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320447.0

(22)申请日 2017.05.0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12610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9.05

(73)专利权人 广州艾荻尔餐饮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 511400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

海傍村海涌路66号之6

(72)发明人 不公告发明人　

(74)专利代理机构 昆明合众智信知识产权事务

所 53113

代理人 张玺

(51)Int.Cl.

A47J 37/07(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5125093 A,2015.12.09,说明书第

0040-0049段、附图1-7.

CN 104336116 A,2015.02.11,全文.

CN 104029624 A,2014.09.10,全文.

CN 105832139 A,2016.08.10,全文.

CN 105962794 A,2016.09.28,全文.

CN 104757887 A,2015.07.08,全文.

审查员 潘佳丽

 

(54)发明名称

一种餐饮用方便移动式烧烤炉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烧烤炉，尤其涉及一种餐饮

用方便移动式烧烤炉。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是提供一种能够方便移动并均匀对食物进行烘

烤的餐饮用方便移动式烧烤炉。为了解决上述技

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这样一种餐饮用方便移动

式烧烤炉，包括有小车等；小车的上侧连接有移

动机构，小车的顶部右侧连接有烘烤箱，烘烤箱

内上下两侧均连接有烘烤灯，烘烤箱上连接有转

动机构，转动机构与移动机构连接。本发明首先

设置有移动机构，达到了通过移动机构带动转动

机构向左移动出来，然后将需要烤制的食物放置

到转动机构的效果，并且设置有转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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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餐饮用方便移动式烧烤炉，其特征在于，包括有小车（1）、移动机构（2）、烘烤箱

（3）、烘烤灯（4）和转动机构（5），小车（1）的上侧连接有移动机构（2），小车（1）的顶部右侧连

接有烘烤箱（3），烘烤箱（3）内上下两侧均连接有烘烤灯（4），烘烤箱（3）上连接有转动机构

（5），转动机构（5）与移动机构（2）连接;移动机构（2）包括有滑轨（201）、滑块（202）、连接杆

（203）、弹簧（204）、钢丝绳（205）和固定杆（206），小车（1）的上部左侧连接有滑轨（201），滑

轨（201）上滑动式连接有滑块（202），滑轨（201）与滑块（202）配合，滑块（202）的顶部连接有

连接杆（203），连接杆（203）与转动机构（5）连接，滑块（202）的右侧上部与滑轨（201）的最右

侧之间连接有弹簧（204），弹簧（204）处于压缩状态，滑块（202）的右侧下部连接有钢丝绳

（205），小车（1）的右侧连接有固定杆（206），钢丝绳（205）的右端缠绕在固定杆（206）上;转

动机构（5）包括有第一轴承座（51）、第一转杆（52）、卡块（53）、第一电机（54）、第二转杆（55）

和烧烤架（56），烘烤箱（3）的右侧中间安装有第一轴承座（51），第一轴承座（51）上连接有第

一转杆（52），第一转杆（52）的左侧连接有卡块（53），连接杆（203）的顶部安装有第一电机

（54），第一电机（54）的输出轴上连接有第二转杆（55），第二转杆（55）的右侧连接有烧烤架

（56），烧烤架（56）的右侧卡入卡块（53），烧烤架（56）的前侧与后侧通过合页连接的方式连

接;还包括有旋转叶片（7）和铁丝网罩（8），烘烤箱（3）的右侧均匀开有第一通孔（6），第一转

杆（52）穿过第一轴承座（51），第一转杆（52）的右侧连接有旋转叶片（7），烘烤箱（3）的右侧

连接有铁丝网罩（8），铁丝网罩（8）位于旋转叶片（7）的外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餐饮用方便移动式烧烤炉，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螺栓

（10）和第一把手（11），卡块（53）与烧烤架（56）的右侧均开有第一螺纹孔（9），第一螺纹孔

（9）上通过螺纹连接的方式连接有螺栓（10），螺栓（10）穿过第一螺纹孔（9），螺栓（10）与第

一螺纹孔（9）配合，烘烤箱（3）的顶部与烘烤箱（3）的下侧通过转动式连接，烘烤箱（3）的顶

部左侧连接有第一把手（1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餐饮用方便移动式烧烤炉，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第二轴

