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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解决的问题



这是⼀一份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管理理局⻝⾷食品烹饪⽣生熟程度FDA安全标准



对⻝⾷食物的成熟度⽆无法准确掌控，⽤用户经
常反复⼏几次烘焙才能确保⻝⾷食物成熟，时
常把⻝⾷食物烤焦，造成烹饪⽤用户体验不不佳

现有的烘焙蒸烤设备⽆无法满⾜足这项标准，
因为它不不能精准检测⻝⾷食物的烘焙情况，⽽而
是通过选择对应的⻝⾷食材和固定的烘焙程序
来烤制⻝⾷食品，

厨具家电状况



⻝⾷食物⽆无线
AI探针

耐温达300℃，插⼊入到⻝⾷食物内部，遵循美
国FDA标准，精准检测烹饪过程中⻝⾷食物内
部和外部的温度，通过⻝⾷食物中⼼心温度来判
断⻝⾷食物⽣生熟程度，确保烹饪⻝⾷食品的安全。
 

⻝⾷食物AI探针解决



烹饪时间预告
Estimates how long to cook

guided cook system

烹饪指南

Dual Sensors on a single probe

测量量⻝⾷食物内外温度

云端远程观察
FMG Cloud  monitor from anywhere

    truly wirelesss

⽆无线连接

   WiFi 通信
Long range over WIFI Additional 

⻝⾷食物⽆无线AI探针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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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组件

可放置在密闭的烤箱、烤炉、⾼高压锅、空

⽓气炸锅中，蓝⽛牙传输温度数据到⼿手机等智

能终端，准确监控⻝⾷食物的⽣生熟程度，

⻝⾷食物⽆无线AI探针直径5mm是世界上最微
型化的⽆无线探针温度计，它摆脱了了传统
的传感器器有线连接⽅方式

       产品外形



         爆 炸 图

产品问世以来倍受海海尔、美的、惠⽽而浦、⻨麦
当劳等家电和快餐业巨头的追捧和关注，正
在成为家庭、酒店、餐厅必备的厨房智能化
设备。

产品构造



已获知
识产权

蓝⽛牙烧烤温度计
201630081490.2

蓝⽛牙烤⾁肉温度探针
201830770083.1

⼀一种烘焙蒸烤⾼高温⽆无线
探针201830770083.1

烧烤监测仪
PCT/CN2017/083954

温度感应探针
201610595406.8

烧烤温度计 
201430020623.6

已获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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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5mm钢管构造，
密封防⽔水耐腐

微型

腔体抽真空灌封⽯石蜡
⾼高温隔离技术

隔热

耐⾼高温⽯石墨墨烯储能器器件，
五分钟快速充电

闪充

频射穿透密闭⾦金金属，远距
离传输

穿透

关键
技术

⾼高温

精密
挑战微电⼦子精密制造⼯工艺极限

探针内电⼦子器器件在
300度的⾼高温下⼯工作

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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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技术状况

    ⽬目前仅美国Meater和深圳市菲明格公司掌
握了了⽆无线⾼高温探针的技术和⽣生产⼯工艺，美国
Meater公司于2015年年众筹了了350万美⾦金金启动该
项⽬目的研发，申请了了三项专利利。2018年年底正
式产品在美国亚⻢马逊电商平台登陆，向家庭
终端消费者出售，现⽉月销量量达7万台，⽉月销
售额490万美⾦金金(⼈人⺠民币3900万)。

我们菲明格科技于2016年年⾃自筹资⾦金金进⾏行行研发，
2019初研发成功，现已⼩小批量量试制。

                                          



  性能⽐比较

美国 Meater 深圳 FMG

 充电时间 2⼩小时  5分钟

续航时间   30⼩小时 6⼩小时

射频传输   ⾦金金属同轴天线 微带线+螺旋天线

温度传感器器  K型热电偶    NTC热敏敏电阻

炉温测量量精度   ⾼高        略略低（改进中）

⼿手柄材料料    陶瓷（易易碎） ⾼高分⼦子塑料料之王

钢管直径 6mm     5mm（更更细）

零售价   昂贵（$69/$99）   便便宜（$35）



⻨麦当劳⻔门店⻝⾷食品同类检测设备   

不不能在⾼高温下使⽤用   ，不不易易清洗

探针与温度计有线连接              

从美国采购价$230, 昂贵  

           

