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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孔雀蛋蛋挞原料混合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适用于本实用新型属于物料混

合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孔雀蛋蛋挞原料混合

装置，包括安装主体，所述装置包括：驱动机构，

所述驱动机构与安装主体连接，用于驱动装置整

体运行；搅拌机构，所述搅拌机构与驱动机构输

入端连接，用于搅拌投入设备的原料，使其充分

混合；容纳机构，所述容纳机构与安装主体连接，

用于盛放原料及与搅拌机构配合完成搅拌动作。

从而达到降低劳动强度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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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孔雀蛋蛋挞原料混合装置，包括安装主体，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包括：

驱动机构，所述驱动机构与安装主体连接，用于驱动装置整体运行；

搅拌机构，所述搅拌机构与驱动机构输入端连接，用于搅拌投入设备的原料，使其充分

混合；

容纳机构，所述容纳机构与安装主体连接，用于盛放原料及与搅拌机构配合完成搅拌

动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孔雀蛋蛋挞原料混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机构包

括：

竖向搅拌结构，所述竖向搅拌结构与驱动机构输出端相连，用于搅拌原料的同时将底

部原料运输至顶部；

横向搅拌结构，所述横向搅拌结构与驱动机构相应输出端连接，用于搅拌容器内部的

原料。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孔雀蛋蛋挞原料混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容纳机构包

括：

原料盛放结构，所述原料盛放结构与安装主体固定连接，用于盛放原料及配合横向搅

拌结构完成底部原料的搅拌；

原料输出结构，所述原料输出结构设置在原料盛放结构的底部，用于原料搅拌完成时

原料的输出。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孔雀蛋蛋挞原料混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机构包

括：

动力产生结构，所述动力产生结构固定于安装主体上，用于产生动力，驱动装置的运

作；

动力传输结构，所述动力传输结构设置在动力产生结构与横向搅拌结构和竖向搅拌结

构之间，用于将动力传输结构产生的动力分别传输给横向搅拌结构与竖向搅拌结构的输入

端，以驱动其完成搅拌动作。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孔雀蛋蛋挞原料混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力传输结

构包括：

主动旋转组件，所述主动旋转组件设置在动力产生结构与竖向搅拌结构之间，用于驱

动竖向搅拌结构旋转；

从动旋转组件，所述从动旋转组件设置在动力产生结构与横向搅拌结构之间，用于将

动力从主动旋转组件传输至横向搅拌结构以驱动其转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孔雀蛋蛋挞原料混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力产生结

构输出端与竖向搅拌结构之间及从动旋转组件与横向搅拌结构之间均通过螺纹连接，且旋

向相反。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孔雀蛋蛋挞原料混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原料输出结

构设置在原料容器底部，用于配合竖向搅拌结构加快原料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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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孔雀蛋蛋挞原料混合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物料混合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孔雀蛋蛋挞原料混合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蛋挞是一种西式甜点，“挞”是英文“tart”的音译，意为馅料外露的馅饼；它是以蛋

浆为馅料的“tart”。做法是把饼皮放进小圆盆状饼模（蛋挞杯）中，再倒入由砂糖及蛋混合

而成的蛋浆，然后放入烤炉（箱）中；在200℃-210℃的温度下，烤焙25分钟左右。烤出的蛋挞

外层为松脆的挞皮，内层为香甜的黄色凝固蛋浆。这种食品香甜醇厚，松软可口，营养丰富，

深得现代年轻人的喜爱。其中所用的蛋液通常是用鸡蛋制作而成，而孔雀蛋相对于鸡蛋具

有脂肪含量极低，蛋白质含量高，且含有较高的含硒量等优点。因此，使用孔雀蛋制作蛋挞，

将进一步提高蛋挞的受欢迎程度。

[0003] 孔雀蛋个体较大，适合用于批量制作孔雀蛋蛋挞，同时需要混合的原料也相应变

多，因此手动搅拌混合无疑是制约生产加工效率的瓶颈。市场上存在的搅拌装置多是采用

搅拌桨搅拌，因此存在位于非搅拌桨接触区域内的原料混合不均匀以及搅拌装置不可拆

卸，不利于清洗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液体搅拌装置，旨在解决物料在搅拌过程

中混合不充分，设备不易拆解清洗的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孔雀蛋蛋挞原料混合装置，包括安装主体，

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包括：

[0006] 驱动机构，所述驱动机构与安装主体连接，用于驱动装置整体运行；

[0007] 搅拌机构，所述搅拌机构与驱动机构输入端连接，用于搅拌投入设备的原料，使其

充分混合；

[0008] 容纳机构，所述容纳机构与安装主体连接，用于盛放原料及与搅拌机构配合完成

搅拌动作。

[0009]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另一目的在于，所述搅拌机构包括：

[0010] 竖向搅拌结构，所述竖向搅拌结构与驱动机构输出端相连，用于搅拌原料的同时

将底部原料运输至顶部；

[0011] 横向搅拌结构，所述横向搅拌结构与驱动机构相应输出端连接，用于搅拌容器内

部的原料。

[0012]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另一目的在于，所述容纳机构包括：

[0013] 原料盛放结构，所述原料盛放结构与安装主体固定连接，用于盛放原料及配合横

向搅拌结构完成底部原料的搅拌；

[0014] 原料输出结构，所述原料输出结构设置在原料盛放结构的底部，用于原料搅拌完

成时原料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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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另一目的在于，所述驱动机构包括：

