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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碾米售米机、碾米售米方

法及碾米售米、制水售水一体机，包括机箱，机箱

内顶部设有稻仓，稻仓下方设有碾米装置，机箱

中还设有售卖系统，稻仓外周缠绕有制冷管，机

箱中还设有制冷装置，制冷管连通到制冷装置，

制冷装置对介质制冷，并使介质沿制冷管循环从

而对稻仓降温；在机箱内还设有净水箱、过滤器

等设备。本发明将碾米售米和制水售水设备共用

一套外壳，一套售卖系统，并巧妙的利用制水售

水设备产生的废水对稻仓降温，节约资源；而通

过设置半导体制冷装置，有利于稻仓中稻子的保

存，防止稻子生虫、变质；另外，该设备还设有对

出水接头消毒的消毒箱，防止出水接头裸露在外

造成水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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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碾米售米机，包括机箱，所述机箱内顶部设有稻仓，所述稻仓下方设有碾米装

置，所述机箱中还设有售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稻仓外周缠绕有制冷管，所述机箱中还

设有制冷装置，所述制冷管连通到所述制冷装置，所述制冷装置对介质制冷，并使介质沿所

述制冷管循环从而对所述稻仓降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碾米售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稻仓外包覆有第一隔水层，所

述制冷管外包覆有第二隔水层，并在所述稻仓缠绕所述制冷管之后包覆第三隔水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碾米售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冷装置包括半导体制冷器、

储水箱、水泵，所述储水箱、水泵、半导体制冷器和制冷管之间依次通过管道连通，并且所述

制冷管的末端再通过管道连通至所述储水箱。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碾米售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售卖系统包括主控制器、人机

交互装置、称重料斗，以及用于控制所述稻仓的下稻口上闸板的闸板开闭装置，所述人机交

互装置、称重料斗、闸板开闭装置、碾米装置均与所述主控制器信号连接；所述人机交互装

置用于接收消费者的购买信息，所述称重料斗设于所述碾米装置的出米口下方并将称重信

息实时发送至所述主控制器，所述主控制器根据所述人机交互装置、称重料斗的信息控制

所述闸板开闭装置、碾米装置动作。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碾米售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闸板开闭装置包括电动推杆，

所述稻仓底部的闸板一端连接在所述电动推杆前端；所述电动推杆前端还连接有插入所述

稻仓中的导向柱；所述称重料斗包括斗体和压力传感器，所述斗体承载于所述压力传感器

上，所述压力传感器安装在所述机箱内。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碾米售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碾米装置包括碾米机、稻糠过

渡箱、稻糠储存器、风机，所述稻糠过渡箱分别通过管道连通到所述碾米机的稻糠出口、所

述风机的抽气口以及所述稻糠储存器；在所述稻仓的下稻口下方设有缓存料斗，所述缓存

料斗底部连通到所述碾米机的入稻口。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碾米售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稻仓中通过隔板分隔为前半稻

仓和后半稻仓，所述前半稻仓和后半稻仓下部两侧均对应设有用于监测稻谷余量的红外探

头和红外接收器。

8.一种碾米售米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权利要求4所述的碾米售米机，包括：

碾米售米机日常运转中，根据稻仓中温度，主控制器控制制冷装置运转对稻仓进行制

冷；

用户购买大米时，碾米售米机根据购买信息加工稻仓中的稻子售卖，具体步骤如下：

（1）碾米售米机接收到用户购买N斤大米的信息后，主控制器控制碾米装置运转；（2）根据购

米种类，主控制器控制对应稻仓的闸板打开，待缓存料斗装满后，主控制器控制对应的闸板

关闭；（3）当缓存料斗中的稻子加工完毕后，继续按照步骤（2）控制对应的闸板打开、关闭，

如此循环，与此同时，主控制器实时接收称重料斗的压力传感器的数据，当称重料斗中的鲜

米重量累积到N-0.5斤，主控制器开始控制对应的闸板每一次打开的时间只能流出10-100g

大米的稻子量，直到称重料斗中的大米重量累积到N斤，主控制器不再控制对应的闸板打

开，且碾米装置停机。

9.一种碾米售米、制水售水一体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3所述的碾米售米机，还

包括设于所述机箱上的制水装置，所述制水装置包括进水电磁阀、过滤器、净水箱、送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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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设于所述机箱外的出水接头，所述进水电磁阀一端连通到所述过滤器，另一端用于连