承座（12）、第三转杆（13）、摩擦块（15）、支杆（16）、转板（17）和橡胶块（18），小车（1）的左侧

安装有第二轴承座（12），第二轴承座（12）上连接有第三转杆（13），第三转杆（13）的下侧开

有第二通孔（14），第三转杆（13）的底部连接有摩擦块（15），小车（1）的底部左侧连接有支杆

（16），支杆（16）的左侧转动式连接有转板（17），转板（17）的右侧连接有橡胶块（18），橡胶块

（18）与第二通孔（14）配合。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餐饮用方便移动式烧烤炉，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第一安

装块（19）、第二安装块（21）、第三轴承座（22）、第四转杆（23）、放置框（24）和第二把手（25），

小车（1）的顶部左侧连接有第一安装块（19），第一安装块（19）上开有第二螺纹孔（20），第二

螺纹孔（20）上通过螺纹连接的方式连接有第二安装块（21），第二安装块（21）的下侧外表面

设有与第二螺纹孔（20）配合的外螺纹，第二安装块（21）穿过第二螺纹孔（20），第二安装块

（21）与第二螺纹孔（20）配合，第二安装块（21）的顶部安装有第三轴承座（22），第三轴承座

（22）上连接有第四转杆（23），第四转杆（23）的右侧上部连接有放置框（24），第四转杆（23）

的左侧上部连接有第二把手（25）。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餐饮用方便移动式烧烤炉，其特征在于，小车（1）的材质

为不锈钢。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餐饮用方便移动式烧烤炉，其特征在于，烘烤箱（3）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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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为Q235钢。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餐饮用方便移动式烧烤炉，其特征在于，第一电机（54）为

伺服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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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餐饮用方便移动式烧烤炉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烧烤炉，尤其涉及一种餐饮用方便移动式烧烤炉。

背景技术

[0002] 餐饮的概念主要有两种：一是饮食，二是指提供餐饮的行业或者机构，满足食客的

饮食需求，从而获取相应的服务收入。由于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下，不同的人群饮食

习惯、口味的不同，因此，世界各地的餐饮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0003] 在春暖花开的清明时分，人们会选择在这个时节成群结队的出去游玩，去感受春

天的气息，而游玩时有许多人们喜欢在户外进行烧烤，能够在游玩的同时享受美食，现在完

整的烧烤设备移动起来比较不方便，简易的烧烤设备又难以制作出好的美食。

[0004] 因此亟需研发一种能够方便移动并均匀对食物进行烘烤的餐饮用方便移动式烧

烤炉，来解决现有技术中烧烤设备不方便移动的缺点。

发明内容

[0005] （1）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6]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烧烤设备不方便移动的缺点，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

题是提供一种能够方便移动并均匀对食物进行烘烤的餐饮用方便移动式烧烤炉。

[0007] （2）技术方案

[0008]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这样一种餐饮用方便移动式烧烤炉，包括

有小车、移动机构、烘烤箱、烘烤灯和转动机构，小车的上侧连接有移动机构，小车的顶部右

侧连接有烘烤箱，烘烤箱内上下两侧均连接有烘烤灯，烘烤箱上连接有转动机构，转动机构

与移动机构连接。

[0009] 优选地，移动机构包括有滑轨、滑块、连接杆、弹簧、钢丝绳和固定杆，小车的上部

左侧连接有滑轨，滑轨上滑动式连接有滑块，滑轨与滑块配合，滑块的顶部连接有连接杆，

连接杆与转动机构连接，滑块的右侧上部与滑轨的最右侧之间连接有弹簧，弹簧处于压缩

状态，滑块的右侧下部连接有钢丝绳，小车的右侧连接有固定杆，钢丝绳的右端缠绕在固定

杆上。

[0010] 优选地，转动机构包括有第一轴承座、第一转杆、卡块、第一电机、第二转杆和烧烤

架，烘烤箱的右侧中间安装有第一轴承座，第一轴承座上连接有第一转杆，第一转杆的左侧

连接有卡块，连接杆的顶部安装有第一电机，第一电机的输出轴上连接有第二转杆，第二转

杆的右侧连接有烧烤架，烧烤架的右侧卡入卡块，烧烤架的前侧与后侧通过合页连接的方

式连接。

[0011] 优选地，还包括有旋转叶片和铁丝网罩，烘烤箱的右侧均匀开有第一通孔，第一转

杆穿过第一轴承座，第一转杆的右侧连接有旋转叶片，烘烤箱的右侧连接有铁丝网罩，铁丝

网罩位于旋转叶片的外侧。

[0012] 优选地，还包括有螺栓和第一把手，卡块与烧烤架的右侧均开有第一螺纹孔，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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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孔上通过螺纹连接的方式连接有螺栓，螺栓穿过第一螺纹孔，螺栓与第一螺纹孔配合，

