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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浆液食物料理

机及其制浆方法，缩短浆液食材的制作时间。其

中加热装置以全加热功率加热内桶内的食材到

第一设定温度，然后降低至第二加热功率，将内

桶内的食材加热到第二设定温度，然后启动电机

以第一电机功率进行预粉碎，同时加热装置降低

至第三加热功率进行加热直到内桶内的食材达

到第三设定温度以上；然后以增加的第二电机功

率进行粉碎，同时加热装置以降低的第四加热功

率在设定的时间内进行加热；最后电机以全功率

进行粉碎，同时加热装置降低至第五加热功率进

行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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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浆液食物料理机，包括机头、杯体、加热装置以及控制装置，所述机头适合于伸入到

所述杯体中进行制浆作业，所述机头包括驱动粉碎组件的电机，所述杯体提供盛放浆液的

空间，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装置控制所述加热装置和所述电机按照如下方式工作：

所述加热装置以全加热功率加热内桶内的食材到第一设定温度，然后降低至第二加热

功率，将所述内桶内的食材加热到第二设定温度，然后启动所述电机以第一电机功率进行

预粉碎，同时所述加热装置降低至第三加热功率进行加热直到所述内桶内的食材达到第三

设定温度以上；然后以增加的第二电机功率进行粉碎，同时所述加热装置以降低的第四加

热功率在设定的时间内进行加热；最后所述电机以全功率进行粉碎，同时加热装置降低至

第五加热功率进行加热。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浆液食物料理机，其特征在于，第一、第二及第三设定温度依次

升高。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浆液食物料理机，其特征在于，全加热功率、第二加热功率、第三

加热功率、第四加热功率及第五加热功率为依次降低。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浆液食物料理机，其特征在于，第一、第二及全电机功率为依次

增加。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浆液食物料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全加热功率为2000W，所述第

二加热功率为1600W，所述第三加热功率为200W，所述第四加热功率为100W，所述第五加热

功率为50W；所述第一电机功率为所述电机全功率的三分之一，所述第二电机功率为所述电

机全功率的三分之二，所述电机全功率为300W，所述电机全功率时的转速为20000转/分钟。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浆液食物料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杯体包括外桶以及内置于所

述外桶的內桶，所述內桶的底部设置所述加热装置，所述加热装置包括内圈加热管和位于

所述内圈加热管外周侧的外圈加热管。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浆液食物料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内圈加热管和所述外圈加热

管提供的加热面积占所述內桶的所述底部面积的至少2/5，所述外圈加热管的加热功率为

500W到1500W，所述内圈加热管的加热功率为500W到1500W，所述外圈加热管和所述内圈加

热管的总加热功率为2000W到2500W。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浆液食物料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内圈加热管占所述內桶的所

述底部面积的至少1/5。

9.一种如权利要求1至8中任一项所述的浆液食物料理机的制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如下步骤：

步骤1：判断食材温度是否大于85度，不大于85度则以2000W加热功率对食材进行加热，

大于85度转到步骤2；

步骤2：以1600W加热功率将食材升温到90度，大于90度转到步骤3；

步骤3：以6000转/分钟搅打食材15s停15s,循环2次，同时200W加热功率对食材进行加

热，如果触发防溢信号停止加热5s；

步骤4：以12000转/分钟按照工作15s停15s的循环方式搅打食材,循环2次，同时以100W

加热功率按照工作2s停止1s的循环方式加热食材，如果触发防溢信号停止加热5s；

步骤5：使电机12000转/分钟持续搅打食材20s ,然后使电机18000转/分钟按照搅打

10s、停10s的方式循环,循环7次，同时以50W加热功率对食材加热，如果触发防溢信号则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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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加热5s；

步骤6：然后以300W加热功率加热食材至触发防溢信号，并限时60s；

步骤7：最后200W的加热功率对食材熬煮12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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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液食物料理机及其制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浆液食物料理机及其制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上的豆浆机受限于食材容被是烧糊以及浆液容易溢出的限制，制作时间

