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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炒米的流水线生产工艺及

设备，包括上料装置、振动筛分机构、定量料斗、

煮锅机构、沥水机构、炒制机构、碾米机和色选

机，其中：上料装置、振动筛分机构、定量料斗、煮

锅机构、沥水机构、炒制机构、碾米机和色选机上

分别设置有进料口与出料口；上料装置的出料口

与振动筛分机构的进料口连接；振动筛分机构的

出料口与定量料斗的进料口连接；定量料斗的出

料口与煮锅机构的进料口连接；沥水机构的出料

口与炒制机构的进料口连接；炒制机构的出料口

与碾米机的入料口连接；碾米机的出料口与色选

机的进料口连接。有益效果：布局合理，自动化程

度高，生产效率高，大大节省了人工成本，且加工

的成品质量稳定，能满足工业化生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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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炒米生产流水线设备，包括上料装置（1）、振动筛分机构（2）、定量料斗（3）、煮锅

机构（4）、沥水机构（5）、炒制机构（6）、碾米机（7）和色选机（8），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料装置

（1）、振动筛分机构（2）、定量料斗（3）、煮锅机构（4）、沥水机构（5）、炒制机构（6）、碾米机（7）

和色选机（8）上分别设置有进料口与出料口；所述上料装置（1）的出料口与振动筛分机构

（2）的进料口连接；所述振动筛分机构（2）的出料口与定量料斗（3）的进料口连接；所述定量

料斗（3）的出料口与煮锅机构（4）的进料口连接；所述沥水机构（5）的出料口与炒制机构（6）

的进料口连接；所述炒制机构（6）的出料口与碾米机（7）的入料口连接；所述碾米机（7）的出

料口与色选机（8）的进料口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炒米生产流水线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料装置包括进料

机构（11）、料仓（12）、送料传送带（13）、汇料传送带（14）和中央提升机（15）；所述进料机构

（11）与两个料仓（12）固定配装连接；所述两个料仓（12）呈镜像对称布置；所述两个料仓

（12）的物料出口各自位于其下端位置处，两个物料出口的下方分别设置有送料传送带

（13），两个送料传送带（13）的传输方向呈对向布置；所述送料传送带（13）的物料出口下方

设置有汇料传送带（14），汇料传送带（14）的传输方向与送料传送带（13）的传送方向呈垂直

布置；所述汇料传送带（14）的物料出口与中央提升机（15）的物料进口配装连接；所述中央

提升机（15）的物料出口与振动筛分机构（2）配装固定连接；所述振动筛分机构（2）包括分料

管道（21）、振动筛机（22）、除尘风机（23）和出料提升机（24）；所述分料管道（21）与中央提升

机（15）的物料出口配装连接，分料管道（21）设置有三根支管，分别与一个振动筛机（22）的

物料入口配装连接，并在支管上设置有开关阀；所述振动筛机（22）上设置有除尘风机（23）；

所述振动筛机（23）与出料提升机（24）配装固定连接；所述出料提升机（24）与定量料斗（3）

的进料口连接；所述中央提升机（15）的物料出口与分料管道（21）配装连接。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炒米生产流水线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定量料斗（3）的进

料口与出料提升机（24）配装连接;所述定量料斗（3）的出料口处设置有流量计，流量计与微

处理器电连接，微处理器与上料装置（1）电连接并控制其启停；所述定量料斗（3）的出料口

与煮锅机构（4）通过传送带连接。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炒米生产流水线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煮锅机构（4）包括

锅体、搅拌机构与加热装置，搅拌机构设置在锅体的内部，加热装置设置在锅体的底部；所

述沥水机构（5）包括沥水筐与接水槽，沥水筐活动连接在接水槽的内部；所述煮锅机构（4）

的出料口与沥水机构（5）的沥水筐连接。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炒米生产流水线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炒制机构（6）包括

底座机构（61）、滚筒机构（62）、进料机构（63）和出料机构（64），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机构