烘烤箱的顶部与烘烤箱的下侧通过转动式连接，烘烤箱的顶部左侧连接有第一把手。

[0013] 优选地，还包括有第二轴承座、第三转杆、摩擦块、支杆、转板和橡胶块，小车的左

侧安装有第二轴承座，第二轴承座上连接有第三转杆，第三转杆的下侧开有第二通孔，第三

转杆的底部连接有摩擦块，小车的底部左侧连接有支杆，支杆的左侧转动式连接有转板，转

板的右侧连接有橡胶块，橡胶块与第二通孔配合。

[0014] 优选地，还包括有第一安装块、第二安装块、第三轴承座、第四转杆、放置框和第二

把手，小车的顶部左侧连接有第一安装块，第一安装块上开有第二螺纹孔，第二螺纹孔上通

过螺纹连接的方式连接有第二安装块，第二安装块的下侧外表面设有与第二螺纹孔配合的

外螺纹，第二安装块穿过第二螺纹孔，第二安装块与第二螺纹孔配合，第二安装块的顶部安

装有第三轴承座，第三轴承座上连接有第四转杆，第四转杆的右侧上部连接有放置框，第四

转杆的左侧上部连接有第二把手。

[0015] 优选地，小车的材质为不锈钢。

[0016] 优选地，烘烤箱的材质为Q235钢。

[0017] 优选地，第一电机为伺服电机。

[0018] 工作原理：当需要进行户外烧烤时，使用者可以通过小车将装置移动到合适的位

置，然后通过移动机构带动转动机构向左移动出来，然后将需要烤制的食物放置到转动机

构上，然后通过移动机构带动转动机构向右移动到烘烤箱内，然后打开烘烤灯，通过转动机

构带动食物转动进行烘烤，能够使食物均匀的烤熟。

[0019] 因为移动机构包括有滑轨、滑块、连接杆、弹簧、钢丝绳和固定杆，小车的上部左侧

连接有滑轨，滑轨上滑动式连接有滑块，滑轨与滑块配合，滑块的顶部连接有连接杆，连接

杆与转动机构连接，滑块的右侧上部与滑轨的最右侧之间连接有弹簧，弹簧处于压缩状态，

滑块的右侧下部连接有钢丝绳，小车的右侧连接有固定杆，钢丝绳的右端缠绕在固定杆上，

当需要进行户外烧烤时，使用者通过解下缠绕在固定杆上的钢丝绳，松动钢丝绳，弹簧带动

滑块向左移动，滑块带动连接杆向左移动，连接杆带动转动机构向左移动出来，然后将需要

烤制的食物放置到转动机构上，然后拉动钢丝绳，钢丝绳带动滑块向右移动，滑块使弹簧处

于压缩状态，滑块带动连接杆向右移动，连接杆带动转动机构向右移动到烘烤箱内，然后将

钢丝绳缠绕到固定杆上固定即可，能够方便的将食物移动到烘烤箱进行烘烤。

[0020] 因为转动机构包括有第一轴承座、第一转杆、卡块、第一电机、第二转杆和烧烤架，

烘烤箱的右侧中间安装有第一轴承座，第一轴承座上连接有第一转杆，第一转杆的左侧连

接有卡块，连接杆的顶部安装有第一电机，第一电机的输出轴上连接有第二转杆，第二转杆

的右侧连接有烧烤架，烧烤架的右侧卡入卡块，烧烤架的前侧与后侧通过合页连接的方式

连接，当需要进行户外烧烤时，使用者通过解下缠绕在固定杆上的钢丝绳，松动钢丝绳，弹

簧带动连接杆向左移动，连接杆带动第一电机向左移动，第一电机带动第二转杆向左移动，

使第二转杆带动烧烤架向左移动出来，然后向后转动后侧的烧烤架，将食物放置到前侧的

烧烤架的上侧，放置完成后向前转动后侧的烧烤架，使前后两侧的烧烤架将食物夹住，然后

通过拉动钢丝绳，钢丝绳带动连接杆向右移动，连接杆带动第一电机向右移动，第一电机带

动第二转杆向右移动，第二转杆带动烧烤架向右移动，使烧烤架的右侧卡入卡块，然后将钢

丝绳缠绕在固定杆上固定，再开启烘烤灯，启动第一电机，第一电机带动第二转杆顺时针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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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第二转杆带动烧烤架顺时针转动，烧烤架带动食物顺时针转动通过烘烤灯对食物进行

