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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炒菜机的炒菜工艺重点是，

通过第一预设温度线T为95℃至105℃，对后期炒

菜过程进行稳定温度线控制，具体的通过第一加

热阶段对食材进行预热和初步析出水分，以保证

炒锅内温度T1在80℃至120℃内，即可以避免烧

锅烧的过热，食物析出水分过多，又能避免温度

太低，预热不充分，熟化效果不好。进一步地，通

过第二加热阶段，在炒锅内形成稳定的温度线

T2，通过判断其与预设第一预设温度线T的关系，

针对不同析水速度的食材，分别进行控制，进一

步保障了炒菜效果。本发明的具体效果，体现在

通过温度结合控制食材的析出水速度，以实现食

物析出水分效果较好，充分保留了炒菜的营养成

分和熟化效果，提升了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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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炒菜机的炒菜工艺，所述炒菜机包括锅体、炒锅、锅盖、以及主控单元，锅盖上设

有搅拌铲伸入炒锅内或者搅拌铲设置于炒锅内底部，锅体内设有加热炒锅的加热装置，加

热装置的最大输出功率小于3000W，主控单元内至少设有第一预设温度线T，所述第一预设

温度线T为95℃至105℃，其特征在于，所述炒菜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S1：食材添加阶段，倒入食用油于炒锅底部，加入食材，合上锅盖启动；

步骤S2：第一加热阶段，加热装置以设定功率P1加热炒锅至炒锅内温度达到T1，所述T1

为80℃至120℃，所述P1为1000W至2200W，期间搅拌铲间歇低速搅拌或停止，进入步骤S3；

步骤S3：第二加热阶段，启动搅拌铲旋转以翻炒食材，加热装置以设定功率P2加热炒锅

至炒锅内形成稳定的温度线T2，若所述T2＝T，维持一段时间，进入步骤S4；若所述T2＞T，且

T2＜200℃，维持一段时间，进入步骤S5；

步骤S4：第三加热阶段，加热装置持续以设定功率P3加热炒锅，以使炒锅内维持在设定

温度T3，T2＜T3，T3＜200℃，持续一段时间，进入步骤S5；

步骤S5：收汁阶段，加热装置以设定功率P4加热炒锅至收汁结束，完成炒菜。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炒菜机的炒菜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收汁阶段中，设有温

升判断以检测收汁效果，所述的温升判断包括温度点判断或温度上升率判断。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炒菜机的炒菜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P1＝P2＝P3＝P4；或

者所述P1＜P2＝P3＝P4；或者所述P1＜P2＝P3＜P4；或者所述P1＜P2＞P3＜P4，P2≤P4。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炒菜机的炒菜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收汁阶段中，包括恒

温收汁、降温收汁、或升温收汁的至少一种。

5.如权利要求1至4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炒菜机的炒菜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加

热阶段包括升温子阶段和析水子阶段，析水子阶段内的温度上升速度小于升温子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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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炒菜机的炒菜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厨房电器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炒菜机的炒菜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炒菜机作为智能家电的产品，其推出后，得到了市场的很好反响，目前市场上的主

要炒菜机结构为炒锅内设有搅拌铲，用户使用时，将食用油、食材、辅料一次性放入炒锅中，

合盖启动炒菜。这种结构的炒菜机由于食材的种类、含水量等不同，导致炒菜时入味、翻炒、

熟化的效果一般，甚至部分食材还会发生焦糊的风险，其主要原因是炒菜工艺不好。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炒菜机的炒菜工艺，通过优化温度曲线，避免了炒菜时菜品水分

过度析出或糊锅的风险。

[0004]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炒菜机的炒菜工艺，所述炒菜机包括锅体、炒锅、锅盖、以及主控单元，锅盖上

设有搅拌铲伸入炒锅内或者搅拌铲设置于炒锅内底部，锅体内设有加热炒锅的加热装置，

加热装置的最大输出功率小于3000W，主控单元内至少设有第一预设温度线T，所述第一预

设温度线T为95℃至105℃，所述炒菜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06] 步骤S1：食材添加阶段，倒入食用油于炒锅底部，加入食材，合上锅盖启动；