通到水源；所述过滤器的废水出口连通到所述储水箱，净水出口连通到所述净水箱，且所述

储水箱靠近顶部设有溢流口；

所述送水泵的进水口连通到所述净水箱，出水口连通到所述出水接头；所述净水箱上

部设有水箱防溢出传感器、中部设有防缺水传感器、底部设有补水传感器；所述进水电磁

阀、送水泵、水箱防溢出传感器、防缺水传感器、补水传感器均电连接到所述售卖系统。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碾米售米、制水售水一体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用于对出水

接头消毒的消毒箱，所述消毒箱顶部设有丝杆电机，所述出水接头安装在所述丝杆电机的

丝杆螺母上，以带动所述出水接头升降进出所述消毒箱；所述丝杆电机电连接到所述售卖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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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米售米机、碾米售米方法及碾米售米、制水售水一体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售卖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碾米售米机、碾米售米方法及碾米

售米、制水售水一体机。

背景技术

[0002] 稻米制售机可分布在社区或者商店，根据客户的购买需求，现场加工和售卖，与传

统的直接售米相比，这种稻米制售机具有以下优势：一是稻子比大米耐储存，保质期较长，

对保存环境要求较低，而大米容易生虫，保存成本高，客户能够通过稻米制售机现场购买，

现场加工，降低保存成本；二是通过稻子直接加工制得的米比较新鲜，更受欢迎。

[0003] 公开号为CN206881775U的中国专利文献记载了一种鲜米智能自动制售机，能够实

现自动加工和销售稻米的功能。但是在使用中发现，虽然该鲜米智能自动制售机中的稻子

比较耐保存，但是在高温地区或高温气候下，稻子也会发生生虫、变质现象，导致稻子浪费，

客户购买体验效果差。为此，有必要提供一种能够延长稻子保质期，确保能加工优质稻米的

制售设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碾米售米机、碾米售米方法及碾米售米、制水售水一体机，解

决现有技术中鲜米碾售装置中的稻子难以储存的技术问题。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是：

设计一种碾米售米机，包括机箱，所述机箱内顶部设有稻仓，所述稻仓下方设有碾米装

置，所述机箱中还设有售卖系统，所述稻仓外周缠绕有制冷管，所述机箱中还设有制冷装

置，所述制冷管连通到所述制冷装置，所述制冷装置对介质制冷，并使介质沿所述制冷管循

环从而对所述稻仓降温。

[0006] 优选的，所述稻仓外包覆有第一隔水层，所述制冷管外包覆有第二隔水层，并在所

述稻仓缠绕所述制冷管之后包覆第三隔水层。

[0007] 优选的，所述制冷装置包括半导体制冷器、储水箱、水泵，所述储水箱、水泵、半导

体制冷器和制冷管之间依次通过管道连通，并且所述制冷管的末端再通过管道连通至所述

储水箱。

[0008] 优选的，所述售卖系统包括主控制器、人机交互装置、称重料斗，以及用于控制所

述稻仓的下稻口上闸板的闸板开闭装置，所述人机交互装置、称重料斗、闸板开闭装置、碾

米装置均与所述主控制器信号连接；所述人机交互装置用于接收消费者的购买信息，所述

称重料斗设于所述碾米装置的出米口下方并将称重信息实时发送至所述主控制器，所述主

控制器根据所述人机交互装置、称重料斗的信息控制所述闸板开闭装置、碾米装置动作。

[0009] 优选的，所述闸板开闭装置包括电动推杆，所述稻仓底部的闸板一端连接在所述

电动推杆前端；所述电动推杆前端还连接有插入所述稻仓中的导向柱；所述称重料斗包括

斗体和压力传感器，所述斗体承载于所述压力传感器上，所述压力传感器安装在所述机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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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0010] 优选的，所述碾米装置包括碾米机、稻糠过渡箱、稻糠储存器、风机，所述稻糠过渡