烘烤，能够将食物均匀的进行烘烤，使食物更好吃。

[0021] 因为还包括有旋转叶片和铁丝网罩，烘烤箱的右侧均匀开有第一通孔，第一转杆

穿过第一轴承座，第一转杆的右侧连接有旋转叶片，烘烤箱的右侧连接有铁丝网罩，铁丝网

罩位于旋转叶片的外侧，当需要进行户外烧烤时，使用者通过启动第一电机，第一电机带动

烧烤架顺时针转动，烧烤架带动卡块顺时针转动，卡块带动第一转杆顺时针转动，第一转杆

带动旋转叶片顺时针转动将烘烤产生的烟排出，并且有铁丝网罩能够防止不小心直接触碰

到旋转叶片造成伤害，提高了装置的实用性。

[0022] 因为还包括有螺栓和第一把手，卡块与烧烤架的右侧均开有第一螺纹孔，第一螺

纹孔上通过螺纹连接的方式连接有螺栓，螺栓穿过第一螺纹孔，螺栓与第一螺纹孔配合，烘

烤箱的顶部与烘烤箱的下侧通过转动式连接，烘烤箱的顶部左侧连接有第一把手，当需要

进行户外烧烤时，使用者通过向上拉动第一把手，第一把手带动烘烤箱的顶部转动打开，然

后将螺栓从第一螺纹孔中旋转出来，然后将烧烤架向左移动出来，将食物放置到烧烤架上

后，将烧烤架向右移动，使烧烤架的右侧卡入卡块，然后将螺栓旋入第一螺纹孔中固定，再

向左转动第一把手，第一把手带动烘烤箱的顶部向左转动复位，然后打开烘烤灯，启动第一

电机对食物转动式进行烘烤即可，这样更好的固定烧烤架，使装置更稳定。

[0023] 因为还包括有第二轴承座、第三转杆、摩擦块、支杆、转板和橡胶块，小车的左侧安

装有第二轴承座，第二轴承座上连接有第三转杆，第三转杆的下侧开有第二通孔，第三转杆

的底部连接有摩擦块，小车的底部左侧连接有支杆，支杆的左侧转动式连接有转板，转板的

右侧连接有橡胶块，橡胶块与第二通孔配合，当需要进行户外烧烤时，使用者通过小车将装

置移动到合适的位置后，向下转动第三转杆，第三转杆带动摩擦块向下转动，使摩擦块与地

面接触，然后向左转动转板，转板带动橡胶块向左转动，使橡胶块卡入第二通孔中固定，需

要移动装置时，向右转动转板，转板带动橡胶块向右转动，使橡胶块从第二通孔中移动出

来，然后向上转动第三转杆，第三转杆带动摩擦块向上转动，使摩擦块不与地面接触，就能

移动装置了，能够将装置进行固定，能够防止装置因为外力作用移动。

[0024] 因为还包括有第一安装块、第二安装块、第三轴承座、第四转杆、放置框和第二把

手，小车的顶部左侧连接有第一安装块，第一安装块上开有第二螺纹孔，第二螺纹孔上通过

螺纹连接的方式连接有第二安装块，第二安装块的下侧外表面设有与第二螺纹孔配合的外

螺纹，第二安装块穿过第二螺纹孔，第二安装块与第二螺纹孔配合，第二安装块的顶部安装

有第三轴承座，第三轴承座上连接有第四转杆，第四转杆的右侧上部连接有放置框，第四转

杆的左侧上部连接有第二把手，当需要进行户外烧烤时，使用者通过将装置移动到合适的

位置后，将第二安装块移动到第一安装块的上方，然后转动第二安装块，使第二安装块旋入

第二螺纹孔中固定，能够方便的安装上放置框，然后通过转动第二把手，第二把手带动第四

转杆转动，第四转杆带动放置框转动，将放置框转动到合适的位置后停止转动第二把手，可

以方便的放置烧烤用具，当不使用装置时，可以转动第二安装块，使第二安装块从第二螺纹

孔中移动出来，能够方便的将放置框取下放置，减少装置的占用空间。

[0025] 因为小车的材质为不锈钢，不锈钢耐腐蚀性和耐酸性强，可延长装置的使用寿命。

[0026] 因为烘烤箱的材质为Q235钢，Q235钢硬度高，不容易变形，使装置的使用寿命更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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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因为第一电机为伺服电机，抗过载能力强，高速性能好，能精准控制其转速。