（61）包括支撑架和动力机构，支撑架包括架体和限位滚轮；架体的上方设置有限位滚轮，限

位滚轮的上方配装连接有滚筒机构（62）；动力机构与限位滚轮配装连接，驱动其转动；所述

滚筒机构（62）的两端面位置处分别配装连接有进料机构（63）和出料机构（64）；所述滚筒机

构（62）包括外筒、内筒和滚环；滚环固定连接在外筒的外壁上，与限位滚轮配装连接；外筒

同轴固定套接在内筒的外部；所述进料机构（63）处设置有燃烧器；所述滚筒机构（62）的内

部设置有铁砂；外筒的两个端面与内筒的外壁固定封闭连接；滚环设置有两个，分别位于外

筒的两端位置处；外筒的内壁上设置有外筒绞龙，内筒的内壁上设置有内筒绞龙，外筒绞龙

与内筒绞龙的螺旋方向相反；内筒上靠近出料机构（64）的一端设置有筛孔，作为物料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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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内筒上靠近进料机构（63）的一端设置有通孔，作为物料的入口。

6.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炒米生产流水线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机构（11）包括

进料口、倒V形管道和进料提升机；倒V形管道的上方设置有进料口，下方分别与两个进料提

升机的物料入口配装连接；物料提升机的物料出口与料仓（12）的内部空腔连通固定连接。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炒米生产流水线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机构包括固定

横板、搅拌装置和电动机；固定横板固定连接在煮锅的上方锅沿上；搅拌装置与电动机的输

出轴固定连接；电动机固定连接在固定横板上；搅拌装置包括竖轴、横轴与搅拌叶片；竖轴

与横轴呈倒T字型固定连接，竖轴与电动机的输出轴同轴固定连接；横轴的两端面处分别固

定连接有一个搅拌叶片。

8.一种炒米生产流水线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上料，将原料用上料装置（1）输送至振动筛分机构（2）内；

步骤2：筛分，用振动筛机（22）将原料进行筛分，将杂质分离出来，并将剩余的原料用出

料提升机（24）输送至定量料斗（3）；

步骤3：定量，使用定量料斗（3）将原料输送至煮锅机构（4），当输送量达到预设值时，分

别向上料装置（1）、振动筛机（22）、出料提升机（24）发出电信号，控制其停机；

步骤4：煮制，煮锅机构（4）对锅内的原料用水进行煮制，持续25‑60分钟后将原料倾倒

至沥水机构（5）内；

步骤5：沥水；

步骤6：炒制，经沥水机构（5）固液分离的原料在炒制机构（6）内炒制处理；

步骤7：碾米，经炒制后的原料经由碾米机（7）碾压处理；

步骤8：色选，将炒制后的原料用色选机（8）进行异色颗粒自动分拣；

步骤9：包装储存。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炒米生产流水线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原料

为糜子，或者糜子与小米。

10.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炒米生产流水线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定

量料斗（3）用提升机将原料自动输送至煮锅机构（4）内；所述步骤4中，煮制完成后，煮锅机

构（4）自动倾倒，将物料与水一起倾倒至沥水机构（5）中；所述步骤6中，原料通过提升机自

动输送至碾米机（7）中；所述步骤8中，原料通过传送带自动输送至色选机（8）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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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炒米的流水线生产工艺及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械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炒米的流水线生产工艺及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炒米，蒙语叫做“蒙古勒巴达”，就是蒙古米的意思。它是用糜子经过蒸、炒、碾等多

道工序加工而成的，清香爽口，充饥耐饿，是别具风味的传统食品。由于经过水浸，使糜子皮

表层中的水溶性维生素渗透到米粒中，增加了炒米中维生素的含量。

[0003] 在传统炒米的加工工艺中，需要多道工序多个步骤结合完成，需要对物料进行多

次的加工与转移，这一过程往往使用人工完成，自动化程度与生产效率低，且产品品质浮动

较大，不能实现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布局合理，自动化程度高，生产效率高，大大节省了人

工成本，且加工的成品质量稳定，能满足工业化生产的要求的一种炒米的流水线生产工艺

及设备。

[0005]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本发明的一种炒米生产流水线设备，包括上料装置、振动筛分机构、定量料斗、煮

