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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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195286.X

(22)申请日 2021.10.1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3635595 A

(43)申请公布日 2021.11.12

(73)专利权人 锦岸机械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地址 226000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锡通科

技产业园竹松路19号

(72)发明人 王纯文　刘兆忠　王致根　

(74)专利代理机构 合肥国晟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4204

代理人 王少勇

(51)Int.Cl.

B30B 15/32(2006.01)

A23P 30/10(2016.01)

A23L 27/00(2016.01)

(56)对比文件

CN 211323023 U,2020.08.25

CN 110510377 A,2019.11.29

CN 105996097 A,2016.10.12

CN 113335675 A,2021.09.03

CN 210642399 U,2020.06.02

CN 112931910 A,2021.06.11

CN 111439562 A,2020.07.24

CN 103652724 A,2014.03.26

CN 210054523 U,2020.02.14

审查员 王永真

 

(54)发明名称

一种火锅底料加工生产用凝固按压脱模机

构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火锅底料生产加工技术领域，且

公开了一种火锅底料加工生产用凝固按压脱模

机构，包括支撑架、翻转机构、脱模机构和输料

机，所述翻转机构和脱模机构分别连接在支撑架

的内腔，所述翻转机构位于脱模机构的左侧，所

述输料机位于支撑架的底部，当电动伸缩杆推动

连杆向右进行移动时，通过挡杆移动带动模具向

右移动，从而使模具脱离放置槽从倾斜板处滑出

放置槽内，第一翻转架和第二翻转架位置互换，

从而使第一翻转架和第二翻转架可以进行往复

工作，本发明可以实现自动脱模，可以自动把模

具输送至放置槽外，增加脱模效率，节约大量的

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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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火锅底料加工生产用凝固按压脱模机构，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撑架（1）、翻转机

构、脱模机构和输料机（4），所述翻转机构和脱模机构分别连接在支撑架（1）的内腔，所述翻

转机构位于脱模机构的左侧，所述输料机（4）位于支撑架（1）的底部，所述支撑架（1）上设置

有支撑框（2）；

所述脱模机构包括固定架（3），所述固定架（3）的顶部设置有第一气缸（31），所述固定

架（3）的顶部设置有导向杆（32），所述固定架（3）的底部设置有第三气缸（33），所述第三气

缸（33）的底部设置有脱模板（34），所述支撑框（2）的顶部设置有放置槽（35），所述导向杆

（32）上设置有安装板（3211），所述导向杆（32）远离第一气缸（31）的一端设置有限位板

（321），所述安装板（3211）的底部设置有第二气缸（322），所述第二气缸（322）的输出端安装

有连接头（323），所述连接头（323）的底部设置有拉杆（324），所述拉杆（324）远离连接头

（323）的一端连接有挡杆（325），所述固定架（3）外侧壁连接有连杆（101），所述连杆（101）的

外侧壁设置有第一滑块（102），所述支撑架（1）上设置有滑板（103），所述第一滑块（102）滑

动连在滑板（103）上，所述连杆（101）的另一端与翻转机构相连;

所述翻转机构包括支撑框（2），所述支撑框（2）的外侧壁设置有伺服电机（21），所述支

撑框（2）的底部转动连接有转杆（22），  所述伺服电机（21）输出端与连杆（101）固定连接，所

述转杆（22）上分别固定连接有第一翻转架（23）和第二翻转架（24），所述连杆（101）远离固

定架（3）的一端连接在支撑框（2）上，所述连杆（101）的顶部设置有第二滑块（104），所述第

二滑块（104）的顶部滑动连接在滑板（103）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火锅底料加工生产用凝固按压脱模机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安装板（3211）的底部设置卡槽，所述拉杆（324）分别转动连接在连接头（323）和卡槽内。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火锅底料加工生产用凝固按压脱模机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拉杆（324）为Z形状，且拉杆（324）的底部位于脱模板（34）的底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火锅底料加工生产用凝固按压脱模机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脱模板（34）上均匀设置有脱模螺栓。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火锅底料加工生产用凝固按压脱模机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放置槽（35）的左侧均匀开设弧形槽，所述放置槽（35）的左侧设置有倾斜板。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火锅底料加工生产用凝固按压脱模机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支撑架（1）的顶部设置有电动伸缩杆（12），所述电动伸缩杆（12）的输出端连接在支撑框

（2）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火锅底料加工生产用凝固按压脱模机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支撑架（1）的前后两侧均设置有开合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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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火锅底料加工生产用凝固按压脱模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火锅底料生产加工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火锅底料加工生产用凝固按