[0028] （3）有益效果

[0029] 本发明首先设置有移动机构，达到了通过移动机构带动转动机构向左移动出来，

然后将需要烤制的食物放置到转动机构的效果，并且设置有转动机构，能够使食物转动式

的进行烘烤，并且设置有旋转叶片和铁丝网罩，能够将烘烤产生的油烟排出去，并且设置有

螺栓和第一把手，能够稳定的将烧烤架进行固定，并且设置有第二轴承座、第三转杆和摩擦

块，能够有效的将装置固定，并且设置有第一安装块、第四转杆和放置框，能够方便的放置

烧烤用具。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本发明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31] 图2为本发明移动机构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32] 图3为本发明转动机构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33] 图4为本发明第二转杆和烧烤架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34] 图5为本发明烘烤箱、烘烤灯和第一电机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35] 图6为本发明烘烤箱、烘烤灯和烧烤架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36] 图7为本发明第二轴承座、第三转杆和摩擦块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37] 图8为本发明第二安装块、第四转杆和放置框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38] 附图中的标记为：1-小车，2-移动机构，201-滑轨，202-滑块，203-连接杆，204-弹

簧，205-钢丝绳，206-固定杆，3-烘烤箱，4-烘烤灯，5-转动机构，51-第一轴承座，52-第一转

杆，53-卡块，54-第一电机，55-第二转杆，56-烧烤架，6-第一通孔，7-旋转叶片，8-铁丝网

罩，9-第一螺纹孔，10-螺栓，11-第一把手，12-第二轴承座，13-第三转杆，14-第二通孔，15-

摩擦块，16-支杆，17-转板，18-橡胶块，19-第一安装块，20-第二螺纹孔，21-第二安装块，

22-第三轴承座，23-第四转杆，24-放置框，25-第二把手。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40] 实施例1

[0041] 一种餐饮用方便移动式烧烤炉，如图1-8所示，包括有小车1、移动机构2、烘烤箱3、

烘烤灯4和转动机构5，小车1的上侧连接有移动机构2，小车1的顶部右侧连接有烘烤箱3，烘

烤箱3内上下两侧均连接有烘烤灯4，烘烤箱3上连接有转动机构5，转动机构5与移动机构2

连接。

[0042] 实施例2

[0043] 一种餐饮用方便移动式烧烤炉，如图1-8所示，包括有小车1、移动机构2、烘烤箱3、

烘烤灯4和转动机构5，小车1的上侧连接有移动机构2，小车1的顶部右侧连接有烘烤箱3，烘

烤箱3内上下两侧均连接有烘烤灯4，烘烤箱3上连接有转动机构5，转动机构5与移动机构2

连接。

[0044] 移动机构2包括有滑轨201、滑块202、连接杆203、弹簧204、钢丝绳205和固定杆

206，小车1的上部左侧连接有滑轨201，滑轨201上滑动式连接有滑块202，滑轨201与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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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配合，滑块202的顶部连接有连接杆203，连接杆203与转动机构5连接，滑块202的右侧上

