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明书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厨房智能控制系统，包括总处理器和厨房控

制面板，所述总处理器与厨房控制面板均设置在厨房内，其中厨房内

还设置有烟雾报警器、温湿度传感器和报警器；所述烟雾报警器用于

检测厨房内部烟雾浓度，并将检测到的浓度值发送到总处理器。本实

用新型中，通过在厨房设置总处理器和厨房控制面板，且总处理器分

别电性连接在智能米桶、智能出水机、厨房电子秤、智能调料和和智

能窗，因此通过厨房控制面板即可对厨房内部的各种智能家居进行控

制和操控，同时由于总处理器还与智能终端通信连接，为此用户还可

通过智能终端例如手机或者电脑，对厨房内的智能家居进行操控，实

现远距离操控，更加智能化，一体化，大大给用户提供了便利。



摘要附图 



权利要求书 

1.一种厨房智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总处理器（2）和

厨房控制面板（1），所述总处理器（2）与厨房控制面板（1）均设置

在厨房内，其中厨房内还设置有烟雾报警器（6）、温湿度传感器（7）

和报警器（8）； 

所述烟雾报警器（6）用于检测厨房内部烟雾浓度，并将检测到

的浓度值发送到总处理器（2）； 

所述温湿度传感器（7）用于检测厨房内部的温度值和湿度值，

并发送到总处理器（2）； 

所述烟雾报警器（6）、所述温湿度传感器（7）和所述报警器（8）

均电性连接到总处理器（2）上，所述厨房控制面板（1）与总处理器

（2）电性连接，所述总处理器（2）通信连接有智能终端（3）； 

所述厨房内还设置有智能米桶（9）、智能出水机（10）、厨房电

子秤（11）、智能调料盒（12）和智能窗（13）； 

所述智能米桶（9）用于厨房内智能化取米； 

所述智能出水机（10）用于厨房内自动出水； 

所述厨房电子秤（11）用于对厨房内食物的取用进行重量的称量； 

所述智能调料盒（12）用于厨房内的各种调味料进行智能化拿取； 

所述智能米桶（9）、所述智能出水机（10）、所述厨房电子秤（11）、

所述智能调料盒（12）和所述智能窗（13）均电性连接到信号发射器

（5），所述信号发射器（5）通信连接到信号接收器（4），所述信号

接收器（4）电性连接总处理器（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厨房智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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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智能米桶（9）包含有处理器a（91）、操控面板a（92）、测距传

感器a（93）和警报灯a（94）； 

所述测距传感器a（93）用于检测所述智能米桶（9）内部的米量，

并将其数据发送到处理器a（91）； 

所述操控面板a（92）、所述测距传感器a（93）和所述警报灯a

（94）均与处理器a（91）电性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厨房智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智能出水机（10）包含有处理器b（101）、操控面板b（102）、液

位传感器（103）和警报灯b（104）； 

所述液位传感器（103）用于检测所述智能出水机（10）内的水

位，并将其数据发送到处理器b（101）； 

所述操控面板b（102）、所述液位传感器（103）和所述警报灯b

（104）均与处理器b（101）电性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厨房智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厨房电子秤（11）包含有处理器c（111）、操控面板c（112）、红

外传感器（113）和警报灯c（114）； 

所述红外传感器（113）用于对厨房电子秤（11）上的待称量的

物品进行扫描检测，并将其数据发送到处理器c（111）； 

所述操控面板c（112）、所述红外传感器（113）和所述警报灯c

（114）均与处理器c（111）电性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厨房智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智能调料盒（12）包含有处理器d（121）、操控面板d（122）、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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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传感器b（123）和警报灯d（124）； 

所述测距传感器b（123）用于检测智能调料盒（12）内调料的高

度，并将其数据发送到处理器d（121）； 

所述操控面板d（122）、所述测距传感器b（123）和所述警报灯d

（124）均与所述处理器d（121）电性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厨房智能控制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智能终端（3）包含有手机、PC其中的一种或多种。 

7.根据权利要求 1-5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厨房智能控制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通信连接的连接方式为 WIFI、蓝牙、5G、4G、3G、2G

其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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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厨房智能控制系统 

 

技术领域 

本实用新型涉及厨房控制系统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厨房智能控制

系统。 

 