压脱模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火锅底料，其特点是：麻辣为主，多味并存，  讲究调味，善于变化，注重用汤，崇尚

自然，刀工精细，变化灵活，选料广泛，独具一格，饮餐合一，随心所欲，郫县豆瓣是用蚕豆、

辣椒、盐酿制而成，是成都郫县的地方特产，其色泽红亮滋润，辣味浓厚，郫县豆瓣是红汤火

锅中最重要的调味料，用在汤卤中能增加鲜味和香味，使汤汁具有温醇辣味和浓稠红亮。

[0003] 在制作火锅底料的过程中，需要对材料进行充分搅拌混合，进行加工制作，制作好 

的火锅底料进行灌装，灌装之前要对物料进行充分的混合、计量，但是火锅底料的粘度较

大，火锅底料在制作的时候，也会根据火锅底料外包装的大  小来制作不同大小的火锅底

料，有些火锅底料呈膏状结构，而火锅底料在包装之前需要进行挤压成型，挤压成型后需要

对火锅底料进行脱模，而一般的固态火锅底料成型模具在使用时，存在不易脱模的缺点，而

且脱模后还需人工对模具进行拾取，从而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为此根据市场上的需求提

出一种火锅底料加工生产用凝固按压脱模机构。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一种火锅底料加工生

产用凝固按压脱模机构。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火锅底料加工生产用凝固按压脱模机构，包括支撑架、翻转机构、脱模机构和

输料机，所述翻转机构和脱模机构分别连接在支撑架的内腔，所述翻转机构位于脱模机构

的左侧，所述输料机位于支撑架的底部；

[0007] 所述脱模机构包括固定架，所述固定架的顶部设置有第一气缸，所述固定架的顶

部设置有导向杆，所述固定架的底部设置有第三气缸，所述第三气缸的底部设置有脱模板，

所述支撑框的顶部设置有放置槽，所述导向杆上设置有安装板，所述导向杆远离第一气缸

的一端设置有限位板，所述安装板的底部设置有第二气缸，所述第二气缸的输出端安装有

连接头，所述连接头的底部设置有拉杆，所述拉杆远离连接头的一端连接有挡杆，所述固定

架外侧壁连接有连杆，所述连杆的外侧壁设置有第一滑块，所述支撑架上设置有滑板，所述

第一滑块滑动连在滑板上，所述连杆的另一端与翻转机构相连。

[0008] 优选的，所述安装板的底部设置卡槽，所述拉杆分别转动连接在连接头和卡槽内。

[0009] 优选地，所述拉杆为Z形状，且拉杆的底部位于脱模板的底部。

[0010] 优选地，所述脱模板上均匀设置有脱模螺栓。

[0011] 优选地，所述放置槽的左侧均匀开设弧形槽，所述放置槽的左侧设置有倾斜板。

[0012] 优选地，所述翻转机构包括支撑框，所述支撑框的外侧壁设置有伺服电机，所述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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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框的底部转动连接有转杆，  所述伺服电机输出端与连杆固定连接，所述转杆上分别固定

连接有第一翻转架和第二翻转架，所述连杆远离固定架的一端连接在支撑框上，所述连杆

的顶部设置有第二滑块，所述第二滑块的顶部滑动连接在滑板上。

[0013] 优选地，所述支撑架的顶部设置有电动伸缩杆，所述电动伸缩杆的输出端连接在

支撑框上。

[0014] 优选地，所述支撑架的前后两侧均设置有开合门。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