箱分别通过管道连通到所述碾米机的稻糠出口、所述风机的抽气口以及所述稻糠储存器；

在所述稻仓的下稻口下方设有缓存料斗，所述缓存料斗底部连通到所述碾米机的入稻口。

[0011] 优选的，所述稻仓中通过隔板分隔为前半稻仓和后半稻仓，所述前半稻仓和后半

稻仓下部两侧均对应设有用于监测稻谷余量的红外探头和红外接收器。

[0012] 本发明的第二方面是：

设计一种碾米售米方法，采用本发明第一方面所述的碾米售米机，包括：

碾米售米机日常运转中，根据稻仓中温度，主控制器控制制冷装置运转对稻仓进行制

冷；

用户购买大米时，碾米售米机根据购买信息加工稻仓中的稻子售卖，具体步骤如下：

（1）碾米售米机接收到用户购买N斤大米的信息后，主控制器控制碾米装置运转；

（2）根据购米种类，主控制器控制对应稻仓的闸板打开，待缓存料斗装满后，主控制器

控制对应的闸板关闭；

（3）当缓存料斗中的稻子加工完毕后，继续按照步骤（2）控制对应的闸板打开、关闭，如

此循环，与此同时，主控制器实时接收称重料斗的压力传感器的数据，当称重料斗中的鲜米

重量累积到N-0.5斤，主控制器开始控制对应的闸板每一次打开的时间只能流出10-100g大

米的稻子量，直到称重料斗中的大米重量累积到N斤，主控制器不再控制对应的闸板打开，

且碾米装置停机。

[0013] 本发明的第三方面是：

设计一种碾米售米、制水售水一体机，包括本发明第一方面所述的碾米售米机，还包括

设于所述机箱上的制水装置，所述制水装置包括进水电磁阀、过滤器、净水箱、送水泵以及

设于所述机箱外的出水接头，所述进水电磁阀一端连通到所述过滤器，另一端用于连通到

水源；所述过滤器的废水出口连通到所述储水箱，净水出口连通到所述净水箱，且所述储水

箱靠近顶部设有溢流口；

所述送水泵的进水口连通到所述净水箱，出水口连通到所述出水接头；所述净水箱上

部设有水箱防溢出传感器、中部设有防缺水传感器、底部设有补水传感器；所述进水电磁

阀、送水泵、水箱防溢出传感器、防缺水传感器、补水传感器均电连接到所述售卖系统。

[0014] 优选的，还包括用于对出水接头消毒的消毒箱，所述消毒箱顶部设有丝杆电机，所

述出水接头安装在所述丝杆电机的丝杆螺母上，以带动所述出水接头升降进出所述消毒

箱；所述丝杆电机电连接到所述售卖系统。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在于：

1.本发明提供的碾米售米机通过设置半导体制冷装置，有利于稻仓中稻子的保存，防

止稻子生虫、变质。

[0016] 2.通过对稻仓、制冷管包覆隔水层，防止产生水汽而导致稻子、电器元件受潮。

[0017] 3.本发明提供的碾米售米、制水售水一体机，使碾米售米和制水售水设备共用一

套外壳，一套售卖系统，减小对社区、商场空间的占用。

[0018] 4.单独的碾米售米机可采用市政供水作为降温介质。而本发明提供的碾米售米、

制水售水一体机巧妙的利用制水售水设备产生的废水对稻仓降温，节约了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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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5.本发明提供的碾米售米、制水售水一体机中设有对出水接头消毒的消毒箱，防

止出水接头裸露在外造成水的污染。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碾米售米、制水售水一体机一实施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碾米售米、制水售水一体机一实施例内部结构的主视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碾米售米、制水售水一体机一实施例内部结构的立体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碾米售米、制水售水一体机一实施例内部结构的左视图。

[0024] 图5为本发明碾米售米、制水售水一体机一实施例称重料斗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6为图2的A部放大图。

[0025] 图7为本发明碾米售米、制水售水一体机一实施例的制水流程图。

[0026] 图8为本发明碾米售米、制水售水一体机一实施例中消毒箱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9为本发明碾米售米、制水售水一体机一实施例中控制系统的结构框图。

[0028] 图中，各标号示意为：机箱1、顶盖11、前伸部111、升降电机112、开关113、接米盒体

12、接米斗121、接水盒体13、广告屏141、触摸屏142、刷卡口143、下米观察窗144、稻子观察

窗145、消毒观察窗146、灌装开始按键147、灌装停止按键148、上锁孔1491、下锁孔1492、环

境控制风扇15；

稻仓2、制冷管21、半导体制冷器22、储水箱23、出水管231、回水管232、废水分流电磁阀

233、储水箱进水口温度传感器234、储水箱出水口温度传感器235、隔板24、闸板25、湿度传

感器26、温度传感器27；

碾米机31、接触器311、电流表312、漏电保护器313、总开关314、市政电源315、维护接电

头316、稻糠过渡箱32、第一接口321、第二接口322、第三接口323、稻糠储存器33、风机34、缓

存料斗35；

称重料斗41、斗体411、角钢412、压力传感器413、重量读数屏4131、支座414、底盖415、

铰链4151、转杆4152、斗体开闭电机416、落米辅助模组4161、取米按钮4162、电机支撑板

417、第一限位开关418、第二限位开关419、第一电动推杆42、导向柱421、第二电动推杆43、

第一红外接收器44、第二红外接收器45；

第一滤芯组51、第二滤芯组52、净水箱53、水箱防溢出传感器531、防缺水传感器532、补

水传感器533、进水电磁阀534、紫外灭菌灯535、送水泵54、消毒箱55、丝杆电机551、丝杆

552、丝杆螺母553、L形板554、第三限位开关555、第四限位开关556、出水接头56、紫外灯57；

原稻展示照明灯611、称重照明灯612、取米口照明灯613和碾米过程照明灯614、电控开

关621、电磁感应线圈622、4G天线631、监控摄像头632。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来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以下实施例只是用来详