背景技术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智能建筑的应用范围正在不断地

扩大。在此形势影响下，性能可靠的智能厨房受到了市场的追捧，客

观地体现了这种厨房良好的市场前景。在房地产行业快速发展的情况

下，各种厨电的销售量正在逐渐地增加。但是，与之相随的是行业竞

争的激励性，对于国内外厨电企业的生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

了扩大自身的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很多的厨电企业转变了传统单

一厨电产品销售的经营思路，对智能厨房的重视程度正在不断地加大。

这种经营理念与国际厨电行业的发展思路是高度吻合的，智能厨房未

来的发展方向将会更加明确。而现阶段很多厨电行业主要集中在智能

电器的研发方面，对于智能厨房控制系统的设计研发考虑较少，影响

着未来相关产品的销售。 

但是由于厨房中的智能家居在使用操控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

不足之处，传统的厨房中的智能家居一般为单一控制的，用户需要独

自对其进行操控，各个智能家居之间没有关联性，用户在对其进行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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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的时候，不够灵活，为此，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厨房智能控制系统，

采用智能终端或者厨房控制面板对厨房中的所有的智能家居统一操

控，灵活配合，实现多个智能家居的关联性，从而来解决上述提出的

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厨房智能控制系统，以解决上述

技术问题。 

本实用新型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一

种厨房智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总处理器和厨房控制面板，

所述总处理器与厨房控制面板均设置在厨房内，其中厨房内还设置有

烟雾报警器、温湿度传感器和报警器； 

所述烟雾报警器用于检测厨房内部烟雾浓度，并将检测到的浓度

值发送到总处理器； 

所述温湿度传感器用于检测厨房内部的温度值和湿度值，并发送

到总处理器； 

所述烟雾报警器、所述温湿度传感器和所述报警器均电性连接到

总处理器上，所述厨房控制面板与总处理器电性连接，所述总处理器

通信连接有智能终端； 

所述厨房内还设置有智能米桶、智能出水机、厨房电子秤、智能

调料盒和智能窗； 

所述智能米桶用于厨房内智能化取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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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智能出水机用于厨房内自动出水； 

所述厨房电子秤用于对厨房内食物的取用进行重量的称量； 

所述智能调料盒用于厨房内的各种调味料进行智能化拿取； 

所述智能米桶、所述智能出水机、所述厨房电子秤、所述智能调

料盒和所述智能窗均电性连接到信号发射器，所述信号发射器通信连

接到信号接收器，所述信号接收器电性连接总处理器。 

优选的，所述智能米桶包含有处理器a、操控面板a、测距传感器

a和警报灯a； 

所述测距传感器a用于检测所述智能米桶内部的米量，并将其数

据发送到处理器a； 

所述操控面板 a、所述测距传感器 a和所述警报灯 a均与处理器

a电性连接。 

优选的，所述智能出水机包含有处理器b、操控面板b、液位传感

器和警报灯b； 

所述液位传感器用于检测所述智能出水机内的水位，并将其数据

发送到处理器b； 

所述操控面板 b、所述液位传感器和所述警报灯 b 均与处理器 b

电性连接。 

优选的，所述厨房电子秤包含有处理器c、操控面板c、红外传感

器和警报灯c； 

所述红外传感器用于对厨房电子秤上的待称量的物品进行扫描

检测，并将其数据发送到处理器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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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操控面板 c、所述红外传感器和所述警报灯 c 均与处理器 c

电性连接。 

优选的，所述智能调料盒包含有处理器d、操控面板d、测距传感

器b和警报灯d； 

所述测距传感器b用于检测智能调料盒内调料的高度，并将其数

据发送到处理器d； 

所述操控面板 d、所述测距传感器 b和所述警报灯 d均与所述处

理器 d电性连接。 

优选的，所述智能终端包含有手机、PC其中的一种或多种。 

优选的，所述通信连接的连接方式为 WIFI、蓝牙、5G、4G、3G、

2G其中的一种。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厨房智能控制系统具

有如下有益效果：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厨房智能控制系统，首先，通过在厨房设置

总处理器和厨房控制面板，且总处理器分别电性连接在智能米桶、智

能出水机、厨房电子秤、智能调料和和智能窗，因此通过厨房控制面

板即可对厨房内部的各种智能家居进行控制和操控，同时由于总处理

器还与智能终端通信连接，为此用户还可通过智能终端例如手机或者

电脑，对厨房内的智能家居进行操控，实现远距离操控，更加智能化，

一体化，大大给用户提供了便利，其次，在厨房内部还设置烟雾报警

器、温湿度传感、报警器和智能窗，烟雾报警器可对厨房内部的烟雾

进行检测，同时温湿度传感器对厨房内部的温湿度进行检测，当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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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的烟雾和温度较高且超出标准值后，此时总控制器对智能窗进行