[0007] 步骤S2：第一加热阶段，加热装置以设定功率P1加热炒锅至炒锅内温度达到T1，所

述T1为80℃至120℃，所述P1为1000W至2200W，期间搅拌铲间歇低速搅拌或停止，进入步骤

S3；

[0008] 步骤S3：第二加热阶段，启动搅拌铲旋转以翻炒食材，加热装置以设定功率P2加热

炒锅至炒锅内形成稳定的温度线T2，若所述T2＝T，维持一段时间，进入步骤S4；若所述T2＞

T，且T2＜200℃，维持一段时间，进入步骤S5；

[0009] 步骤S4：第三加热阶段，加热装置持续以设定功率P3加热炒锅，以使炒锅内维持在

设定温度T3，T2＜T3，T3＜200℃，持续一段时间，进入步骤S5；

[0010] 步骤S5：收汁阶段，加热装置以设定功率P4加热炒锅至收汁结束，完成炒菜。

[0011] 所述收汁阶段中，设有温升判断以检测收汁效果，所述的温升判断包括温度点判

断或温度上升率判断。

[0012] 所述P1＝P2＝P3＝P4；或者所述P1＜P2＝P3＝P4；或者所述P1＜P2＝P3＜P4；或者

所述P1＜P2＞P3＜P4，P2≤P4。

[0013] 所述收汁阶段中，包括恒温收汁、降温收汁、或升温收汁的至少一种。

[0014] 所述第一加热阶段包括升温子阶段和析水子阶段，析水子阶段内的温度上升速度

小于升温子阶段。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6] 本发明所述一种炒菜机的炒菜工艺重点是，通过第一预设温度线T为95℃至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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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期炒菜过程进行稳定温度线控制，具体的通过第一加热阶段对食材进行预热和初

步析出水分，以保证炒锅内温度T1在80℃至120℃内，既可以避免烧锅烧的过热，食物析出

水分过多，又能避免温度太低，预热不充分，熟化效果不好。进一步地，通过第二加热阶段，

在炒锅内形成稳定的温度线T2，通过判断其与预设第一预设温度线T的关系，针对不同析水

速度的食材，分别进行控制，进一步保障了炒菜效果。并且通过设置炒菜的温度上线200℃，

避免温度过高，产生较多油烟的风险。本发明的具体效果，体现在通过温度结合控制食材的

析出水速度，以实现食物析出水分效果较好，充分保留了炒菜的营养成分和熟化效果，提升

了口感。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收汁阶段中，设有温升判断以检测收汁效果，所述的温升判断包括

温度点判断或温度上升率判断。通过温度判断收汁，在水析出多少不一的情况下，有效保证

收汁效果的一致性。

[0018] 进一步地，所述P1＝P2＝P3＝P4，程序控制较为简单，成本较低；或者所述P1＜P2

＝P3＝P4，节约炒菜时间，保证菜品熟化效果，同时能提升炒菜效率；或者所述P1＜P2＝P3

＜P4，提升收汁的效果，收汁入味更加充分。或者所述P1＜P2＞P3＜P4，P2≤P4，通过高温收

汁，以实现快速收汁的效果。

[0019] 更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加热阶段包括升温子阶段和析水子阶段，析水子阶段内的

温度上升速度小于升温子阶段。通过在第一加热阶段中设置析水子阶段，保证水的析出时

间，又避免水过分析出，避免糊锅。

附图说明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炒菜机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的炒菜工艺实施方式一的温度曲线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的炒菜工艺实施方式二的温度曲线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的炒菜工艺实施方式三的温度曲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请参见图1所示，本发明的一种炒菜机包括锅体1、炒锅2、锅盖3，锅盖3上设有搅拌