细说明本发明，并不以任何方式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30]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上”、“下”、“前”、“后”、“左”、“右”、“顶”、

“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

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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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31] 实施例1：

一种碾米售米机，请一并参阅图1至图6以及图9。

[0032] 如图1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碾米售米机包括机箱1，机箱1包括内部的支撑架

和外部的壳体，支撑架用于支撑起各部件，壳体用于对内部的各部件起到封闭保护作用。机

箱1的壳体部分包括顶盖11，能够防雨水，顶盖11的前侧为前伸部111，可对壳体前面板上的

屏幕、各个窗口等起到一定保护作用。

[0033] 参阅图2和图9，机箱1内顶部设有稻仓2，稻仓2外周缠绕有制冷管21，机箱1中还设

有制冷装置，制冷装置包括半导体制冷器22、储水箱23、水泵28，水泵28为设置在储水箱23

中的潜水泵，本实施例中，在半导体制冷器22的制冷片上缠绕有降温管，水泵的出水口通过

出水管231连通到半导体制冷器22中的降温管，半导体制冷器22中的降温管的末端再连通

到制冷管21的首端，而制冷管21的末端再通过回水管232连通至储水箱23，形成循环制冷。

[0034] 通过将制冷管21连通到制冷装置，制冷装置对介质（本实施例中的介质是水）制

冷，并使介质沿制冷管循环从而对稻仓降温，从而能够降低稻仓2内部的温度，在高温天气

或区域，能够使稻仓2中的稻子较长时间保存，防止稻子生虫或变质，确保稻子加工出的米

新鲜。而半导体制冷器体积小，方便安装在机箱1内部，且其能耗低，非常适于为体积小且降

温量小的稻仓2进行降温。

[0035] 本实施例中制冷装置还包括配套设备，配套设备包括在储水箱内设置的两个温度

传感器，储水箱23中的两个温度传感器包括储水箱进水口温度传感器231和储水箱出水口

温度传感器232，半导体制冷器22包括与主控制器电连接的温控器，用于根据温度传感器的

信号来控制半导体制冷器工作。配套设备还包括用于为制冷装置降温的降温风机，降温风

机旁也设有温度传感器。

[0036] 该碾米机内部设有主板，主控制器为安装在主板上的PLC，通信、制冷的温控器等

其他相关元器件也安装在主板上。

[0037] 若稻仓中新添加的稻子在一定期限内没有售完，则主控制器控制制冷装置唤醒，

制冷装置的制冷过程如下：当稻仓中的温度传感器感应的温度高于某温度值，制冷装置运

行，水泵开启，当储水箱中温度传感器感应的温度低于某温度值，制冷装置停止，水泵关闭。

[0038] 由于该碾米售米机中的稻子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若稻子售卖速度快，稻仓内稻

子短期内售卖完毕，则不需启动制冷装置。另外，根据降温风机旁温度传感器感应的温度

值，控制降温风机开启或关闭。

[0039] 同时，主控制器中设定一个极限值，比如39摄氏度，当制冷装置中的回水温度高于

该极限值时，无论新添加的稻子在一定期限内有没有售完，主控制器必须控制制冷装置开

启。

[0040] 在其他实施例中，也可采用压缩机压缩冷媒再输送到制冷管21中进行制冷，这种

方式和冰箱制冷原理相同，但制冷设备体积较大且功耗高，且稻仓2也没有如此大幅度的制

冷需求。

[0041] 进一步的，稻仓2外包覆有第一隔水层，制冷管21外包覆有第二隔水层，并在稻仓2

缠绕制冷管21之后包覆第三隔水层，为了便于显示，图中的设备没有包覆隔水层。第一隔水

层、第二隔水层和第三隔水层均为铝膜，能够防止稻仓2、制冷管21外表面凝结水珠，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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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可避免稻仓2中的稻子受潮变质，另一方面，可防止机箱1内的各电器元件受潮损坏。