较长。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浆液食物料理机及其制浆方法，缩短浆液食材的制作

时间。

[0004] 一种浆液食物料理机包括机头、杯体、加热装置以及控制装置，所述机头适合于伸

入到所述杯体中进行制浆作业，所述机头包括驱动粉碎组件的电机，所述杯体提供盛放浆

液的空间，所述控制装置控制所述加热装置和所述电机按照如下方式工作：所述加热装置

以全加热功率加热所述内桶内的食材到第一设定温度，然后降低至第二加热功率，将所述

内桶内的食材加热到第二设定温度，然后启动所述电机以第一电机功率进行预粉碎，同时

所述加热装置降低至第三加热功率进行加热直到所述内桶内的食材达到第三设定温度以

上；然后以增加的第二电机功率进行粉碎，同时所述加热装置以降低的第四加热功率在设

定的时间内进行加热；最后所述电机以全功率进行粉碎，同时加热装置降低至第五加热功

率进行加热。

[0005] 所述的浆液食物料理机的进一步特点是，第一、第二及第三设定温度依次升高。

[0006] 所述的浆液食物料理机的进一步特点是，全加热功率、第二加热功率、第三加热功

率、第四加热功率及第五加热功率为依次降低。

[0007] 所述的浆液食物料理机的进一步特点是，第一、第二及全电机功率为依次增加。

[0008] 所述的浆液食物料理机的进一步特点是，所述全加热功率为2000W，所述第二加热

功率为1600W，所述第三加热功率为200W，所述第四加热功率为100W，所述第五加热功率为

50W；所述第一电机功率为所述电机全功率的三分之一，所述第二电机功率为所述电机全功

率的三分之二，所述电机全功率为300W，所述电机全功率时的转速为20000转/分钟。

[0009] 所述的浆液食物料理机的进一步特点是，所述杯体包括外桶以及内置于所述外桶

的內桶，所述內桶的底部设置所述加热装置，所述加热装置包括内圈加热管和位于所述内

圈加热管外周侧的外圈加热管。

[0010] 所述的浆液食物料理机的进一步特点是，所述内圈加热管和所述外圈加热管提供

的加热面积占所述內桶的所述底部面积的至少2/5，所述外圈加热管的加热功率为500W到

1500W，所述内圈加热管的加热功率为500W到1500W，所述外圈加热管和所述内圈加热管的

总加热功率为2000W到2500W。

[0011] 所述的浆液食物料理机的进一步特点是，所述内圈加热管占所述內桶的所述底部

面积的至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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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一种任一所述的浆液食物料理机的制浆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3] 步骤1：判断食材温度是否大于85度，不大于85度则以2000W加热功率对食材进行

加热，大于85度转到步骤2；

[0014] 步骤2：以1600W加热功率将食材升温到90度，大于90度转到步骤3。

[0015] 步骤3：以6000转/分钟左右搅打食材15s停15s,循环2次，同时200W加热功率对食

材进行加热，如果触发防溢信号停止加热5s；

[0016] 步骤4：以12000转/分钟左右按照工作15s停15s的循环方式搅打食材,循环2次，同

时以100W加热功率按照工作2s停止1s的循环方式加热食材，如果触发防溢信号停止加热

5s；

[0017] 步骤5：使电机12000转/分钟左右持续搅打食材20s,然后使电机约18000转/分钟

左右按照搅打10s、停10s的方式循环,循环7次，同时以50W加热功率对食材加热，如果触发

防溢信号则停止加热5s；

[0018] 步骤6：然后以300W加热功率加热食材至触发防溢信号，并限时60s；

[0019] 步骤7：最后200W的加热功率对食材熬煮120s。

[0020] 本发明实现了一边加热、一边粉碎食材的功能，因此能使得制浆时间缩短，并且通

过选择合适的工艺参数或机器参数，使得制浆缩短的同时，获得更好的口感。例如高速马达

制浆，可以实现破壁的效果，豆渣残留物少，口感细腻。电机变速制浆，可以提高粉碎效率，

减少电机温升，提高电机寿命。

附图说明

[0021] 本发明的上述的以及其他的特征、性质和优势将通过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的描

