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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饪的智能化数字化与生命健康管理 

戚玉玲，常运亨，常广召，肖怡悦，黎 晨 

深圳飞赛精密钣金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 

【摘要】"民以食为天"，厨房就是家居的焦点，尤其在饮食文化和家居生活观念深入人心的中国更是如此。

因此烹饪的智能化与数字化近些年来得到了各方面极大的关注，本文结合饮食方面的健康管理简单归纳目

前智能化烹饪器材概念，优化智能化烹饪器材模块化设计等等观点，使得智能化烹饪器材设计更具体化和

科学化，得出可从造型设计，模块化设计和交互设计三个方面系统化和规范化的结论，相信智能化烹饪器

材一定会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存在于未来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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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od is the day of the people", the kitchen is the focus of the home, especially in the food 
culture and home life concept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Chinese people is more so. So cooking intelligent and digital 
in recent years has received great attention, this paper combined with diet health management of simple induction 
of intelligent cooking equipment concept, optimize intelligent cooking equipment modular design and so on, make 
intelligent cooking equipment design more specific and scientific, obtained from modeling design, modular design 
and interactive design three aspects of systematic and standardized conclusion, believe that intelligent cooking 
equipment will have huge consumption potential in the future consumer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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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饮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中餐烹

饪技法变化多，步骤复杂，而且对下厨人经验，能

力依赖性较高，烹饪过程很难准确把握，充满不确

定性。对于没有受过专业厨艺训练的一般人而言，

怎样用较少的时间花费最小的力气制作出一桌美味

佳肴是他们每天必须面临的重大问题。在科技产业

高度发达的今天，5G 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已经开始进

入厨房家电领域，这给困扰数千万用户数年的烹饪

难题提供了一个突破性契机，智能技术必将引发厨

房场景的大革新，甚至会从本质上改变人们做菜烹

饪的方式与过程，文章就此进行探讨。 
1 健康管理与智能化烹饪 
衣食住行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基本需求，其中食

物是影响人类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人们能维持生

活，劳动和思想，全靠食物的营养成分来提供。但

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类对食物的需求已从数量向质量方向转变。

而营养状况是反映人体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

据统计资料表明，人们平均每年饮食消费量高达 1 t
以上，若膳食安排不尽合理，则对健康天天有危害，

时间一长，自然造成百病丛生'结果。营养能影响到

人们的思维，行为及情感，还关系到人们的心理及

生理状态。一句话，营养状态是好是坏，是对是错，

决定着人生的价值及个人成就的高低，同是关系到

全民族健康素质的高低。因此在烹饪方面的健康管

理是非常重要的，而近些年来，智能化的烹饪技术

与器材为健康管理创造了新的途径。 
厨房按使用性质的不同，基本上可以划分为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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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区，准备区，烹饪区，等等。环境合适的厨房不

仅要包括上述几大工作空间、科学地放置各个操作

空间的范围、设计出最有效的工作路径等都是当今

厨房器材设计增强效能的切入点。智能烹饪是本世

纪初器材设计的领先者——德国海蒂斯所倡导并注

册为自创品牌，但是当时还没有明确它的确切理念。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及家庭智能化需求日益

增加，智能烹饪器材应运而生。广义地说，器材在

材料形制和工艺结构等方面都经过了设计重构和优

化，使得器材可以替代或者部分替代人所执行的某

些功能运行，而狭义的智能烹饪器材则是指电子设

备和电子控制技术通过合适的连接方式或者功能结

构，模拟人类智能化生活活动的轨迹，实现具体全

自动化运行并将其它智能家居设备系统有机地联系

在一起的器材产品[1]。 
2 智能化烹饪器材的特点 
2.1 实用性高 

智能厨房设备以人为本为产品设计核心，其工

作都围绕着为人们生活的核心，和其它普通设备一

样更强调功能性，实用性和舒适度等。物联网的到

来，使得智能厨房设备能够满足传统和过去厨房产

品所不能满足的部分需求。以智能厨房为例，概念

炉灶采用一体式结构、新型的触控界面、人机交互

采用触摸或语音实现、界面显示如食谱等内容、根

据消费者所选定的菜肴用传统语言出相应菜品，并

对应食谱、通过智能搭配引导日常需要的营养、统

计菜肴卡路里量等。此外，在智能化厨房内还设置

有无线路由器以及手机 APP，通过这些设备就可远

程控制厨房设备。通过对以上智能化厨房技术的研

究，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厨房电器必将朝着多功能化

方向发展。而且用户烹饪时还能兼而有之，把人在

厨房里的时间与没有烹饪的时间天衣无缝地连接到

一起，让二者不再互相矛盾[2]。 

 
图 1 深圳飞赛精密钣金技术有限公司生产设备 

 
图 2 深圳飞赛精密钣金技术有限公司加工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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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效化 
智能厨房器材设计最基本的目的，是通过使用