[0016] 1、首先将模具输送至第一翻转架内，然后通过伺服电机带动转杆进行九十度旋

转，从而带动第一翻转架和第二翻转架进行九十度旋转，旋转完成后，启动电动伸缩杆，使

电动伸缩杆带动连杆向右进行移动，连杆在向右移动的过程中带动支撑框和固定架向右进

行移动，支撑框和固定架移动至指定位置时，通过启动伺服电机再次旋转九十度，使第一翻

转架移动至放置槽内，放置槽高于第一翻转架和第二翻转架的水平线，而第一翻转架和第

二翻转架上均设置有圆柱形限位杆，圆柱形限位杆与弧形卡槽相匹配，当电动伸缩杆带动

连杆向左移动，连杆在向左移动的过程中带动支撑框和固定架向左移动，从而使第一翻转

架上的模具脱离第一翻转架，滑落至放置槽内，第一翻转架在旋转一百八十度后，第一翻转

架和第二翻转架位置互换，从而使第一翻转架和第二翻转架可以进行往复工作；

[0017] 2、当模具滑落至放置槽内后，通过启动第三气缸向下移动，第三气缸在向下移动

的过程中带动脱模板向下移动，脱模板在向下移动的过程中带动脱模螺栓向下移动，脱模

螺栓在向下移动的过程中对模具的四角进行下压，从而使模具内的火锅底料进行脱模，火

锅底料在脱模后，滑落至输料机上，通过输料机对脱模后的火锅底料进行后续加工，模具脱

模后，通过第二气缸向上移动，从而带动连接头向上进行移动，连接头在向上移动的过程中

带动拉杆向上移动，拉杆向上移动的过程中会以卡槽为中心点使拉杆进行弧形旋转，从而

使拉杆的另一端向下进行移动，拉杆在向下移动的过程中带动挡杆进行移动，当电动伸缩

杆推动连杆向右进行移动时，通过挡杆移动带动模具向右移动，从而使模具脱离放置槽从

倾斜板处滑出放置槽内，当电动伸缩杆再次向左移动时，通过第二气缸向下移动，从而使拉

杆复位，当拉杆复位时，挡杆处于的高度高于模具的顶部；

[0018] 该装置可以实现自动脱模，可以自动把模具输送至放置槽外，增加脱模效率，节约

大量的人力物力。

附图说明

[0019]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本发明的实

施例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0] 在附图中：

[0021] 图1为本发明三维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的右侧三维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的俯视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的左视图；

[0025] 图5为本发明的右视图；

[0026] 图6为本发明固定架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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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图7为本发明放置槽的结构示意。

[0028] 图中：1、支撑架；101、连杆；102、第一滑块；103、滑板；104、第二滑块；11、开合门；

12、电动伸缩杆；2、支撑框；21、伺服电机；22、转杆；23、第一翻转架；24、第二翻转架；3、固定

架；31、第一气缸；32、导向杆；321、限位板；3211、安装板；322、第二气缸；323、连接头；324、

拉杆；325、挡杆；33、第三气缸；34、脱模板；35、放置槽；4、输料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0] 实施例1：