锅机构、沥水机构、炒制机构、碾米机和色选机，其中：上料装置、振动筛分机构、定量料斗、

煮锅机构、沥水机构、炒制机构、碾米机和色选机上分别设置有进料口与出料口；上料装置

的出料口与振动筛分机构的进料口连接；振动筛分机构的出料口与定量料斗的进料口连

接；定量料斗的出料口与煮锅机构的进料口连接；沥水机构的出料口与炒制机构的进料口

连接；炒制机构的出料口与碾米机的入料口连接；碾米机的出料口与色选机的进料口连接。

[0007] 上述的一种炒米生产流水线设备，其中：上料装置包括进料机构、料仓、送料传送

带、汇料传送带和中央提升机；进料机构与两个料仓固定配装连接；两个料仓呈镜像对称布

置；两个料仓的物料出口各自位于其下端位置处，两个物料出口的下方分别设置有送料传

送带，两个送料传送带的传输方向呈对向布置；送料传送带的物料出口下方设置有汇料传

送带，汇料传送带的传输方向与送料传送带的传送方向呈垂直布置；汇料传送带的物料出

口与中央提升机的物料进口配装连接；中央提升机的物料出口与振动筛分机构配装固定连

接；振动筛分机构包括分料管道、振动筛机、除尘风机和出料提升机；分料管道与中央提升

机的物料出口配装连接，分料管道设置有三根支管，分别与一个振动筛机的物料入口配装

连接，并在支管上设置有开关阀；振动筛机上设置有除尘风机；振动筛机与出料提升机配装

固定连接；出料提升机与定量料斗的进料口连接；中央提升机的物料出口与分料管道配装

连接。

[0008] 上述的一种炒米生产流水线设备，其中：定量料斗的进料口与出料提升机配装连

接；定量料斗的出料口处设置有流量计，流量计与微处理器电连接，微处理器与上料装置电

连接并控制其启停；定量料斗的出料口与煮锅机构通过传送带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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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上述的一种炒米生产流水线设备，其中：煮锅机构包括锅体、搅拌机构与加热装

置，搅拌机构设置在锅体的内部，加热装置设置在锅体的底部；沥水机构包括沥水筐与接水

槽，沥水筐活动连接在接水槽的内部；煮锅机构的出料口与沥水机构的沥水筐连接。

[0010] 上述的一种炒米生产流水线设备，其中：炒制机构包括底座机构、滚筒机构、进料

机构和出料机构，其中：底座机构包括支撑架和动力机构，支撑架包括架体和限位滚轮；架

体的上方设置有限位滚轮，限位滚轮的上方配装连接有滚筒机构；动力机构与限位滚轮配

装连接，驱动其转动；滚筒机构的两端面位置处分别配装连接有进料机构和出料机构；滚筒

机构包括外筒、内筒和滚环；滚环固定连接在外筒的外壁上，与限位滚轮配装连接；外筒同

轴固定套接在内筒的外部；进料机构处设置有燃烧器；滚筒机构的内部设置有铁砂；外筒的

两个端面与内筒的外壁固定封闭连接；滚环设置有两个，分别位于外筒的两端位置处；外筒

的内壁上设置有外筒绞龙，内筒的内壁上设置有内筒绞龙，外筒绞龙与内筒绞龙的螺旋方

向相反；内筒上靠近出料机构的一端设置有筛孔，作为物料的出口；内筒上靠近进料机构的

一端设置有通孔，作为物料的入口。

[0011] 上述的一种炒米生产流水线设备，其中：进料机构包括进料口、倒V形管道和进料

提升机；倒V形管道的上方设置有进料口，下方分别与两个进料提升机的物料入口配装连

接；物料提升机的物料出口与料仓的内部空腔连通固定连接。

[0012] 上述的一种炒米生产流水线设备，其中：搅拌机构包括固定横板、搅拌装置和电动

机；固定横板固定连接在煮锅的上方锅沿上；搅拌装置与电动机的输出轴固定连接；电动机

固定连接在固定横板上；搅拌装置包括竖轴、横轴与搅拌叶片；竖轴与横轴呈倒T字型固定

连接，竖轴与电动机的输出轴同轴固定连接；横轴的两端面处分别固定连接有一个搅拌叶

片。

[0013] 一种炒米生产流水线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14] 步骤1：上料，将原料用上料装置输送至振动筛分机构内；