智能工具降低个人的活动量，以减少因违反人类工

程学原理而做出的错误姿势，从而增加厨房使用趣

味性，便利性，并提升厨房运行效能和缩短烹调过

程以体验更美好生活。目前市面上的厨房设备大多

采用手动控制方式，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和不可控

性。智能橱柜吊箱通常使用智能升降装置实现自由

移动，柜体位置也可以上下调整，橱内设置有阻尼

装置，用手轻碰便可以使该箱打开，在闭合和开启

过程中，不管多大幅度的操作都能够起到柔和无声，

避免了无谓噪音影响的作用，操作起来简便易行，

方便快捷，安全可靠[3]。 
2.3 安全性 
传统厨房设备的整个运行流程中使用一些电子

设备，电子系统或者其他设备的，都必须使用电源，

这就存在着一些隐患。并且智能化厨房器材部分解决

了漏电和毁机的安全问题，在通过电气控制管理后，

当电压值超过了电路系统可监控范围时，控制系统将

自动对切断和停止设备工作的功能做出处理，器材产

品的材质设计和使用中，一般都是高绝缘，易散热和

耐腐蚀的材质，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另外，智能化

厨房器材也是一种新型的家居模式，它不仅能有效地

改善厨房内的环境，同时可以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和

健康的要求。部分高端智能化厨房器材也配备了

TOUCH指纹识别，当父母出门时可以确保孩子安全，

以免孩子不正常操作设备造成损失。 
2.4 美观性 
智能厨房器材是以家庭成员的人文素质，以及

色彩爱好等为基准并根据人体工程学原理等为基本

原则所设计产生的，它不但可以合理地根据成人的

动作习性与顺序来布局，同时还可以反馈地获得在

操作过程当中形成的动作姿势与强度，从厨房设计

大小规格布置等上可以减少成人体力损耗费用和肌

肉疲劳，甚至烹饪出高雅的菜肴。甚至烹饪出高雅

的菜肴。同时和现代智能建筑，智能小区和智能家

居等智能系统构成了很好的循环呼应关系，实现了

厨房器材运行的智能化控制。它还具有安全性能高、

使用方便舒适、造型美观大方、节能环保的特点。

随着技术进步，用户对智能化橱柜的使用需求会越

来越多。它将是一种新型健康型家居产品。有人预

言，将来可实现轻轻一按，便可实现厨房的智能化

和整洁化，实现家居的美化。居住的环境、生活质

量的提高、居家生活氛围的改善、家人之间的交往。 
3 智能化烹饪器材的设计元素 
3.1 外观设计 
智能化厨房器材造型设计及使用模式建立在厨

房器材及厨房设计基础之上，厨房设备差异又直接

确定厨房器材功能类别，因此应将二者统一融合才

能做出系统规划。通过对厨具进行合理的配置来提

高厨房器材的功能性以及安全性，同时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提升其美观性。智能橱柜器材的造型设计大