[0031] 一种火锅底料加工生产用凝固按压脱模机构，包括支撑架1、翻转机构、脱模机构

和输料机4，翻转机构和脱模机构分别连接在支撑架1的内腔，翻转机构位于脱模机构的左

侧，输料机4位于支撑架1的底部；脱模机构包括固定架3，固定架3的顶部设置有第一气缸

31，固定架3的顶部设置有导向杆32，固定架3的底部设置有第三气缸33，第三气缸33的底部

设置有脱模板34，支撑架1的顶部设置有放置槽35，导向杆32上设置有安装板3211，导向杆

32远离第一气缸31的一端设置有限位板321，安装板3211的底部设置有第二气缸322，第二

气缸322的输出端安装有连接头323，连接头323的底部设置有拉杆324，拉杆324远离连接头

323的一端连接有挡杆325，固定架3外侧壁连接有连杆101，连杆101的外侧壁设置有第一滑

块102，支撑架1上设置有滑板103，第一滑块102滑动连在滑板103上，连杆101的另一端与翻

转机构相连，安装板3211的底部设置卡槽，拉杆324分别转动连接在连接头323和卡槽内，拉

杆324为Z形状，且拉杆324的底部位于脱模板34的底部，脱模板34上均匀设置有脱模螺栓，

放置槽35的左侧均匀开设弧形槽，放置槽35的左侧设置有倾斜板，当模具滑落至放置槽35

内后，通过启动第三气缸33向下移动，第三气缸33在向下移动的过程中带动脱模板34向下

移动，脱模板34在向下移动的过程中带动脱模螺栓向下移动，脱模螺栓在向下移动的过程

中对模具的四角进行下压，从而使模具内的火锅底料进行脱模，火锅底料在脱模后，滑落至

输料机4上，通过输料机4对脱模后的火锅底料进行后续加工，模具脱模后，通过第二气缸

322向上移动，从而带动连接头323向上进行移动，连接头323在向上移动的过程中带动拉杆

324向上移动，拉杆324向上移动的过程中会以卡槽为中心点使拉杆324进行弧形旋转，从而

使拉杆324的另一端向下进行移动，拉杆324在向下移动的过程中带动挡杆325进行移动，当

电动伸缩杆12推动连杆101向右进行移动时，通过挡杆325移动带动模具向右移动，从而使

模具脱离放置槽35从倾斜板处滑出放置槽35内，当电动伸缩杆12再次向左移动时，通过第

二气缸322向下移动，从而使拉杆324复位，当拉杆324复位时，挡杆325处于的高度高于模具

的顶部。

[0032] 实施例2：

[0033] 翻转机构包括支撑框2，支撑框2的外侧壁设置有伺服电机21，支撑框2的底部转动

连接有转杆22，  伺服电机21输出端与连杆101固定连接，转杆22上分别固定连接有第一翻

转架23和第二翻转架24，连杆101远离固定架3的一端连接在支撑框2上，连杆101的顶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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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有第二滑块104，第二滑块104的顶部滑动连接在滑板103上，支撑架1的顶部设置有电动

伸缩杆12，电动伸缩杆12的输出端连接在支撑框2上，支撑架1的前后两侧均设置有开合门

11，首先将模具输送至第一翻转架23内，然后通过伺服电机21带动转杆22进行九十度旋转，

从而带动第一翻转架23和第二翻转架24进行九十度旋转，旋转完成后，启动电动伸缩杆12，

使电动伸缩杆12带动连杆101向右进行移动，连杆101在向右移动的过程中带动支撑框2和

固定架3向右进行移动，支撑框2和固定架3移动至指定位置时，通过启动伺服电机21再次旋

转九十度，使第一翻转架23移动至放置槽35内，放置槽35高于第一翻转架23和第二翻转架

24的水平线，而第一翻转架23和第二翻转架24上均设置有圆柱形限位杆，圆柱形限位杆与

弧形卡槽相匹配，当电动伸缩杆12带动连杆101向左移动，连杆101在向左移动的过程中带

动支撑框2和固定架3向左移动，从而使第一翻转架23上的模具脱离第一翻转架23，滑落至

放置槽35内，第一翻转架23在旋转一百八十度后，第一翻转架23和第二翻转架24位置互换，

从而使第一翻转架23和第二翻转架24可以进行往复工作。

[0034] 首先将模具输送至第一翻转架23内，然后通过伺服电机21带动转杆22进行九十度

旋转，从而带动第一翻转架23和第二翻转架24进行九十度旋转，旋转完成后，启动电动伸缩

杆12，使电动伸缩杆12带动连杆101向右进行移动，连杆101在向右移动的过程中带动支撑

框2和固定架3向右进行移动，支撑框2和固定架3移动至指定位置时，通过启动伺服电机21

再次旋转九十度，使第一翻转架23移动至放置槽35内，放置槽35高于第一翻转架23和第二

翻转架24的水平线，而第一翻转架23和第二翻转架24上均设置有圆柱形限位杆，圆柱形限

位杆与弧形卡槽相匹配，当电动伸缩杆12带动连杆101向左移动，连杆101在向左移动的过

程中带动支撑框2和固定架3向左移动，从而使第一翻转架23上的模具脱离第一翻转架23，

滑落至放置槽35内，第一翻转架23在旋转一百八十度后，第一翻转架23和第二翻转架24位

置互换，从而使第一翻转架23和第二翻转架24可以进行往复工作，当模具滑落至放置槽35

内后，通过启动第三气缸33向下移动，第三气缸33在向下移动的过程中带动脱模板34向下

移动，脱模板34在向下移动的过程中带动脱模螺栓向下移动，脱模螺栓在向下移动的过程

中对模具的四角进行下压，从而使模具内的火锅底料进行脱模，火锅底料在脱模后，滑落至

输料机4上，通过输料机4对脱模后的火锅底料进行后续加工，模具脱模后，通过第二气缸

322向上移动，从而带动连接头323向上进行移动，连接头323在向上移动的过程中带动拉杆

324向上移动，拉杆324向上移动的过程中会以卡槽为中心点使拉杆324进行弧形旋转，从而

使拉杆324的另一端向下进行移动，拉杆324在向下移动的过程中带动挡杆325进行移动，当

电动伸缩杆12推动连杆101向右进行移动时，通过挡杆325移动带动模具向右移动，从而使

模具脱离放置槽35从倾斜板处滑出放置槽35内，当电动伸缩杆12再次向左移动时，通过第

二气缸322向下移动，从而使拉杆324复位，当拉杆324复位时，挡杆325处于的高度高于模具

的顶部。

[0035]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实

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存

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

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

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

所固有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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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以上，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发明

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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