操控，打开智能窗，将烟雾放出，并对厨房内部的温度进行降温处理，

同时控制报警器进行报警用于提醒用户，采用这样的设置能够提高厨

房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附图说明 

图 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厨房智能控制系统的结构框图； 

图 2为本实用新型智能米桶的结构框图； 

图 3为本实用新型智能出水机的结构框图； 

图 4为本实用新型厨房电子秤的结构框图； 

图 5为本实用新型智能调料盒的结构框图； 

附图标记：1、厨房控制面板；2、总处理器；3、智能终端；4、

信号接收器；5、信号发射器；6、烟雾报警器；7、温湿度传感器；8、

报警器；9、智能米桶；91、处理器 a；92、操控面板 a；93、测距传

感器 a；94、警报灯 a；10、智能出水机；101、处理器 b；102、操

控面板 b；103、液位传感器；104、警报灯 b；11、厨房电子秤；111、

处理器 c；112、操控面板 c；113、红外传感器；114、警报灯 c；12、

智能调料盒；121、处理器 d；122、操控面板 d；123、测距传感器 b；

124、警报灯 d；13、智能窗。 

 

具体实施方式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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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和附图，进一步阐述本实用新型，

但下述实施例仅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并非全部。基于实施

方式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

获得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下面结合附图描述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请结合参阅图 1、

图 2、图 3 图 4 以及图 5，其中，图 1 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厨房智能控

制系统的结构框图；图 2为本实用新型智能米桶的结构框图；图 3为

本实用新型智能出水机的结构框图；图 4为本实用新型厨房电子秤的

结构框图；图 5为本实用新型智能调料盒的结构框图。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图1-5所示，一种厨房智能控制系统，包

括总处理器2和厨房控制面板1，总处理器2与厨房控制面板1均设置在

厨房内，其中厨房内还设置有烟雾报警器6、温湿度传感器7和报警器

8；烟雾报警器6用于检测厨房内部烟雾浓度，并将检测到的浓度值发

送到总处理器2；温湿度传感器7用于检测厨房内部的温度值和湿度值，

并发送到总处理器2；烟雾报警器6、温湿度传感器7和报警器8均电性

连接到总处理器2上，厨房控制面板1与总处理器2电性连接，总处理

器2通信连接有智能终端3；厨房内还设置有智能米桶9、智能出水机

10、厨房电子秤11、智能调料盒12和智能窗13；智能米桶9用于厨房

内智能化取米；智能出水机10用于厨房内自动出水；厨房电子秤11

用于对厨房内食物的取用进行重量的称量；智能调料盒12用于厨房内

的各种调味料进行智能化拿取；智能米桶9、智能出水机10、厨房电

子秤11、智能调料盒12和智能窗13均电性连接到信号发射器5，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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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器5通信连接到信号接收器4，信号接收器4电性连接总处理器2。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图2所示，智能米桶9包含有处理器a91、

操控面板a92、测距传感器a93和警报灯a94；测距传感器a93用于检测

智能米桶9内部的米量，并将其数据发送到处理器a91；操控面板a92、

测距传感器a93和警报灯a94均与处理器a91电性连接。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图3所示，智能出水机10包含有处理器b101、

操控面板b102、液位传感器103和警报灯b104；液位传感器103用于检

测智能出水机10内的水位，并将其数据发送到处理器b101；操控面板

b102、液位传感器103和警报灯b104均与处理器b101电性连接。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图4所示，厨房电子秤11包含有处理器c111、

操控面板c112、红外传感器113和警报灯c114；红外传感器113用于对

厨房电子秤11上的待称量的物品进行扫描检测，并将其数据发送到处

理器c111；操控面板c112、红外传感器113和警报灯c114均与处理器

c111电性连接。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图5所示，智能调料盒12包含有处理器d121、