[0015] 步骤2：筛分，用振动筛机将原料进行筛分，将杂质分离出来，并将剩余的原料用出

料提升机输送至定量料斗；

[0016] 步骤3：定量，使用定量料斗将原料输送至煮锅机构，当输送量达到预设值时，分别

向上料装置、振动筛机、出料提升机发出电信号，控制其停机；

[0017] 步骤4：煮制，煮锅机构对锅内的原料用水进行煮制，持续25‑60分钟后将原料倾倒

至沥水机构内；

[0018] 步骤5：沥水；

[0019] 步骤6：炒制，经沥水机构固液分离的原料在炒制机构内炒制处理；

[0020] 步骤7：碾米，经炒制后的原料经由碾米机碾压处理；

[0021] 步骤8：色选，将炒制后的原料用色选机进行异色颗粒自动分拣；

[0022] 步骤9：包装储存。

[0023] 上述的一种炒米生产流水线生产工艺，其中：在步骤1中，原料为糜子，或者糜子与

小米。

[0024] 上述的一种炒米生产流水线生产工艺，其中：中国步骤3中，定量料斗用提升机将

原料自动输送至煮锅机构内；上述步骤4中，煮制完成后，煮锅机构自动倾倒，将物料与水一

起倾倒至沥水机构中；上述步骤6中，原料通过提升机自动输送至碾米机中；上述步骤8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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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通过传送带自动输送至色选机中。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布局合理，自动化程度高，生产效率高，大大节省了人工

成本，且加工的成品质量稳定，能满足工业化生产的要求。

附图说明

[0026] 图1：本发明炒米生产流水线设备的结构连接示意图；

[0027] 图2：本发明上料装置与振动筛分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本发明炒制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中：1‑上料装置、2‑振动筛分机构、3‑定量料斗、4‑煮锅机构、5‑沥水机构、6‑炒

制机构、7‑碾米机、8‑色选机、11‑进料机构、12‑料仓、13‑送料传送带、14‑汇料传送带、15‑

中央提升机、21‑分料管道、22‑振动筛机、23‑除尘风机、24‑出料提升机、61‑底座机构、62‑

滚筒机构、63‑进料机构、64‑出料机构。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31] 实施例：如图1‑3所示，一种炒米生产流水线设备，包括上料装置1、振动筛分机构

2、定量料斗3、煮锅机构4、沥水机构5、炒制机构6、碾米机7和色选机8，其中：上料装置1、振

动筛分机构2、定量料斗3、煮锅机构4、沥水机构5、炒制机构6、碾米机7和色选机8上分别设

置有进料口与出料口；上料装置1的出料口与振动筛分机构2的进料口连接；振动筛分机构2

的出料口与定量料斗3的进料口连接；定量料斗3的出料口与煮锅机构4的进料口连接；沥水

机构5的出料口与炒制机构6的进料口连接；炒制机构6的出料口与碾米机7 的入料口连接；

碾米机7的出料口与色选机8的进料口连接；其中：上料装置包括进料机构11、料仓12、送料

传送带13、汇料传送带14和中央提升机15；进料机构11与两个料仓12固定配装连接；两个料

仓12呈镜像对称布置；两个料仓12的物料出口各自位于其下端位置处，两个物料出口的下

方分别设置有送料传送带13，两个送料传送带13的传输方向呈对向布置；送料传送带13的

物料出口下方设置有汇料传送带14，汇料传送带14的传输方向与送料传送带13 的传送方

向呈垂直布置；汇料传送带14的物料出口与中央提升机15的物料进口配装连接；中央提升

机15的物料出口与振动筛分机构2配装固定连接；振动筛分机构2包括分料管道21、振动筛

机22、除尘风机23和出料提升机24；分料管道21与中央提升机15的物料出口配装连接，分料

管道21设置有三根支管，分别与一个振动筛机22的物料入口配装连接，并在支管上设置有

开关阀；振动筛机22上设置有除尘风机23；振动筛机23与出料提升机24配装固定连接；出料

提升机24与定量料斗3的进料口连接；中央提升机15的物料出口与分料管道21配装连接。

[0032] 其中：定量料斗3的进料口与出料提升机24配装连接；定量料斗3的出料口处设置

有流量计，流量计与微处理器电连接，微处理器与上料装置1电连接并控制其启停；定量料

斗3的出料口与煮锅机构4通过传送带连接；煮锅机构4  包括锅体、搅拌机构与加热装置，搅

拌机构设置在锅体的内部，加热装置设置在锅体的底部；沥水机构5包括沥水筐与接水槽，

沥水筐活动连接在接水槽的内部；煮锅机构4的出料口与沥水机构5的沥水筐连接。

[0033] 其中：炒制机构6包括底座机构61、滚筒机构62、进料机构63和出料机构64，其中：

底座机构61包括支撑架和动力机构，支撑架包括架体和限位滚轮；架体的上方设置有限位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13317436 A

