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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发酵面团剪切装置，

包括机架、设于所述机架上的运输筒、设于所述

运输筒上的进料斗、设于所述运输筒内的运料

桨、用于驱动所述运料桨转动的运料电机、用于

挤出成型面团的挤出接口、用于剪切面团的切

刀、用于驱动所述切刀的剪切电机、用于输送面

团出料的运输带及用于面团裹上面粉的裹粉结

构，所述裹粉结构包括设于所述机架上的裹粉

舱、设于所述裹粉舱内的洒粉辊、设于所述洒粉

辊上的洒粉孔、用于驱动所述洒粉辊转动的洒粉

电机及用于将所述面粉输入所述洒粉辊内的进

粉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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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发酵面团剪切装置，包括机架(1)、设于所述机架(1)上的运输筒(11)、设于所述

运输筒(11)上的进料斗(12)、设于所述运输筒(11)内的运料桨、用于驱动所述运料桨转动

的运料电机(14)、用于挤出成型面团的挤出接口(15)、用于剪切面团的切刀(16)、用于驱动

所述切刀(16)的剪切电机(17)、用于输送面团出料的运输带(18)及用于面团裹上面粉的裹

粉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裹粉结构包括设于所述机架(1)上的裹粉舱(21)、设于所述裹粉

舱(21)内的洒粉辊(22)、设于所述洒粉辊(22)上的洒粉孔(23)、用于驱动所述洒粉辊(22)

转动的洒粉电机(24)及用于将所述面粉输入所述洒粉辊(22)内的进粉组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发酵面团剪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粉组件包括设于

所述洒粉辊(22)上的进粉管(25)、设于所述进粉管(25)上的进粉孔(26)、设于进粉管(25)

上的分料桨(27)、抽料机(28)及用于进粉管(25)与所述抽料机(28)连接的抽料管(29)。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发酵面团剪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料桨(27)上设有

刮粉板(271)，所述刮粉板上设有多个锥台(272)，所述锥台(272)上设有多个倒刺(27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发酵面团剪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裹粉结构还包括用

于裹粉舱(21)内的面粉与面团接触的振动组件，所述振动组件包括设于所述裹粉舱(21)内

的振动板(31)、设于所述振动板(31)上的第一振动弹簧(32)、设于所述振动板(31)上的第

二振动弹簧(33)、设于所述振动板(31)上的挡板(34)及用于减缓面粉落出的打击构件。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发酵面团剪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打击构件包括设于

所述裹粉舱(21)上的打击轮(41)、设于所述打击轮(41)上的打击凸台(42)、用于驱动所述

打击轮(41)转动的打击电机(43)及设于所述裹粉舱上的受击台(44)。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发酵面团剪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裹粉结构还包括用

于排列面团以均匀出料的排列组件，所述排列组件包括设于所述机架(1)上的缓冲盒(51)、

设于所述缓冲盒(51)上的排列电机(52)、设于所述排列电机(52)上的排列辊(53)、设于所

述排列辊(53)上的排列盒(55)及用于控制面团下落速度的伸缩件(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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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发酵面团剪切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面团加工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发酵面团剪切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窝窝头生产过程中，需要对发酵后的面团进行切块，而切块后的面团为了防止