部与滑轨201的最右侧之间连接有弹簧204，弹簧204处于压缩状态，滑块202的右侧下部连

接有钢丝绳205，小车1的右侧连接有固定杆206，钢丝绳205的右端缠绕在固定杆206上。

[0045] 实施例3

[0046] 一种餐饮用方便移动式烧烤炉，如图1-8所示，包括有小车1、移动机构2、烘烤箱3、

烘烤灯4和转动机构5，小车1的上侧连接有移动机构2，小车1的顶部右侧连接有烘烤箱3，烘

烤箱3内上下两侧均连接有烘烤灯4，烘烤箱3上连接有转动机构5，转动机构5与移动机构2

连接。

[0047] 移动机构2包括有滑轨201、滑块202、连接杆203、弹簧204、钢丝绳205和固定杆

206，小车1的上部左侧连接有滑轨201，滑轨201上滑动式连接有滑块202，滑轨201与滑块

202配合，滑块202的顶部连接有连接杆203，连接杆203与转动机构5连接，滑块202的右侧上

部与滑轨201的最右侧之间连接有弹簧204，弹簧204处于压缩状态，滑块202的右侧下部连

接有钢丝绳205，小车1的右侧连接有固定杆206，钢丝绳205的右端缠绕在固定杆206上。

[0048] 转动机构5包括有第一轴承座51、第一转杆52、卡块53、第一电机54、第二转杆55和

烧烤架56，烘烤箱3的右侧中间安装有第一轴承座51，第一轴承座51上连接有第一转杆52，

第一转杆52的左侧连接有卡块53，连接杆203的顶部安装有第一电机54，第一电机54的输出

轴上连接有第二转杆55，第二转杆55的右侧连接有烧烤架56，烧烤架56的右侧卡入卡块53，

烧烤架56的前侧与后侧通过合页连接的方式连接。

[0049] 实施例4

[0050] 一种餐饮用方便移动式烧烤炉，如图1-8所示，包括有小车1、移动机构2、烘烤箱3、

烘烤灯4和转动机构5，小车1的上侧连接有移动机构2，小车1的顶部右侧连接有烘烤箱3，烘

烤箱3内上下两侧均连接有烘烤灯4，烘烤箱3上连接有转动机构5，转动机构5与移动机构2

连接。

[0051] 移动机构2包括有滑轨201、滑块202、连接杆203、弹簧204、钢丝绳205和固定杆

206，小车1的上部左侧连接有滑轨201，滑轨201上滑动式连接有滑块202，滑轨201与滑块

202配合，滑块202的顶部连接有连接杆203，连接杆203与转动机构5连接，滑块202的右侧上

部与滑轨201的最右侧之间连接有弹簧204，弹簧204处于压缩状态，滑块202的右侧下部连

接有钢丝绳205，小车1的右侧连接有固定杆206，钢丝绳205的右端缠绕在固定杆206上。

[0052] 转动机构5包括有第一轴承座51、第一转杆52、卡块53、第一电机54、第二转杆55和

烧烤架56，烘烤箱3的右侧中间安装有第一轴承座51，第一轴承座51上连接有第一转杆52，

第一转杆52的左侧连接有卡块53，连接杆203的顶部安装有第一电机54，第一电机54的输出

轴上连接有第二转杆55，第二转杆55的右侧连接有烧烤架56，烧烤架56的右侧卡入卡块53，

烧烤架56的前侧与后侧通过合页连接的方式连接。

[0053] 还包括有旋转叶片7和铁丝网罩8，烘烤箱3的右侧均匀开有第一通孔6，第一转杆

52穿过第一轴承座51，第一转杆52的右侧连接有旋转叶片7，烘烤箱3的右侧连接有铁丝网

罩8，铁丝网罩8位于旋转叶片7的外侧。

[0054] 还包括有螺栓10和第一把手11，卡块53与烧烤架56的右侧均开有第一螺纹孔9，第

一螺纹孔9上通过螺纹连接的方式连接有螺栓10，螺栓10穿过第一螺纹孔9，螺栓10与第一

螺纹孔9配合，烘烤箱3的顶部与烘烤箱3的下侧通过转动式连接，烘烤箱3的顶部左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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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第一把手11。