[0016] 动力产生结构，所述动力产生结构固定于安装主体上，用于产生动力，驱动装置的

运作；

[0017] 动力传输结构，所述动力传输结构设置在动力产生结构与横向搅拌结构和竖向搅

拌结构之间，用于将动力传输结构产生的动力分别传输给横向搅拌结构与竖向搅拌结构的

输入端，以驱动其完成搅拌动作。

[0018]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另一目的在于，所述动力传输结构包括：

[0019] 主动旋转组件，所述主动旋转组件设置在动力产生结构与竖向搅拌结构之间，用

于驱动竖向搅拌结构旋转；

[0020] 从动旋转组件，所述从动旋转组件设置在动力产生结构与横向搅拌结构之间，用

于将动力从主动旋转组件传输至横向搅拌结构以驱动其转动。

[0021]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另一目的在于，所述动力产生结构输出端与竖向搅拌结构之

间及从动旋转组件与横向搅拌结构之间均通过螺纹连接，且旋向相反。

[0022]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另一目的在于，所述原料输出结构设置在原料容器底部，用

于配合竖向搅拌结构加快原料的输出。

[0023]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液体混合搅拌装置，本装置通过安装主体支撑，搅

拌结构在驱动机构的驱动下，实现自身的转动，并带动原料混合，从而完成原料的混合，当

混合完成后，原料通过容纳机构输出。从而达到降低劳动强度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液体混合搅拌装置的立体结构图；

[0025]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传动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为本使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容纳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7] 附图中：1、原料桶；2、绞龙；3、从动轴；4、主动齿轮；5、从动齿轮；6、电机；7、搅拌

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

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

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9]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现进行详细描述。

[0030] 如图1所示，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孔雀蛋蛋挞原料混合装置，包

括安装主体，所述装置包括：

[0031] 驱动机构，所述驱动机构与安装主体连接，用于驱动装置整体运行；

[0032] 搅拌机构，所述搅拌机构与驱动机构输入端连接，用于搅拌投入设备的原料，使其

充分混合；

[0033] 容纳机构，所述容纳机构与安装主体连接，用于盛放原料及与搅拌机构配合完成

搅拌动作。

[0034]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驱动机构连接在安装主体上，且其输出端与搅拌机构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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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端连接，当驱动机构产生顺时针驱动力时，搅拌机构配合容纳机构完成搅拌；当驱动机构

产生逆时针驱动力时，搅拌机构配合容纳机构完成输出。

[0035] 如图1所示，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实施例，优选的，所述搅拌机构包括：

[0036] 竖向搅拌结构，所述竖向搅拌结构与驱动机构输出端相连，用于搅拌原料的同时

将底部原料运输至顶部；

[0037] 横向搅拌结构，所述横向搅拌结构与驱动机构相应输出端连接，用于搅拌容器内

部的原料。

[0038]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竖向搅拌结构可以使用竖向安装的绞龙2，其顺时针

转动时，位于原料桶1底部的原料将随之上升，以实现原料竖向运输混合的目的；所述横向

搅拌结构可以采用搅拌器7的形式，安装于从动轴3输出端，用于完成位于底部原料的搅拌；

二者配合，以实现全部原料的搅拌目的。

[0039] 如图1所示，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中，优选的，所述容纳机构包括：

[0040] 原料盛放结构，所述原料盛放结构与安装主体固定连接，用于盛放原料及配合横

向搅拌结构完成底部原料的搅拌；

[0041] 原料输出结构，所述原料输出结构设置在原料盛放结构的底部，用于原料搅拌完

成时原料的输出。

[0042]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原料盛放结构可以使用具有锥形底部的原料桶1，所

述原料输出结构可以使用设置在原料桶1底部的圆孔引流管道，原料桶1用于盛放原料及配

合绞龙2和搅拌器3完成搅拌。

[0043] 如图1和2所示，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中，优选的，所述驱动机构包括：

[0044] 动力产生结构，所述动力产生结构固定于安装主体上，用于产生动力，驱动装置的

运作；

[0045] 动力传输结构，所述动力传输结构设置在动力产生结构与横向搅拌结构和竖向搅

拌结构之间，用于将动力传输结构产生的动力分别传输给横向搅拌结构与竖向搅拌结构的

输入端，以驱动其完成搅拌动作。

[0046]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动力产生结构输出端与绞龙2连接，所述动力传输结

构采用一主多从的传动形式，用于完成从电机6到搅拌器7和绞龙2的多分支动力传输。

[0047] 如图1和2所示，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中，优选的，所述动力传输结构包括：

[0048] 主动旋转组件，所述主动旋转组件设置在动力产生结构与竖向搅拌结构之间，用

于驱动竖向搅拌结构旋转；

[0049] 从动旋转组件，所述从动旋转组件设置在动力产生结构与横向搅拌结构之间，用

于将动力从主动旋转组件传输至横向搅拌结构以驱动其转动。

[0050]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主动旋转组件及从动旋转组件均采用齿轮形式，其

中主动齿轮4与多个从动齿轮5同时啮合，用于分别带动搅拌器7和绞龙2以相反的方向旋

转。

[0051] 如图1所示，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中，优选的，所述动力产生结构输出端与

竖向搅拌结构之间通过螺纹连接，所述从动旋转组件与横向搅拌结构之间通过反向螺纹连

接，用于设备正转时横向搅拌结构与竖向搅拌结构的锁紧。

[0052]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动力产生结构使用可正反转的电机6，并通过电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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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端的左旋螺纹与绞龙2配合，从动旋转组件输出端通过右旋螺纹与搅拌器7配合，用于

电机6正转时搅拌器7和绞龙2的锁紧。

[0053] 如图1和3所示，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中，优选的，所述原料输出结构设置在

原料容器底部，用于设备反转时配合竖向搅拌结构完成原料的输出。

[0054]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原料盛放结构可以使用具有锥形底部的原料桶1，所

述原料输出结构可以使用设置在原料桶1底部的圆孔引流管道，通过绞龙2的反转产生向下

的压力及配合原料自身重力，完成原料的输出。

[0055]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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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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