[0042] 稻仓2下方还设有碾米装置，碾米装置安装在机箱1内的支撑架上，碾米装置包括

碾米机31、稻糠过渡箱32、稻糠储存器33、风机34，本实施例中的稻糠储存器33为箱体，在其

他实施例中，也可采用布袋。

[0043] 结合图3所示，稻糠过渡箱32的后侧中部设有第一接口321，第一接口321通过抽风

管连通到风机34的抽气口；稻糠过渡箱32的底面后侧设有第二接口322，第二接口322连通

到稻糠储存器33的顶部；稻糠过渡箱32的底面前侧设有第三接口323，第三接口323通过输

糠管311连通到碾米机31的稻糠出口。

[0044] 通过风机34对稻糠过渡箱32抽负压，使碾米机31产生的稻糠到达稻糠过渡箱32，

再通过稻糠过渡箱32进入稻糠储存器33，这个过程能够防止稻糠直接进入稻糠储存器33与

空气摩擦而产生较大噪音，因此具有降噪效果。

[0045] 另外，在稻仓2的下稻口下方设有缓存料斗35，缓存料斗35底部连通到碾米机31的

入稻口，稻子进入缓存料斗35后，可关闭稻仓2的下稻口，碾米机31对缓存料斗35中的稻子

进行加工，可防止稻仓2中的稻子大量向碾米机31喂料导致碾米机31发生堵塞。

[0046] 进一步的，在机箱1中还设有售卖系统，售卖系统包括主控制器、人机交互装置、称

重料斗，以及用于控制稻仓的下稻口上闸板的闸板开闭装置。

[0047] 如图2所示，称重料斗41设于碾米机31的出米口下方，称重料斗41下方设有接米盒

体12，接米盒体12内设有接米斗121，称重料斗41能够将称重后的米下落到接米斗121中；接

米盒体12前侧为敞口，用户可将接米容器放置在接米斗121下方接取购买的米。

[0048] 如图4所示，称重料斗41包括斗体411，斗体411的后侧面为倾斜面，该倾斜面上焊

接有角钢412，角钢412下方安装有压力传感器413，压力传感器413安装在支座414上，支座

414支撑于接米盒体12上方，这样，整个斗体411的重量承载于压力传感器413上，压力传感

器413将称重信息实时发送至主控制器，主控制器可实时获取称重料斗41中米的重量。

[0049] 如图5所示，在斗体411底部的开口处通过铰链4151铰接有底盖415，并在斗体411

背面设有电机支撑板417，电机支撑板417上安装有斗体开闭电机416，斗体开闭电机416的

转轴通过转杆4152连接到底盖415上，斗体开闭电机416可通过转杆4152带动底盖415转动，

从而可关闭或打开斗体411底部的开口。在斗体411侧面设有第一限位开关418，在电机支撑

板417上设有第二限位开关419，斗体开闭电机416、第一限位开关418、第二限位开关均电连

接到主控制器，当底盖415闭合可触碰第一限位开关418，当底盖415完全打开可触碰第二限

位开关419，主控制器对应接收到信号并控制斗体开闭电机416停止。

[0050] 进一步的，如图3所示，稻仓2中通过隔板24分隔为前半稻仓和后半稻仓，前半稻仓

和后半稻仓分别用于储存不同种类的稻子，从而有两种鲜米可供客户选购。前半稻仓和后

半稻仓底部的开口分别设有闸板开闭装置，闸板开闭装置安装在机箱1内部的支撑架上，其

位于稻仓2底部侧边处。

[0051] 以前半稻仓对应的闸板开闭装置为例，结合图6所示，闸板开闭装置包括第一电动

推杆42，稻仓2底部的闸板25一端连接在第一电动推杆42前端，第一电动推杆42前端还连接

有插入稻仓2中的导向柱421，导向柱421前端设有位于稻仓内的向上的竖直段，一方面，导

向柱421可对闸板25的移动起到导向作用，防止闸板25卡住，另一方面，导向柱421可疏通稻

仓2中的稻子，防止堵塞。相应的，如图2所示，后半稻仓底部的开口通过右侧的第二电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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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43所对应的闸板开闭装置控制开关。

