹饪流程结束，自动关闭机器。

[005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熟

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涵

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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