述而变得更加明显，其中：

[0022] 图1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浆液食物料理机的示意图。

[0023] 图2为该浆液食物料理机的加热装置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另一实施例中浆液食物料理机的加热装置的示意图。

[0025] 图4为根据本发明的制浆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在以下的描述中阐述了更多

的细节以便于充分理解本发明，但是本发明显然能够以多种不同于此描述的其它方式来实

施，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不违背本发明内涵的情况下根据实际应用情况作类似推广、演

绎，因此不应以此具体实施例的内容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7] 图1和图2示出了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以及后续其他的附图

均仅作为示例，其并非是按照等比例的条件绘制的，并且不应该以此作为对本发明实际要

求的保护范围构成限制。

[0028] 如图1所示的浆液食物料理机可以是豆浆机或者制浆装置，或者其他适合于加热

的，包括杯体1和机头2，机头2包括机头上盖3、电路板组件4、防溢电极5、支架6、下盖7以及

马达8。杯体1包括外桶11、内置于外桶11中的內桶10，外桶11可以是底部开放的结构，其底

部结合有可拆卸的底座12。马达8可以电机，马达8提供动力输出轴，该动力输出轴上连接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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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装置，粉碎装置可以是粉碎倒，粉碎装置位于內桶10接近底部的位置，通常被溶液埋没。

机头上盖3和下盖7合成一个内部空间，可以安装支架6和马达8。防溢电极5固定在支架6上，

与电力板组件4上的电路电连接，防溢电极5部分伸入到內桶10的上部，可以检测到溶液的

液位，例如豆浆泡沫的位置，放置溶液或者溶液泡沫溢出。防溢电极5可以包括铁芯51以及

铁芯51外侧包裹的保护层52。內桶10可以是五金筒体。在內桶10的外侧底部设置有加热装

置。外桶11可以配置把手9。

[0029] 基于上述结构，在浆液食物料理机工作时，用户可以先将大豆之类的食材放置于

內桶10内，內桶10可以包括滤网，利用马达8驱动的粉碎装置在滤网的上方完成食材的粉碎

加工。这样，食材残渣会保留在滤网上方，而不会聚集在加热装置附近，避免出现烧焦或糊

底的问题。在将食材112放置于內桶10之后，向內桶10内注水并使得液位低于最高液位101。

然后，加热装置对內桶10的底部进行加热，使內桶10内的液体沸腾，产生蒸汽。由于内桶10

和外桶11之间形成有密闭空间，该密闭空间内所产生的蒸汽将内桶10与外桶11之间的液体

被自内桶10底部向内桶10内推动，推升至内桶10内的液位。一旦该液位上升至高于设定的

位置，则马达8驱动粉碎装置开始粉碎作业，搅打食材。食材搅烂后与水不断进行对流，食材

搅打的过程中受到底部冷热水冲击和蒸汽膨胀的压力，完成加工后将内桶10移开后即可将

食材的残渣带走。这样，就可以完成压力熬煮的整个过程。

[0030] 如图1和图2所示，在內桶10的外侧底部设置的加热装置包括外圈加热管102和内

圈加热管103，内圈加热管103位于外圈加热管102之内，通过双加热管来提供加热面，可以

获得更大功率的加热量，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提供更宽面积的加热面与內桶10的底部相接