铲4伸入炒锅内或者搅拌铲设置于炒锅内底部，锅体1内设有加热炒锅2的加热装置5。也就

是说，该炒菜机可以是搅拌铲可拆或不可拆固定设置在炒锅底部，也可以是可拆或不可拆

固定在锅盖上，加热装置可以是电磁加热线盘，也可以其它加热装置，如热风加热、辐射加

热或电热管、电热盘加热，该加热装置的最大输出功率小于3000W。作为家用电器，本发明中

的炒菜机的功率范围1000W至2200W。优选为1400W至2000W。进一步地，本发明炒菜机内设有

主控单元，主控单元内至少设有第一预设温度线T，所述第一预设温度线T为95℃至105℃，

以作为后期温度控制的参考点。该炒菜机设有多种菜谱对应多种炒菜模式，至少一种炒菜

模式或几种炒菜模式的组合采用了本发明的炒菜工艺，为方便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效果，以

下以食材举例说明具体实施例。

[0026] 实施例一：

[0027] 本实施例以食材为肉片、青椒为主食材，辅料为食用油、盐、醋等，举例说明用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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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工艺来炒制青椒炒肉的有益效果。

[0028] 具体请参阅图2本发明的工艺温度曲线图，具体过程如下：

[0029] 步骤S1：食材添加阶段，倒入食用油于炒锅底部，加入食材肉片、青椒和其它盐、醋

等辅料，合上锅盖启动；炒菜机工作，进入第一加热阶段；

[0030] 步骤S2：第一加热阶段，加热装置以设定功率P1加热炒锅至炒锅内温度达到T1，所

述T1为80℃至120℃，所述P1为1000W至2200W，期间搅拌铲停止，进入步骤S3；当然，本领域

技术人员也可以依据食材的种类选择在本阶段中采用搅拌铲低速搅拌或间歇低速搅拌。为

方便描述在本实施例中，所述设定功率P1为具体为1600W，所述的T1为95℃至110℃。也就是

说，采用1600W工作的第一加热阶段中，加热使炒锅内温度达到95℃至110℃。此时，青椒、肉

片受热，较多的开始析出油脂、水，而食用油在加热过程中已预热完成。当然，本领域技术人

员依据食材的不同，通过本工艺的实验手段，可以在第一加热阶段中的T1选取的范围为80

℃至120℃，但若低于80℃，预热效果不好，食材的受热也较少，析出水的量也太少，不利于

翻炒。若高于120℃，食材容易黏附炒锅内壁，产生糊锅的风险，且食材过度析出水分，影响

口感。

[0031] 步骤S3：第二加热阶段，启动搅拌铲旋转以翻炒食材，加热装置以设定功率P2加热

炒锅至炒锅内形成稳定的温度线T2，所述T2＞T，且T2＜200℃，维持一段时间，进入步骤S5；

本实施例中，所述的P2＝P1，也为1600W，而由于肉片、青椒为主食材，在第一加热阶段中，析

出水较少，炒锅内温度上升较快，快速的超过了第一预设温度线T，而通过设定上线200℃，

以避免产生较多的油烟。具体的就本实施例而言，炒锅内温度线T2为130℃至150℃，依据菜

量的不同温度有浮动。当然，本领域技术人员，为提升爆炒的效果，也可以采用P2大于P1的

加热，实现高温爆炒。

[0032] 步骤S5：收汁阶段，加热装置以设定功率P4加热炒锅至收汁结束，完成炒菜。本实

施例中，所述的设定功率P4＝P1＝P2，以方便控制。当然，本领域技术人员也可以采用P4＞

P2的方式，以提升收汁效率。

[0033] 更进一步地，在所述收汁阶段中，设有温升判断以检测收汁效果，所述的温升判断

为温度点判断。当炒锅内温度发生突然上升的情况时，主控单元判断收汁完成，完成整个炒

菜，报警提示用户。当然，本领域技术人员也可以采用温度上升率判断，具体的为温度上升

斜率大，单位时间内温度上升多，比如10秒内炒锅内温度上升大于5℃，也可以判断为炒锅

内汁液较少，收汁完成。

[0034] 此外，本发明所述第一加热阶段包括升温子阶段和析水子阶段，析水子阶段内的

温度上升速度小于升温子阶段。以给予食材析出水分的时间，避免温度上升过快，造成黏附

的效果。

[0035] 作为优选实施例，本实施例中，所述收汁阶段为恒温收汁，使炒锅内温度维持在温

度线T2，持续加热收汁，通过温度判断，以确定是否完成收汁。当然，本领域技术人员，也可

以依据食材的种类，采用降温收汁，比如采用100℃左右的持续沸腾收汁；或者采用升温收

汁，进一步提升收汁效果。当然，也可以是几种收汁方式的组合。

[0036] 当然，本领域技术人员，也可以对上述阶段，设定最大工作时间，以避免在异常情

况下，比如传感器损坏，温度点采集不准的异常情况下发生烧糊的风险。

[0037] 当然，本发明中所述的温度线T、T1、T2其数值为点值或范围值，形成温度直线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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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该温度范围的波浪线。