操控面板d122、测距传感器b123和警报灯d124；测距传感器b123用于

检测智能调料盒12内调料的高度，并将其数据发送到处理器d121；操

控面板d122、测距传感器b123和警报灯d124均与处理器d121电性连接。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图1-5所示，智能终端3包含有手机、PC

其中的一种或多种。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图1-5所示，通信连接的连接方式为WIFI、

蓝牙、5G、4G、3G、2G其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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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如下：使用前，用户可通过通信连接的方

式将总处理器2与手机终端或者PC终端连接，同时总处理器2与厨房控

制面板1电性连接，在使用的时候，厨房内的总处理器2分别电性连接

在智能米桶9、智能出水机10、厨房电子秤11、智能调料和12和智能

窗13，因此通过厨房控制面板1即可对厨房内部的各种智能家居进行

控制和操控，用户还可通过智能终端3例如手机或者电脑，对厨房内

的智能家居进行操控，实现远距离操控，更加智能化，一体化，大大

给用户提供了便利；在厨房内部还设置烟雾报警器6、温湿度传感7、

报警器8和智能窗13，烟雾报警器6可对厨房内部的烟雾进行检测，同

时温湿度传感器7对厨房内部的温湿度进行检测，当厨房内部的烟雾

和温度较高且超出标准值后，此时总控制器2对智能窗13进行操控，

打开智能窗13，将烟雾放出，并对厨房内部的温度进行降温处理，同

时控制报警器8进行报警用于提醒用户，采用这样的设置能够提高厨

房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在使用智能米桶9的时候，智能米桶9内的测距传感器a93可对智

能米桶9内的米量进行测量，当测距传感器a93检测到米桶内的米量不

足时，此时将此信号发送到处理器a91，然后处理器a91控制警报灯a94

常亮，用于提醒用户，同时用户还可通过智能米桶9上的操控面板a92

进行观察，然后将米量补充完整即可； 

在使用智能出水机10的时候，智能出水机10内的液位传感器103

可对智能出水机10内的水量进行测量，当液位传感器103检测到出水

机内的水量不足时，此时将此信号发送到处理器b101，然后智能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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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10控制警报灯b104常亮，用于提醒用户，同时用户还可通过智能出

水机10上的操控面板b102进行观察，然后将水量补充完整即可； 

在使用厨房电子秤11的时候，厨房电子秤11捏的红外传感器113

用于检测扫描电子秤上的食物种类，当扫描出现异常的时候，此时将

此信号发动到处理器c111，然后处理器c111控制警报灯c114常亮用于

提醒用户，同时用户还可通过操控面板c112进行观察； 

在使用智能调料盒12的时候，智能调料盒12内的测距传感器b123

可对智能调料盒12内的调料量进行测量，当测距传感器b123检测到调

料盒内的调料量不足时，此时将此信号发送到处理器d121，然后处理

器d121控制警报灯d124常亮，用于提醒用户，同时用户还可通过智能

调料盒12上的操控面板d122进行观察，然后将米量补充完整即可。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厨房智能控制系统具

有如下有益效果：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厨房智能控制系统，首先，通过在厨房设置

总处理器2和厨房控制面板1，且总处理器2分别电性连接在智能米桶9、

智能出水机10、厨房电子秤11、智能调料和12和智能窗13，因此通过

厨房控制面板1即可对厨房内部的各种智能家居进行控制和操控，同

时由于总处理器2还与智能终端3通信连接，为此用户还可通过智能终

端3例如手机或者电脑，对厨房内的智能家居进行操控，实现远距离

操控，更加智能化，一体化，大大给用户提供了便利，其次，在厨房

内部还设置烟雾报警器6、温湿度传感7、报警器8和智能窗13，烟雾

报警器6可对厨房内部的烟雾进行检测，同时温湿度传感器7对厨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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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温湿度进行检测，当厨房内部的烟雾和温度较高且超出标准值后，

此时总控制器2对智能窗13进行操控，打开智能窗13，将烟雾放出，

并对厨房内部的温度进行降温处理，同时控制报警器8进行报警用于

提醒用户，采用这样的设置能够提高厨房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实用新

型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了解，本实用新型不受上述实施例

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例，并

不用来限制本实用新型，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

本实用新型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

的本实用新型范围内。本实用新型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

及其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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