体有如下三种类型： 
（1）“L”形。厨房器材以长方形厨房为宜，

其优势在于该布局工作三角形结构合理、作业面较

大、运行平稳、作业流程较短、空间应用率较高、

工作效率较高，为目前最常使用的样式。它具有以

下特点：1.可灵活改变柜体高度；2.便于放置厨具及

用具；3.柜面上方或下方设有活动拉手，方便取放

工具及物品。4.易于安装使用。不足之处在于 L 型

橱柜的转角处容易形成死角需要在转角柜内增加旋

转装置来储存物品。它的开合高低结合可以更深地

展现厨房器材的丰富层次感。 
（2）"U"字形厨房器材具有三个转角和二个转

角，在工作空间上结构紧凑，经济实用，能在很大

限度上减少作业路径和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了各种

操作间的交叉影响，并适应多人一起操作，更适于

在多空间家庭以及开放式餐厅的应用。缺点基本与

"L"字形厨房器材一样。 
（3）岛型厨房器材使用的空间通常有独立的工

作台，有助于缩短操作距离、活跃于室内环境、增

加操作范围、提高储藏空间等，主要使用在较为开

阔的厨房中，也常见于国外家庭使用。近年来，中

国厨房设备企业越来越多的推出了岛式厨器材设

计，并受到了人们的青睐，这些设计方式有利于边

设计边与朋友谈天说地的交流互动，而且还可以打

扮家庭氛围、扩大居室空间、统一装修格调。 
3.2 模块设计 
模块化设计旨在将消费者对于智能化器材的功

能要求进行转换，并将其作为设计切入点。以厨房

为例进行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智能化厨柜作为一

个完整的功能模块，由多个相互关联的模块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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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模块间具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每个模块又有

自己独特的特性。不同种类的智能化厨具产品能够

达到的智能功能不一样，其产品设计差异很大，若

将其产品中独立的智能功能单元加以分析，就会发

现一些重复性功能（如智能橱柜内部柜门阻尼系统

等）对于减轻器材磨损，减少噪声等方面很受用，

对于这类重复性功能，可按需要直接或间接进行变

更设计，达到理想效果，由此形成器材功能模块化

设计。通过把这些功能性相同或相近的功能集成为

一个有机的模块，就可组成具有一定通用性的集成

装置。这样便使人们能够从更大范围、更广领域获

得更多的信息和服务。模块化是指把产品的功效扩

大化，从整体设计角度出发，思考，剖析单元和整

体构成模式，用分化，结合的手法，构建模块化体

系及其一站式产品应用过程。 
模块化就是在标准化的基础上，针对不同消费

者需求而进行升级式的研究和开发。智能化厨房器

材设计时可对功能，属性，体系等相似或者相近的

结合，统一规范化集成，构成产品统一的功效模块，

增强其拓展性与创新性。参考系统能效设计认为智

能化厨房器材是由有机单位组成的体系。通过对厨

房各部件之间关系的分析，确定每个部件应具有的

效能；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建立相应指

标评价体系，并结合实例验证该方法的可行性与有

效性。将智能化厨房器材按其使用功能进行分类，

将其划分为 N 个子系统，即将其划分为储藏用具，

洗涤用具，调理用具和进餐用具，便于模块化设计

的研究。 
3.3 交互设计 
厨房既是一个工作环境空间又是一个生活环境

空间，智能厨房器材凸显了智能化高效化和安全化

的特点，它是消费者和机器设备之间互动的行为模

式，也是考察产品设计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为更

好地表现厨房器材智能化，在系统设计中需要设定

自动记忆与存储用户喜好功能，便于用户寻找与概

括杂物，保持空间清洁，从而形成一种良好交互方

式。在此基础上结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通过对智

能厨房器材进行分类研究，建立智能化厨房器材数

据库；再运用大数据技术将相关信息存储于该数据

库中；最后实现智能化厨房器材人机交互界面优化

设计。同时以厨房空间为媒介，创造和谐，健康的

家庭氛围，加强家庭成员间的交流，让用户感受到

更美好的生活氛围，也是智能化厨房器材交互设计

的追求。最后，通过研究得出厨房器材智能化系统

中的人机关系，包括人与设备的相互协调以及二者

间的相互配合和相互影响。不同时期，用户对厨房

的需求和操作方式各不相同，分析其操作流程，整

合其操作方式，设计出利于减少用户劳动量，提高

操作效率，是厨房器材智能化系统操作分析的关键。 
4 结束语 
厨房对居家生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绿

色环保和高生活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建议对厨房器

材产品的造型设计，交互设计及优化模块化设计三

个方向展开系统的设计和研究，以实现智能化。如

果传统厨房器材今天还占领厨房器材市场的话，那

就应该说智能化厨房将成为未来，厨房发展的必然

趋势，它以智能，舒适，清洁整齐，高效低耗，安

全放能，舒适清洁，高效低耗和安全放心的优势，

极易形成社会对消费者的认同感。因此，智能厨柜

作为厨房器材的一个新趋势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

注和喜爱。因此，发展智能化厨房器材十分必要且

切实可行，将来一定会有巨大市场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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