[0038] 本领域技术人员通过上述的描述可获知，在第二加热阶段中，启动搅拌铲实现翻

炒菜肴为最佳的方式，至于搅拌方式可以选举间歇搅拌、正反搅拌或高低速配合搅拌。至于

第一加热阶段中，搅拌铲可以不转，也可以低速转到，以避免菜肴黏附，也保障预热充分。另

外在收汁阶段中，搅拌铲采用了停止或者搅拌频率低于第二加热阶段的模式，以保障食材

充分入味，又避免食材被搅拌破碎的风险。

[0039] 本发明采用预设温度线，通过第一加热阶段预热之后，针对不同食材稳定在不同

的温度线进行持续的加热烹饪，保证了食材的析出水分充分又不过分，有效提升了利用炒

菜机炒菜的口感，避免糊锅的风险。

[0040] 实施例二：

[0041] 本实施例以食材为白菜为主食材，辅料为食用油、盐、醋、干红辣椒等，举例说明用

本发明的工艺来炒制酸辣白菜的有益效果。

[0042] 具体请参阅图3本发明的工艺温度曲线图，具体过程如下：

[0043] 步骤S1：食材添加阶段，倒入食用油于炒锅底部，加入食材白菜、干红椒少许和盐、

醋等辅料，合上锅盖启动；炒菜机工作，进入第一加热阶段；

[0044] 步骤S2：第一加热阶段，加热装置以设定功率P1加热炒锅至炒锅内温度达到T1，所

述T1为80℃至120℃，所述P1为1000W至2200W，期间搅拌铲停止，进入步骤S3；当然，本领域

技术人员也可以依据食材的种类选择在本阶段中采用搅拌铲低速搅拌或间歇低速搅拌。为

方便描述在本实施例中，所述设定功率P1为具体为1600W，所述的T1为95℃至110℃。也就是

说，采用1600W工作的第一加热阶段中，加热使炒锅内温度达到95℃至110℃。此时，青椒、肉

片受热，较多的开始析出油脂、水，而食用油在加热过程中已预热完成。当然，本领域技术人

员依据食材的不同，通过本工艺的实验手段，可以在第一加热阶段中的T1选取的范围为90

℃至105℃，但若低于80℃，预热效果不好，食材的受热也较少，析出水的量也太少，不利于

翻炒。若高于105℃，菜叶容易黏附炒锅内壁，或者菜叶容易被烫黑，且食材过度析出水分，

影响口感。

[0045] 步骤S3：第二加热阶段，启动搅拌铲旋转以翻炒食材，加热装置以设定功率P2加热

炒锅至炒锅内形成稳定的温度线T2，所述T2＝T，维持一段时间，进入步骤S4；本实施例中，

所述的P2＝P1，也为1600W，而由于白菜为主食材，在第一加热阶段中，析出水多少，炒锅内

温度上升慢，达到温度线T时，已析出水分，为避免其过度析出水，造成菜口感变差，本实施

例采用维持在T2温度线翻炒一段时间，进入步骤S4；

[0046] 步骤S4：第三加热阶段，加热装置持续以设定功率P3加热炒锅，以使炒锅内维持在

设定温度T3，T2＜T3，T3＜200℃，持续一段时间，进入步骤S5。本实施例中，所述的P3＝P2＝

P1，炒锅内温度，上升至T3，实现高温爆炒，为避免产生过多油烟，温度T3＜200℃，具体的为

120-145℃。可以理解，本领域技术人员，为避免蔬菜爆炒碳化风险，也可以采用P3＜P2的方

式加热。在本实施例中，搅拌铲的搅拌速度和模式可以与步骤S3一样，也可以稍快于步骤

S3，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本发明工艺的框架下适当调整。

[0047] 步骤S5：收汁阶段，加热装置以设定功率P4加热炒锅至收汁结束，完成炒菜。本实

施例中，所述的设定功率P4＝P1＝P2，以方便控制。当然，本领域技术人员也可以采用P4＞