触，从而使得內桶10的底部受热均匀，使得食材的加热更容易控制，例如由于受热均匀，胡

底的现象就容易被控制。

[0031] 如图2所示，内圈加热管103和外圈加热管102是两根独立的电加热管。内圈加热管

103、外圈加热管102将內桶10的底部分成两个加热区域，外圈加热管102负责较为靠外的外

圈加热区域，内圈加热管103负责较为靠内的内圈加热区域，相较于单圈加热管，提高了加

热面积，使得食材受热均匀，因此可以提升加热速度，加快食材的制作时间。

[0032] 内圈加热管103可选地配置成占內桶10的底部面积的至少1/5，其功率参数配置在

500W到1500W。外圈加热管102可选地配置成占內桶10的底部面积的至少1/4，其功率参数配

置在500W到1500W。二者的总的功率可以按照2000W到2500W进行配置。可选地，内圈加热管

103和外圈加热管102提供的加热面积占內桶10的底部面积的至少2/5。

[0033] 内圈加热管103和外圈加热管102之间可以形成径向间隙，更利于热量的均匀分

布。

[0034] 图3示出了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其与图2所示的实施例的不同之处是，外圈加热

管102a的尾端和内圈加热管103a的首端通过钎焊融为一体或者一体制成。

[0035] 结合前述实施例的制浆步骤可以基于电加热器2000W发热功率，300W20000转左右

高速电机，600-1200ML内桶容量。2000W电加热器全功率加热到85度，转1600W加热到90度，

防止水溢出。然后三分之一电机功率搅打进行预粉碎，边打边电加热器200W左右加热，使水

温逐步升高到97度以上。三分之二功率搅打进行粉碎，边打边电加热器100W左右间歇加热

熬煮。电机全功率搅打进行破壁粉碎，边打边50W左右间歇加热熬煮。

[0036] 按照前述实施例的大功率的加热管四分钟内可以使豆水混合物加热到90度，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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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了烹饪时间。90度开始低速搅打，边打边加热至沸腾，减少加热时间，使制浆时间在12

分钟以内，低速搅打进行预粉碎，可以减少电机高速运行时的功率和温升。中高速边搅打粉

碎，边加热熬煮。即可以提高粉碎效果，又可以减少后面的熬煮时间。

[0037] 前述烹任步骤支持85度以上热水10分钟内制浆完成，常温下的水12分钟内制浆完

成。

[0038] 边搅打边加热，可以提高粉碎效果，减少工作时间，高速马达制浆，可以实现破壁

的效果，豆渣残留物少，口感细腻，电机变速制浆，可以提高粉碎效率，减少电机温升，提高

电机寿命。

[0039] 如图4所示，结合实施例的浆液食物料理机的功能程序或者制浆方法可以但不限

于包括：

[0040] 步骤1：判断食材温度是否大于85度，不大于85度则以2000W加热功率对食材进行

加热，大于85度转到步骤2；

[0041] 步骤2：以1600W加热功率将食材升温到90度，大于90度转到步骤3。

[0042] 步骤3：以6000转/分钟左右搅打食材15s停15s,循环2次，同时200W加热功率对食

材进行加热，如果触发防溢信号停止加热5s；

[0043] 步骤4：以12000转/分钟左右按照工作15s停15s的循环方式搅打食材,循环2次，同

时以100W加热功率按照工作2s停止1s的循环方式加热食材，如果触发防溢信号停止加热

5s；

[0044] 步骤5：使电机12000转/分钟左右持续搅打食材20s,然后使电机约18000转/分钟

左右按照搅打10s、停10s的方式循环,循环7次，同时以50W加热功率对食材加热，如果触发

防溢信号则停止加热5s；

[0045] 步骤6：然后以300W加热功率加热食材至触发防溢信号，并限时60s；

[0046] 步骤7：最后200W的加热功率对食材熬煮120s。

[0047] 本发明虽然以较佳实施例公开如上，但其并不是用来限定本发明，任何本领域技

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都可以做出可能的变动和修改。因此，凡是未脱离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变化

及修饰，均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所界定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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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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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9

CN 106388644 B

9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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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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