[0052] 进一步的，前半稻仓和后半稻仓中装入的稻子可能分别为长粒稻和圆粒稻，由于

长粒稻和圆粒稻所需的压力不同，因此，在碾米机31的出米口设有用于控制碾米机的压盘

（该压盘为碾米机上固有的部件）的压力的电动推杆，该电动推杆电连接到主控制器，通过

电动推杆来调整压盘的压力。

[0053] 参阅图9，第一电动推杆42和第二电动推杆43均电连接到主控制器，从而可通过主

控制器控制前半稻仓和后半稻仓下稻。

[0054] 进一步的，前半稻仓和后半稻仓下部两侧均对应设有用于监测稻谷余量的红外探

头和红外接收器，两个红外探头分别安装在隔板24底部，如图2和图3所示，对应于前半稻仓

的第一红外接收器44和对应于后半稻仓的第二红外接收器45对应设于稻仓2外壳前后两

侧，第一红外接收器44和第二红外接收器45均与主控制器电连接，当第一红外接收器44或

第二红外接收器45能够感应到信号，说明相对应的前半稻仓或后半稻仓中稻子不足，通过

主控制器及时通知管理人员添加稻子，或停止售卖。

[0055] 人机交互装置用于接收消费者的购买信息，人机交互装置与主控制器信号连接，

而由于称重料斗中的压力传感器、闸板开闭装置中的电动推杆、以及碾米装置也与主控制

器电连接，因此，主控制器可根据人机交互装置、称重料斗的信息控制闸板开闭装置、碾米

装置动作。

[0056] 在其他实施例中，还可在机箱外侧安装提升机，并在稻仓上设入口，通过提升机为

稻仓添加稻谷。

[0057] 实施例2：

一种碾米售米方法，采用本发明实施例1中的碾米售米机，该碾米售米方法包括两大部

分：

第一部分：碾米售米机日常运转中，根据稻仓中温度，主控制器控制制冷装置运转对稻

仓进行制冷。通过对稻仓制冷，可防止稻子因高温而生虫、变质。

[0058] 第二部分：售米过程。

[0059] 在制作该碾米售米机中，测试出碾米机开启时，打开稻仓下方对应的闸板后，稻子

装满缓存料斗所需的时间、缓存料斗中稻子加工完毕所需的时间，以及稻仓中流出50g米所

需的稻子的时间，并将相应的经验参数输入到主控制器中。另外，也可以在缓存料斗上方设

置传感器，当缓存料斗装满，主控制器控制对应的闸板关闭。

[0060] 结合图9所示，以购买10斤鲜米为例说明售米过程：（1）该碾米售米机接收到购米

信息后，主控制器通过控制碾米机的接触器通电，使碾米机运转；（2）根据购米种类，主控制

器控制第一电动推杆或第二电动推杆动作打开对应的闸板，待缓存料斗装满后，主控制器

控制对应的闸板关闭；（3）当缓存料斗中的稻子加工完毕后，继续按照步骤（2）控制对应的

闸板打开、关闭，如此循环，与此同时，主控制器实时接收称重料斗的压力传感器的数据，当

称重料斗中的鲜米重量累积到9.5斤，主控制器开始控制对应的闸板每一次打开的时间只

能流出50g米的稻子量，直到称重料斗中的鲜米重量累积到10斤，主控制器不再控制对应的

闸板打开，且碾米装置停机。

[0061] 通过这种碾米方法，最后称重料斗中的米的重量与用户购买的量的误差很小，且

不会缺斤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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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另外，在每一次售米后，称重料斗进行一次校准，记录称重料斗的初始重量，防止

下一位用户购买时称重不准。

[0063] 在上述购米过程中，该碾米售米机接收到购米信息的方式为：结合图9所示，该碾

米售米机的人机交互装置包括触摸屏、ID读卡器，触摸屏信号连接到主控制器，触摸屏上显

示售米种类和价格，用户选择所购买的种类，然后触摸屏弹出购米重量，比如，用户通过在

触摸屏上从“5斤鲜米、10斤鲜米、15斤鲜米”这几个购买套餐中进行选择，选择完毕后，主控

制器发送支付信息到ID读卡器，并在触摸屏上显示需要支付的金额，当用户通过专用的IC

卡在ID读卡器刷卡支付后，主控制器收到支付信息，并显示支付成功；主控制器将用户的购

米种类和重量通过第二通讯接口发送到主控制器，主控制器开始控制碾米装置碾米，第一

通讯接口和第二通讯接口均可采用CAN通讯模块。

[0064] 在售米过程中，根据总出米量预测稻糠储存器中糠的量，当糠达到一定量，维护人

员定期清运。

[0065] 实施例3：

一种碾米售米、制水售水一体机，请参阅图1至图9。

[0066] 与实施例1相比，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碾米售米、制水售水一体机还包括设于机箱