再次粘连在一起，常常需要在面团表面裹上一些面粉，现有多为人工添加面粉，需要专人定

时进行添加泼洒添加，不仅耗费人力且不卫生，同时人工泼洒面粉很难均匀泼洒在面团上，

依旧容易出现面团粘结的情况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无需人工泼洒、保证切块后的面

团不粘连的发酵面团剪切装置。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发酵面团剪切装置，包括

机架、设于所述机架上的运输筒、设于所述运输筒上的进料斗、设于所述运输筒内的运料

桨、用于驱动所述运料桨转动的运料电机、用于挤出成型面团的挤出接口、用于剪切面团的

切刀、用于驱动所述切刀的剪切电机、用于输送面团出料的运输带及用于面团裹上面粉的

裹粉结构，所述裹粉结构包括设于所述机架上的裹粉舱、设于所述裹粉舱内的洒粉辊、设于

所述洒粉辊上的洒粉孔、用于驱动所述洒粉辊转动的洒粉电机及用于将所述面粉输入所述

洒粉辊内的进粉组件；通过裹粉结构的设置，可以随着面团经切刀剪切下落入所述裹粉舱

内，洒粉辊转动，面粉经洒粉孔均匀落出，面团上均匀的粘结上面粉，从而无需人工操作，有

效节约人力成本的同时，保证面团上可充分裹上适量的面粉，避免面团在后续运输生产中

粘结，以便于后续的正常加工生产。

[0005] 优选的，所述进粉组件包括设于所述洒粉辊上的进粉管、设于所述进粉管上的进

粉孔、设于进粉管上的分料桨、抽料机及用于进粉管与所述抽料机连接的抽料管；通过所述

进料组件的设置，随着抽料机经抽粉管将面粉抽入所述进粉管内，面粉经进粉孔落到所述

洒粉辊的内壁上，并随着所述洒粉辊的转动和所述分料桨的带动，面粉均匀分布于所述洒

粉辊内，从而进一步保证洒粉辊的撒料均匀，保证面团表面能充分裹上适量的面粉，避免面

团在后续运输生产中粘结，以便于后续的正常加工生产。

[0006] 优选的，所述分料桨上设有刮粉板，所述刮粉板上设有多个锥台，所述锥台上设有

多个倒刺，通过所述分料桨上的特殊结构的设置，随着所述洒粉辊的转动，所述刮粉板会刮

动面粉，使洒粉辊内面粉的堆积厚度保持在适当大小，并经分料桨的导向推动均匀分布于

洒料辊内，以进一步保证所述洒料辊的洒料均匀；同时，所述锥台和倒刺可插入到所述洒料

孔内，以疏通所述洒粉孔，避免洒粉孔堵塞，保证所述洒粉孔的正常出料。

[0007] 优选的，所述裹粉结构还包括用于裹粉舱内的面粉与面团接触的振动组件，所述

振动组件包括设于所述裹粉舱内的振动板、设于所述振动板上的第一振动弹簧、设于所述

振动板上的第二振动弹簧、设于所述振动板上的挡板及用于减缓面粉落出的打击构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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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所述振动组件的设置，随着面团下落到裹粉舱内时，会打击在所述振动板，并挤压所述第

一振动弹簧产生振动，同时振动板通过第二振动弹簧与所述裹粉舱侧壁弹性连接，进一步

加剧振动，以振起裹粉舱内的面粉，使面团与面粉进一步充分接触，从而保证面团表面能充

分裹上适量的面粉，避免面团在后续运输生产中粘结，以便于后续的正常加工生产；同时通

过挡板的设置，限制面粉落入到振动板与裹粉舱之间的间隙内，避免面粉的浪费。

[0008] 优选的，所述打击构件包括设于所述裹粉舱上的打击轮、设于所述打击轮上的打

击凸台、用于驱动所述打击轮转动的打击电机及设于所述裹粉舱上的受击台；通过所述打

击构件的设置，可以进一步打击振动裹粉舱以加剧面粉的扬起以保证面团与面粉充分接触

的同时，产生向上的冲击力，减缓面粉的下落，保证对面粉的使用效率，降低面团剪切的加

工成本。

[0009] 优选的，所述裹粉结构还包括用于排列面团以均匀出料的排列组件，所述排列组

件包括设于所述机架上的缓冲盒、设于所述缓冲盒上的排列电机、设于所述排列电机上的

排列辊、设于所述排列辊上的排列盒及用于控制面团下落速度的伸缩件；通过所述排列组

件的设置，根据不同面团的大小，伸缩件调节所述裹料舱的倾斜角度以调节面团的下落速

度后，随着面团从所述裹料舱内落出并落至所述排列盒上，排列盒在所述排列电机的驱动

下以一定速度转动，从而面团下落到所述排列盒上时与清理盒趋于相对静止，从而避免面

团随意弹射；同时面粉落至排列盒上，随着清理盒的翻转，面团会滑落至清理盒的一侧侧壁

边排列成一列，并与面粉进一步接触后落至缓冲盒上，并经后一个排列盒背面的推动后，面

团落至运输带上输送至后一工位进行加工，从而实现对面团进一步裹粉的同时，对面团进

行排列排列和均匀出料，以便于后续的正常加工生产。

[0010]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优点：通过裹粉结构的设置，无需人工操作，有效

节约人力成本的同时，保证面团上可充分裹上适量的面粉，避免面团在后续运输生产中粘

结，以便于后续的正常加工生产。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剖视示意图。

[0013] 图3为图2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0014] 图4为图2中B处的局部放大图。

[0015] 图5为图2中C处的局部放大图。

[0016] 图6为裹粉舱的剖视示意图。

[0017] 图7为分料桨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如图1‑7所示，一种发酵面团剪切装置，包括机架1、运输筒11、进料斗12、运料桨、

运料电机14、挤出接口15、切刀16、剪切电机  17、运输带18及裹粉结构，所述运输筒11固定

安装于所述机架1上，所述进料斗12固定安装于所述运输筒11上；所述运输桨为螺旋桨，且

其转动设置于所述运输筒11内；所述运输电机固定安装于所述机架1上，以用于驱动所述运

料桨转动；所述挤出接口15开设于所述运输筒11上，其为现有技术，可通过产品的不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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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更换不同的挤出接头；所述剪切电机17固定安装于所述机架1上，所述剪切电机17的伸