[0055] 还包括有第二轴承座12、第三转杆13、摩擦块15、支杆16、转板17和橡胶块18，小车

1的左侧安装有第二轴承座12，第二轴承座12上连接有第三转杆13，第三转杆13的下侧开有

第二通孔14，第三转杆13的底部连接有摩擦块15，小车1的底部左侧连接有支杆16，支杆16

的左侧转动式连接有转板17，转板17的右侧连接有橡胶块18，橡胶块18与第二通孔14配合。

[0056] 还包括有第一安装块19、第二安装块21、第三轴承座22、第四转杆23、放置框24和

第二把手25，小车1的顶部左侧连接有第一安装块19，第一安装块19上开有第二螺纹孔20，

第二螺纹孔20上通过螺纹连接的方式连接有第二安装块21，第二安装块21的下侧外表面设

有与第二螺纹孔20配合的外螺纹，第二安装块21穿过第二螺纹孔20，第二安装块21与第二

螺纹孔20配合，第二安装块21的顶部安装有第三轴承座22，第三轴承座22上连接有第四转

杆23，第四转杆23的右侧上部连接有放置框24，第四转杆23的左侧上部连接有第二把手25。

[0057] 小车1的材质为不锈钢。

[0058] 烘烤箱3的材质为Q235钢。

[0059] 第一电机54为伺服电机。

[0060] 工作原理：当需要进行户外烧烤时，使用者可以通过小车1将装置移动到合适的位

置，然后通过移动机构2带动转动机构5向左移动出来，然后将需要烤制的食物放置到转动

机构5上，然后通过移动机构2带动转动机构5向右移动到烘烤箱3内，然后打开烘烤灯4，通

过转动机构5带动食物转动进行烘烤，能够使食物均匀的烤熟。

[0061] 因为移动机构2包括有滑轨201、滑块202、连接杆203、弹簧204、钢丝绳205和固定

杆206，小车1的上部左侧连接有滑轨201，滑轨201上滑动式连接有滑块202，滑轨201与滑块

202配合，滑块202的顶部连接有连接杆203，连接杆203与转动机构5连接，滑块202的右侧上

部与滑轨201的最右侧之间连接有弹簧204，弹簧204处于压缩状态，滑块202的右侧下部连

接有钢丝绳205，小车1的右侧连接有固定杆206，钢丝绳205的右端缠绕在固定杆206上，当

需要进行户外烧烤时，使用者通过解下缠绕在固定杆206上的钢丝绳205，松动钢丝绳205，

弹簧204带动滑块202向左移动，滑块202带动连接杆203向左移动，连接杆203带动转动机构

5向左移动出来，然后将需要烤制的食物放置到转动机构5上，然后拉动钢丝绳205，钢丝绳

205带动滑块202向右移动，滑块202使弹簧204处于压缩状态，滑块202带动连接杆203向右

移动，连接杆203带动转动机构5向右移动到烘烤箱3内，然后将钢丝绳205缠绕到固定杆206

上固定即可，能够方便的将食物移动到烘烤箱3进行烘烤。

[0062] 因为转动机构5包括有第一轴承座51、第一转杆52、卡块53、第一电机54、第二转杆

55和烧烤架56，烘烤箱3的右侧中间安装有第一轴承座51，第一轴承座51上连接有第一转杆

52，第一转杆52的左侧连接有卡块53，连接杆203的顶部安装有第一电机54，第一电机54的

输出轴上连接有第二转杆55，第二转杆55的右侧连接有烧烤架56，烧烤架56的右侧卡入卡

块53，烧烤架56的前侧与后侧通过合页连接的方式连接，当需要进行户外烧烤时，使用者通

过解下缠绕在固定杆206上的钢丝绳205，松动钢丝绳205，弹簧204带动连接杆203向左移

动，连接杆203带动第一电机54向左移动，第一电机54带动第二转杆55向左移动，使第二转

杆55带动烧烤架56向左移动出来，然后向后转动后侧的烧烤架56，将食物放置到前侧的烧

烤架56的上侧，放置完成后向前转动后侧的烧烤架56，使前后两侧的烧烤架56将食物夹住，

然后通过拉动钢丝绳205，钢丝绳205带动连接杆203向右移动，连接杆203带动第一电机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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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右移动，第一电机54带动第二转杆55向右移动，第二转杆55带动烧烤架56向右移动，使烧