FMG为⻨麦当劳定制⻝⾷食物AI探针

 可⾼高温下使⽤用，易易于清洗

探针与⼿手机蓝⽛牙⽆无线通讯

 从FMG采购价$75, 便便宜 

同类产品⽐比较



家庭⽤用户

家电制造企业

⻝⾷食物⽆无线AI探针应⽤用领域



添加标题
单击添加⽂文本单击添加⽂文本单击添加⽂文本单击添加⽂文本

单击添加⽂文本单击添加⽂文本单击添加⽂文本

烤箱⽆无线⽆无源探针项⽬目

添加标题
单击添加⽂文本单击添加⽂文本单击添加⽂文本单击添加⽂文本

单击添加⽂文本单击添加⽂文本单击添加⽂文本

中标项⽬目



惠⽽而浦订单



正在为美国纽维福家电⽜牛扒机、压⼒力力锅、空⽓气炸锅、光波炉
配套⻝⾷食物⽆无线探针和蓝⽛牙模块，我们已向国外家庭终端客户
试销⽆无线探针产品（单价RMB200，成本RMB60）
⻨麦当劳、安得、肯德基、美团均来电咨询，已送样测试中

。

已建⽴立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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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规模

83亿
8000万台/年年

36亿
100万台/年年

92亿
10000万台/年年

23亿
200万个/年年

年年销售额

厨具家电

酒店餐厅

家庭⽤用户

⻝⾷食品⾏行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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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菲明格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温湿度、动物体温遥
测设备的研发和⽣生产，持续为客户提供智测控与物联⽹网融合
的创新产品及技术服务，我们是：
 ·世界500强蛇⼝口招商局天使轮融资的企业
 ·华为物联⽹网中⽺羊联⽹网的客户端产品的供应商。
 ·世界500强海海尔、惠尔浦等电烤箱温度探针供应商 
 ·植⼊入式温度测量量技术获得深圳科创委专项资⾦金金⽀支持
 ·研发项⽬目多次在⼯工信部和国家创新⼤大赛中获三等奖

      我们拥有⼀一⽀支海海内外跨学科的项⽬目团队，⼤大部分具有博
⼠士、硕⼠士和⾼高级⼯工程师职称，在温度测量量、⾃自动化设备、传
感器器、微制造⼯工艺领域有⼆二⼗十多年年丰富的经验，曾荣获省科
技进步⼀一等奖

04 关于我们



张凌宇 
硬件⾼高⼯工

徐德辉         
传感器器设计

尤荣贤
研发总监

张润晨        项
⽬目负责⼈人

张丰   
董事⻓长兼架
构师

彭泽强        销
售总监             

⻄西安交通⼤大学半导体，

⾼高级⼯工程师，曾任职

TCL多媒体研发中⼼心主

任。

中国科学院 

上海海微系统所博⼠士

国家传感器器重点实验室，

从事微纳热电器器件的研

究⼯工作。

南京理理⼯工⼤大学  博⼠士

曾⻓长期任职于中兴通讯

可靠性研究资深专家

英国帝国理理⼯工⼤大学航天

材料料，曾在⽐比利利时

IMEC研究中⼼心与 Intel

进⾏行行硅晶芯⽚片新材料料的

测试。

电⼦子科技⼤大学测量量专业
中国信息协会理理事，三
⼗十余年年微电⼦子技术经验，
拥有专利利⼆二⼗十多项，编
写出版教育部⾼高校教材

⾹香港理理⼯工⼤大学硕⼠士，   
⻓长期从事海海外市场推⼴广
与产品销售⼯工作，具有
丰富的国际市场销售实
战经验



第⼀一代   
D6⻝⾷食物⽆无线AI探针

2016～2019  

物温炉温双温测

量量，蓝⽛牙传输距

离10⽶米，Grill 
ProbE智能终端

App应⽤用软件 

第⼆二代 
  D5⻝⾷食物⽆无线AI探针

 2020～2021

直径5mm易易于插⼊入梯

度测量量，续航更更强。

建⽴立烹饪AI知识库，

与家庭终端分享

第三代   
Cooking Cloud Probe

2022～2023  

双频双模穿透⼒力力更更强

的AI探针，技术超前，

建⽴立烹饪数据云端⼤大

数据信息平台

第四代
多参数⽆无线探针    

2024～2025

研发油脂、⽔水份、
酸碱度多参数检
测探针，让⻝⾷食品
更更安全、⼈人体更更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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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背景
机构优先

出让
股权
10% 

1800万⼈人
⺠民币

计划融资



       
销售收⼊入 研发投⼊入  综合费⽤用

 
      利利润

2019   660万    282万
   
    399万        -21万

2020   3300    580万
   
    2110万 

     
      610万

2021 19600万 1300万
15760万 2540

2022 26000万 2460万 18200万 5340

2023 89000万 3900万 71200万 13900

资⾦金金使⽤用计划



深圳市菲明格科技有限公司

  
       ⺠民以⻝⾷食为天，特邀有识之⼠士加盟！

                                13735384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