P2的方式，以提升收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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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本发明的炒菜工艺针对析出水较高的蔬菜类食材，采用两条温度线，即步骤S3和

步骤S4，避免蔬菜析出水分过多碳化，影响口感，又能保证炒菜熟化效果。

[0049] 本实施例中，其它附加阶段与效果与实施方式一一致，不再赘述。

[0050] 本实施例针对析出水较高的蔬菜，采用了第二加热阶段维持在T1温度线先进行翻

炒，再进入高温爆炒，充分保障了水分析出的同时，又避免蔬菜碳化的风险，保障食物口感

的一致性。

[0051] 另外，本发明实施例一和二采用举例的功率范围1600W，当然，也可以是1000W至

2200W的任意数值，例如1200W、1400W、1800W、2000W、2100W等，实际工作时，建议选择范围在

2200W内，保证家庭用电的负荷。而对于T1的范围，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依据食材的析出水

特性进行选择，选择范围在80℃至120℃，可以是温度点，也可以选择温度范围，具体的可以

是80℃、85℃、90℃、95℃、98℃、100℃、105℃、110℃、120℃这样，也可以是80-90℃、85-105

℃、95-100℃、100-105℃、105-120℃等这样的范围取值

[0052] 本发明具体实施例的食材仅为举例说明本发明的具体效果和步骤，不能对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进行限制，本领域技术人员依据本发明的工艺步骤，应用与本发明实施例不同

的食材，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53] 实施例三：

[0054] 本实施例公开了利用炒菜机做汤或炖菜的工艺，具体的参看图4，主要工艺步骤如

下：

[0055] 步骤S1：食材添加阶段，倒入食用油于炒锅底部，加入食材和盐、水等辅料，合上锅

盖启动；炒菜机工作，进入第一加热阶段；

[0056] 步骤S2：第一加热阶段，加热装置以设定功率P1加热炒锅至炒锅内温度达到T1，所

述T1为80℃至120℃，所述P1为1000W至2200W，期间搅拌铲停止，进入步骤S3；为方便描述在

本实施例中，所述设定功率P1为具体为1400W，所述的T1为80℃至95℃。也就是说，采用

1600W工作的第一加热阶段中，加热使炒锅内温度达到80℃至95℃。由于炖菜或汤，炒锅内

会添加有水，加上菜肴本身析出水，炒锅内第一加热阶段温度不会上升太快；

[0057] 步骤S3：第二加热阶段，启动搅拌铲间歇旋转以翻炒食材或双向旋转以翻炒食材，

加热装置以设定功率P2加热炒锅至炒锅内形成稳定的温度线T2，所述T2＝T，维持一段时间

至结束。

[0058] 本实施例，由于炒锅内添加水，温度持续控制在T温度线范围内，持续沸腾炖菜。当

然，也可以依据炖菜汤汁的多少要求，设置收汁阶段。其主要控制依据时间和维持沸腾的时

间为依据，温度维持在T稳定线变化不大。

[0059] 本实施例为用户用炒菜机炖汤或炖菜，属于本领域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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