烤架56的右侧卡入卡块53，然后将钢丝绳205缠绕在固定杆206上固定，再开启烘烤灯4，启

动第一电机54，第一电机54带动第二转杆55顺时针转动，第二转杆55带动烧烤架56顺时针

转动，烧烤架56带动食物顺时针转动通过烘烤灯4对食物进行烘烤，能够将食物均匀的进行

烘烤，使食物更好吃。

[0063] 因为还包括有旋转叶片7和铁丝网罩8，烘烤箱3的右侧均匀开有第一通孔6，第一

转杆52穿过第一轴承座51，第一转杆52的右侧连接有旋转叶片7，烘烤箱3的右侧连接有铁

丝网罩8，铁丝网罩8位于旋转叶片7的外侧，当需要进行户外烧烤时，使用者通过启动第一

电机54，第一电机54带动烧烤架56顺时针转动，烧烤架56带动卡块53顺时针转动，卡块53带

动第一转杆52顺时针转动，第一转杆52带动旋转叶片7顺时针转动将烘烤产生的烟排出，并

且有铁丝网罩8能够防止不小心直接触碰到旋转叶片7造成伤害，提高了装置的实用性。

[0064] 因为还包括有螺栓10和第一把手11，卡块53与烧烤架56的右侧均开有第一螺纹孔

9，第一螺纹孔9上通过螺纹连接的方式连接有螺栓10，螺栓10穿过第一螺纹孔9，螺栓10与

第一螺纹孔9配合，烘烤箱3的顶部与烘烤箱3的下侧通过转动式连接，烘烤箱3的顶部左侧

连接有第一把手11，当需要进行户外烧烤时，使用者通过向上拉动第一把手11，第一把手11

带动烘烤箱3的顶部转动打开，然后将螺栓10从第一螺纹孔9中旋转出来，然后将烧烤架56

向左移动出来，将食物放置到烧烤架56上后，将烧烤架56向右移动，使烧烤架56的右侧卡入

卡块53，然后将螺栓10旋入第一螺纹孔9中固定，再向左转动第一把手11，第一把手11带动

烘烤箱3的顶部向左转动复位，然后打开烘烤灯4，启动第一电机54对食物转动式进行烘烤

即可，这样更好的固定烧烤架56，使装置更稳定。

[0065] 因为还包括有第二轴承座12、第三转杆13、摩擦块15、支杆16、转板17和橡胶块18，

小车1的左侧安装有第二轴承座12，第二轴承座12上连接有第三转杆13，第三转杆13的下侧

开有第二通孔14，第三转杆13的底部连接有摩擦块15，小车1的底部左侧连接有支杆16，支

杆16的左侧转动式连接有转板17，转板17的右侧连接有橡胶块18，橡胶块18与第二通孔14

配合，当需要进行户外烧烤时，使用者通过小车1将装置移动到合适的位置后，向下转动第

三转杆13，第三转杆13带动摩擦块15向下转动，使摩擦块15与地面接触，然后向左转动转板

17，转板17带动橡胶块18向左转动，使橡胶块18卡入第二通孔14中固定，需要移动装置时，

向右转动转板17，转板17带动橡胶块18向右转动，使橡胶块18从第二通孔14中移动出来，然

后向上转动第三转杆13，第三转杆13带动摩擦块15向上转动，使摩擦块15不与地面接触，就

能移动装置了，能够将装置进行固定，能够防止装置因为外力作用移动。

[0066] 因为还包括有第一安装块19、第二安装块21、第三轴承座22、第四转杆23、放置框

24和第二把手25，小车1的顶部左侧连接有第一安装块19，第一安装块19上开有第二螺纹孔

20，第二螺纹孔20上通过螺纹连接的方式连接有第二安装块21，第二安装块21的下侧外表

面设有与第二螺纹孔20配合的外螺纹，第二安装块21穿过第二螺纹孔20，第二安装块21与

第二螺纹孔20配合，第二安装块21的顶部安装有第三轴承座22，第三轴承座22上连接有第

四转杆23，第四转杆23的右侧上部连接有放置框24，第四转杆23的左侧上部连接有第二把

手25，当需要进行户外烧烤时，使用者通过将装置移动到合适的位置后，将第二安装块21移

动到第一安装块19的上方，然后转动第二安装块21，使第二安装块21旋入第二螺纹孔20中

固定，能够方便的安装上放置框24，然后通过转动第二把手25，第二把手25带动第四转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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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动，第四转杆23带动放置框24转动，将放置框24转动到合适的位置后停止转动第二把手

25，可以方便的放置烧烤用具，当不使用装置时，可以转动第二安装块21，使第二安装块21

从第二螺纹孔20中移动出来，能够方便的将放置框24取下放置，减少装置的占用空间。

[0067] 因为小车1的材质为不锈钢，不锈钢耐腐蚀性和耐酸性强，可延长装置的使用寿

命。

[0068] 因为烘烤箱3的材质为Q235钢，Q235钢硬度高，不容易变形，使装置的使用寿命更

长。

[0069] 因为第一电机54为伺服电机，抗过载能力强，高速性能好，能精准控制其转速。

[0070]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改进及替代，这些都属于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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