1中的制水装置，结合图7和图9所示，制水装置包括进水电磁阀534、过滤器、净水箱、送水泵

以及设于机箱外的出水接头，进水电磁阀一端连通到过滤器，另一端用于连通到水源；过滤

器的废水出口连通到储水箱23，在过滤器的废水出口与储水箱23的管道上还设有水压传感

器，当管路中水压过高，说明过滤器废水较多，从而过滤器需要更换。

[0067] 制水装置还包括废水分流电磁阀233，在制水装置每次制水开始时，通过开启废水

分流电磁阀233放出废水快速流过过滤器中RO膜表面15s到30s，冲洗干净，避免膜堵塞，延

长RO膜寿命。

[0068] 净水出口连通到净水箱，且在储水箱靠近顶部还设有溢流口，当储水箱23中水满

后，可通过溢流口流出多余的水，可在制冷装置上设置水冷散热器，溢流口可通过管道连接

到该水冷散热器用于对制冷装置降温。

[0069] 结合图3所示，过滤器包括两组滤芯，包括第一滤芯组51和第二滤芯组52，第一滤

芯组51的进水端接进水电磁阀，进水电磁阀的进水端接市政供水系统，第二滤芯组52的进

水端接第一滤芯组51的出水端，第二滤芯组52的出水端接入净水箱53，在净水箱53上部设

有水箱防溢出传感器531、中部设有防缺水传感器532、底部设有补水传感器533。

[0070] 当净水箱53中的水位低于防缺水传感器532，防缺水传感器532发送信号到主控制

器，主控制器控制进水电磁阀534打开，市政供水系统中的水流入过滤器开始制水；当水位

到达防溢出传感器531，则主控制器控制进水电磁阀534关闭，防止净水箱中水过多溢出；当

净水箱53中的水位低于补水传感器533的高度时，补水传感器533发送信号到主控制器，制

水装置停止售水，售卖系统中的人机交互装置不再接收购水信息，并提示缺水信息。

[0071] 送水泵54的进水口连通到净水箱，出水口连通到出水接头。进水电磁阀、送水泵54

均电连接到售卖系统中的主控制器，当消费者通过售卖系统中的人机交互装置输入购水信

息，主控制器控制开启送水泵，送水泵为定量泵，主控制器记录送水泵运行时间即可计算输

出了多少水。

[0072] 进一步的，还可在进水电磁阀前端的管路上设置水压传感器535和增压泵536，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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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传感器535和增压泵536电连接到主控制器，当市政供水系统中的水欠压时，可开启增压

泵536给水加压。

[0073] 如图2所示，在机箱1的前侧还设有接水盒体13，接水盒体13底部设有用于放置容

器的支撑板131，接水盒体13顶部设有用于对出水接头消毒的消毒箱55。结合图8所示，消毒

箱55顶部设有丝杆电机551，丝杆电机551的丝杆552上对应设有丝杆螺母553，消毒箱55与

接水盒体13连通，出水接头56通过L形板554安装在丝杆螺母553的下端，从而丝杆螺母55可

带动出水接头56升降进出消毒箱55。

[0074] 在消毒箱55中设有第三限位开关555和第四限位开关556，第三限位开关555和第

四限位开关556均与主控制器信号连接，丝杆电机551也电连接到主控制器，当丝杆螺母553

向上移动触碰到第三限位开关555，主控制器控制丝杆电机551停转，此时，出水接头56上升

到消毒箱55，消毒箱内设有消毒器，本实施例中的消毒器为紫外灯57，在其他实施例中，也

可采用臭氧发生器或高温消毒器；当丝杆螺母553向下移动触碰到第四限位开关556，主控

制器控制丝杆电机551停转，此时，出水接头56下降到接水盒体13中。

[0075] 每一次售水完毕后，出水接头56上升至消毒箱55中，且主控制器控制消毒器对出

水接头56消毒一点时间，消毒时间可设置，一般为15至20分钟。

[0076] 接水盒体13前侧为敞口，用户可将接水容器放置在出水接头56下方，然后通过人

机交互装置输入购水信息，人机交互装置再发送信息到主控制器，即可接取购买的水。

[0077] 进一步的，结合图1所示，机箱1的前面板上设有广告屏141、触摸屏142、刷卡口

143、下米观察窗144、稻子观察窗145、消毒观察窗146、灌装开始按键147、灌装停止按键

148、上锁孔1491、下锁孔1492。其中，广告屏141是一个单独的广告机，每天定时播放广告；

触摸屏142用于人机交互；刷卡口143处设有与主控制器电连接的ID读卡器1431，用于刷卡

支付；称重料斗41的前侧设有第一透明板4111，稻仓2的前侧设有第二透明板26，下米观察

窗144、稻子观察窗145分别对应于第一透明板4111和第二透明板26，且下米观察窗144、稻

子观察窗145处均设有透明玻璃，可观察到内部的碾米情况和稻子储存情况；消毒观察窗

146处设有防紫外玻璃，可观察到消毒情况，且避免紫外线对人造成伤害；灌装开始按键

147、灌装停止按键148均电连接到主控制器，用于购水时按动；上锁孔1491、下锁孔1492用

于锁住前面板的上下两部分。

[0078] 进一步的，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碾米售米、制水售水一体机的整体控制系统如图9