出轴上固定安装有所述切刀16；所述运输带18安装于所述机架1上且位于所述运输筒11上

靠近所述挤出接口15的一侧。

[0019] 具体的，所述裹粉结构包括裹粉舱21、洒粉辊22、洒粉孔23、洒粉电机24、进粉组

件、振动组件及排列组件；所述裹粉舱21可转动的连接于所述机架1上且倾斜设置于所述运

输筒11与所述运输带  18之间；所述洒粉辊22转动连接于所述裹粉舱21内，所述洒粉辊  22

的侧壁上沿其周向均匀开设有多列洒粉孔23；所述洒粉电机24固定安装于所述裹粉舱21的

外壁上以用于驱动所述洒粉辊22转动。

[0020] 进一步的，所述进粉组件包括进粉管25、进粉孔26、分料桨27、抽料机28及抽料管

29；所述进粉管25固定安装于所述裹粉舱21内且位于所述洒粉辊22内；所述进粉管25上沿

其轴向开设有进粉孔  26，所述进粉孔26为绕所述进粉管25侧壁螺旋设置的异形长孔；所述

进粉管25上固定安装有所述分料桨27，所述分料桨27也呈螺旋设置，所述分料桨27远离洒

粉辊22的侧沿上固接有刮粉板271，所述刮粉板上固接有多个锥台272，所述锥台272上沿自

身侧壁的环向间隔固接多个倒刺273；所述抽料机28为现有技术，包括常用的旋转气泵，以

用于将面粉抽入所述进粉管25内；所述抽料管29一端连接于所述抽料机28上，一端连接于

所述进粉管25上。

[0021] 进一步的，所述振动组件包括振动板31、第一振动弹簧32、第二振动弹簧33、挡板

34及打击构件；所述振动板31活动设置于所述裹粉舱21内；所述第一振动弹簧32固定安装

于所述裹粉舱21的内底面上且沿所述裹粉舱21的长度方向上均设有多个，所述第一振动弹

簧32的一端固接于所述振动板31的底部，一端固接于所述裹粉舱21的内底面上；所述第二

振动弹簧33固接于所述活动舱的两侧侧壁上且所述振动板31的侧壁间隔设置有多个，所述

第二振动弹簧33  一端固接于所述振动板31的侧壁上，一端固接于所述裹粉舱21的侧壁上；

所述挡板34固接于所述振动板31上且位于所述第二振动弹簧  33上方，其一端固接于所述

振动板31的侧壁上，一端固接于所述裹粉舱21的侧壁上，所述挡板34可为弹性材质的弧形

板或伸缩套板。

[0022] 进一步的，所述打击构件包括打击轮41、打击凸台42、打击电机43及受击台44；所

述打击轮41设于所述裹粉舱21的下方，其上沿周向均匀固接有多个打击凸台42；所述打击

电机43固定安装于所述裹粉舱21的底部，以用于驱动所述打击轮41转动；所述受击台  44固

定安装于所述裹粉舱21的底部侧壁上，其离所述裹粉舱21侧壁的高度沿运输筒11指向所述

运输带18上逐渐减小，所述受击台  44与所述打击凸台42可干涉并撞击接触。

[0023] 进一步的，所述裹粉结构还包括用于排列面团以均匀出料的排列组件，所述排列

组件包括缓冲盒51、排列电机52、排列辊53、排列盒55及伸缩件54；所述缓冲盒51一端转动

连接于所述裹粉舱21上，一端转动连接于所述机架1上，所述缓冲盒51位于所述裹粉舱21与

所述运输带18之间，且所述缓冲盒51上固定安装有防漏板，所述防漏板为风琴状的伸缩套

板，其一端固接于所述裹粉舱21上，以用于限制面粉漏出；所述排列电机52固定安装于所述

缓冲盒51的侧壁上；所述排列辊53固定安装于所述排列电机52的活动轴上；所述排列盒  55

固定安装于所述排列辊53上且沿所述排列辊53的周向均设有多个；所述伸缩件54一端铰接

于所述机架1上，一端铰接于所述缓冲盒51的底部，所述伸缩件54可为气缸。

[0024] 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过程如下：将揉制以后的大面团放入进料斗12内，随着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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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桨的挤压传送从所述挤出接口15处挤出，剪切电机17驱动所述切刀16旋转将面团切下，

面团进入到裹料舱内于其内的面粉接触；同时，随着抽料机28经抽粉管将面粉抽入所述进

粉管  25内，面粉经进粉孔26落到所述洒粉辊22的内壁上，并随着所述洒粉辊22的转动和所

述分料桨27的带动，面粉均匀分布于所述洒粉辊22内，洒粉辊22转动，面粉经洒粉孔23均匀

落至面团上，同时面团下落到振动板31上，振动板31振起其上的面粉，使面团与面粉进一步

充分接触；接着，面团从所述裹料舱内落出并落至所述排列盒  55上，排列盒55在所述排列

电机52的驱动下以一定速度转动，面团下落到所述排列盒55上时与清理盒趋于相对静止，

避免面团随意弹射；同时，面粉落至排列盒55上，随着清理盒的翻转，面团会滑落至清理盒

的一侧排列呈一列，并与面粉进一步接触后落至缓冲盒  51上，并经后一个排列盒55背面的

推动后，面团落至运输带18上输送至后一工位进行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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