6



滚轮，限位滚轮的上方配装连接有滚筒机构62；动力机构与限位滚轮配装连接，驱动其转

动；滚筒机构62的两端面位置处分别配装连接有进料机构63和出料机构64；滚筒机构62包

括外筒、内筒和滚环；滚环固定连接在外筒的外壁上，与限位滚轮配装连接；外筒同轴固定

套接在内筒的外部；进料机构63处设置有燃烧器；滚筒机构62的内部设置有铁砂；外筒的两

个端面与内筒的外壁固定封闭连接；滚环设置有两个，分别位于外筒的两端位置处；外筒的

内壁上设置有外筒绞龙，内筒的内壁上设置有内筒绞龙，外筒绞龙与内筒绞龙的螺旋方向

相反；内筒上靠近出料机构64的一端设置有筛孔，作为物料的出口；内筒上靠近进料机构63

的一端设置有通孔，作为物料的入口。

[0034] 其中：进料机构11包括进料口、倒V形管道和进料提升机；倒V形管道的上方设置有

进料口，下方分别与两个进料提升机的物料入口配装连接；物料提升机的物料出口与料仓

12的内部空腔连通固定连接；其中：搅拌机构包括固定横板、搅拌装置和电动机；固定横板

固定连接在煮锅的上方锅沿上；搅拌装置与电动机的输出轴固定连接；电动机固定连接在

固定横板上；搅拌装置包括竖轴、横轴与搅拌叶片；竖轴与横轴呈倒T字型固定连接，竖轴与

电动机的输出轴同轴固定连接；横轴的两端面处分别固定连接有一个搅拌叶片。

[0035] 使用上述炒米生产流水线设备的炒米生产流水线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36] 步骤1：上料，将原料用上料装置1输送至振动筛分机构2内；其中：原料为糜子，或

者糜子与小米

[0037] 步骤2：筛分，用振动筛机22将原料进行筛分，将杂质分离出来，并将剩余的原料用

出料提升机24输送至定量料斗3；

[0038] 步骤3：定量，使用定量料斗3将原料输送至煮锅机构4，当输送量达到预设值时，分

别向上料装置1、振动筛机22、出料提升机24发出电信号，控制其停机；

[0039] 步骤4：煮制，煮锅机构4对锅内的原料用水进行煮制，持续25‑60分钟后将原料倾

倒至沥水机构5内；

[0040] 步骤5：沥水；

[0041] 步骤6：炒制，经沥水机构5固液分离的原料在炒制机构6内炒制处理；

[0042] 步骤7：碾米，经炒制后的原料经由碾米机7碾压处理；

[0043] 步骤8：色选，将炒制后的原料用色选机8进行异色颗粒自动分拣；

[0044] 步骤9：包装储存。

[0045] 其中：在步骤3中，定量料斗3用提升机将原料自动输送至煮锅机构4内；上述步骤4

中，煮制完成后，煮锅机构4自动倾倒，将物料与水一起倾倒至沥水机构5中；上述步骤6中，

原料通过提升机自动输送至碾米机7中；上述步骤8中，原料通过传送带自动输送至色选机8

中。

[0046] 工作时：物料首先进入上料装置1的进料机构11，由进料机构11将物料由提升机输

送到两个料仓12，实现储料功能；同时，进料机构11的V形管的两条分管可以单独控制开合，

以实现向两个料仓12输送不同物料的功能；然后由料仓12经由两条送料传送带13汇集到汇

料传送带14，该动作可实现混料功能；然后由汇料传送带14传送至中央提升机15，中央提升

机15将物料提升输送至分料管道21，经由分料管道21的分配，输送到三台振动筛机22，对物

料进行除杂；除杂后的物料再输送至定量料斗3，当输送物料的质量达到定量料斗3的预设

值时，定量料斗3出料口处设置的流量计向微处理机发出电信号，然后微处理器分别向送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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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带13、汇料传送带14、中央提升机15、振动筛机22、出料提升机24发出停止电信号，使其

停机，直至下次手动启动。

[0047] 而到达定量料斗3的物料经由传送带，继续被输送至煮锅机构4，对其进行煮制处

理后，倾倒在沥水机构5内进行沥水，沥水后的物料被投送至炒制机构6  内进行充分的炒

制，再经由传送带与提升机输送到碾米机7内进行碾压，最后经由传送带与提升机输送至色

选机8进行除杂，获得炒米成品。

[0048] 另外，振动筛分机构2的除尘风机23、碾米机7上的风机均通过管路与一条除尘管

道连通连接；而煮锅机构4、炒制机构6上分别设置有余热回收管路，并均与一条余热回收管

道连通连接。

[0049]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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