所示，主要包括碾米售米控制系统、制水售水控制系统以及人机交互装置，售卖系统融合于

整个控制系统中。

[0079] 下面结合图9，详细说明本实施例中的整体控制系统：

在稻仓2、称重料斗41、接米盒体12中以及碾米机31所在位置分别设有与主控制器电连

接的原稻展示照明灯611、称重照明灯612、取米口照明灯613和碾米过程照明灯614。压力传

感器413配套设有重量读数屏4131，重量读数屏4131设置在称重料斗41旁，可透过窗口观

看。

[0080] 在接米盒体12前设有电控门，电控门和机箱1之间设有与主控制器电连接的电控

开关621和电磁感应线圈622，当碾米完毕，称重料斗41可以出米时，主控制器控制电控开关

621打开，电控门开启；当消费者接米完毕后，将电控门关闭才能进行下一次购买，主控制器

通过电磁感应线圈622感应电控门有没有关闭。电控门可采用现有的快递柜门，其结构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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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再赘述。

[0081] 斗体开闭电机416配套设有与主控制器电连接的落米辅助模组4161和取米按钮

4162，落米辅助模组4161包括前述的第一限位开关418、第二限位开关419；如图2和图5所

示，当碾米完毕，消费者将米桶放置在接米斗121下方，按动取米按钮4162，底盖415打开，开

始落米。

[0082] 稻仓2中设有与主控制器信号连接的湿度传感器26和温度传感器27，可检测稻仓2

中的温湿度。在机箱1的机壳上还设有环境控制风扇15，主要是用于机箱1内部换气散热，当

温度传感器26检测的温度低于某值，则无需散热，环境控制风扇15停机，有利于节约能耗和

延长环境控制风扇15寿命。

[0083] 进一步的，机箱1上还设有与主控制器信号连接的4G天线631和监控摄像头632，通

过4G天线631可与后台服务器通信，通过监控摄像头632可监控操作区域情况。管理人员根

据服务器监控该碾米售米、制水售水一体机是否缺稻子、是否不能售米或不能售水等工作

状态。

[0084] 在机箱1内还设有用于打开顶盖11的升降电机112，升降电机112通过螺杆驱动升

降顶盖11打开，升降电机112配设有开关113，开关113设置在机箱1内部，打开箱门才能按

动，用于设备维护人员打开顶盖11向稻仓2中添加稻子。在机箱外还配设有左声道扬声器

641和右声道扬声器642，从而可配合触摸屏发出语音提示。

[0085] 碾米机31的电路上设有接触器311、电流表312、漏电保护器313和总开关314，接触

器311的控制端电连接到主控制器，总开关314连接到市政电源315，且总电路上还设有维护

接电头316，用于维护时接电。市政电源315的输出端还电连接到变压器317，用于为主控制

器和其他低压用电部件提供低压直流电。

[0086] 本实施例中，在净水箱53和出水接头56之间的管路上设有与主控制器电连接的售

水流量计58和售水电磁阀561，通过售水流量计58计量售水量，通过灌装开始按键147、灌装

停止按键148可控制售水电磁阀561开闭，从而控制开始出水或停止出水。另外，还可设置暂

停按钮，售水过程中可暂停以用于方便消费者将水壶对准出水接头56。

[0087] 进一步的，在净水箱53中还设有紫外灭菌灯535，从而可对净水箱53中进行杀菌消

毒。

[0088] 该碾米售米、制水售水一体机的碾米售米方式与实施例2相同，下面说明一下采用

该一体机购水的过程：（1）用户将专用的IC卡（会员卡）在ID读卡器刷卡支付，ID读卡器中的

处理器读取IC卡信息，主控制器控制控制丝杆电机将出水接头下降到接水盒体中；（2）用户

将装水容器放置在出水接头下方，按动灌装开始按键，主控制器控制送水泵开始工作，当用

户接够水后，按动灌装停止按键，主控制器控制送水泵断电，并且控制丝杆电机将出水接头

上升到消毒箱中进行消毒；处理器根据出水量计算费用并从IC卡扣除。

[0089] 在触摸屏上还设有暂停按键，在出水过程中，若用户需要更换容器，可按暂停按

键，主控制器控制送水泵暂停，当再次按动灌装开始按键，主控制器继续控制送水泵工作，

并在之前基础上继续记录出水时间，直到购水完毕。

[0090] 上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细的说明，但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

员能够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提下，还可以对上述实施例中的各个具体参数进行

变更，形成多个具体的实施例，均为本发明的常见变化范围，在此不再一一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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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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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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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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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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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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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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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说　明　书　附　图 8/8 页

20

CN 111292468 A

2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ES00012

	DRA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DRA00016
	DRA00017
	DRA00018
	DRA00019
	DRA00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