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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面包生产用的烘焙装置

及其使用方法，包括：储物机构，储物机构包括底

框、储物框和烘焙部件，储物框固定连接于底框

顶部，烘焙部件设置于底框和储物框上，移动机

构，移动机构共设置有两个，每个移动机构均包

括防护框、提升部件和驱动部件，两个防护框分

别固定连接于储物框两侧。本发明中，通过将未

装载食材的底板放置于储物框内部后，启动热风

机本体，进而使热风机本体能够有效对安装框内

部和底板底部围成空间进行有效预热处理，进而

能够有效加快食材的烘烤效率，同时通过抽风机

能够有效将设备内部较为潮湿的气体排出，进而

有效提高最终成品的实际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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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面包生产用的烘焙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储物机构(1)，所述储物机构(1)包括底框(101)、储物框(104)和烘焙部件，所述储物框

(104)固定连接于底框(101)顶部，所述烘焙部件设置于底框(101)和储物框(104)上；

移动机构(2)，所述移动机构(2)共设置有两个，每个所述移动机构(2)均包括防护框

(202)、提升部件和驱动部件，两个所述防护框(202)分别固定连接于储物框(104)两侧，每

个所述防护框(202)一侧外表面均固定连接有防护隔板(203)，每个所述提升部件分别设置

于对应防护框(202)上，每个所述驱动部件均设置于底框(101)和防护框(202)上；以及

载物机构(3)，所述载物机构(3)包括底板(301)、载物板(302)和连动部件，所述底板

(301)设置于储物框(104)内部，所述载物板(302)转动设置于底板(301)顶部中心处，所述

连动部件设置于底板(301)和储物框(104)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包生产用的烘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烘焙部件包括安

装框(102)、热风机本体(103)、四个微波加热装置本体(105)和抽风机(106)，所述安装框

(102)固定连接于底框(101)内部底面，所述安装框(102)内部和储物框(104)内部连通，所

述热风机本体(103)连通设置于安装框(102)上，四个所述微波加热装置本体(105)沿圆周

方向等距固定连接于储物框(104)外表面，所述抽风机(106)设置于储物框(104)顶部。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面包生产用的烘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储物框(104)前

表面靠近顶部边缘中心处开设有出料口，所述储物框(104)前表面位于出料口下方通过螺

栓固定连接有支撑架(107)，所述储物框(104)前表面靠近底部边缘中心处开设有进料口。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面包生产用的烘焙装置，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驱动部件均

包括电机(201)，两个所述电机(201)均通过螺栓固定连接于底框(101)顶部。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面包生产用的烘焙装置，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提升部件均

包括一组支撑轴(204)，每组所述支撑轴(204)共设置有两个，每组两个所述支撑轴(204)均

转动设置于对应防护框(202)内部，每个所述支撑轴(204)外表面靠近两端边缘处均套设有

支撑辊。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面包生产用的烘焙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两个所述支撑轴

(204)一端均延伸至对应防护框(202)外部，且两个支撑轴(204)外表面和对应电机(201)的

输出端之间通过皮带与皮带轮传动连接。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面包生产用的烘焙装置，其特征在于：八个所述支撑辊共分

为四组，每组两个支撑辊外表面之间均套设有连动带(205)，四个所述连动带(205)共分为

两组，每组两个所述连动带(205)相对外表面之间且沿边缘方向均等距转动连接有多个移

动杆(206)，每个所述移动杆(206)外表面中心处均滑动套设有提升架(208)，每个所述移动

杆(206)外表面靠近两端边缘处固定连接有限位块(207)。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面包生产用的烘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动部件包括第

一齿板(307)、第二齿板(308)和限位框，所述第一齿板(307)和第二齿板(308)均固定连接

于储物框(104)后内壁，所述限位框固定连接于底板(301)底部，所述限位框两侧相对内表

壁中心处之间转动连接有固定轴，所述固定轴外表面位于限位框内部套设有连动齿轮

(306)，所述连动齿轮(306)和第一齿板(307)与第二齿板(308)均啮合连接，所述固定轴外

表面位于限位框外部套设有第一锥形齿轮(305)，所述载物板(302)外表面靠近位于底板

(301)下方套设有第二锥形齿轮(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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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面包生产用的烘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301)底部

靠近中心处固定连接有定位框，所述定位框两侧相对内表壁中心处之间转动连接有连动杆

(304)，所述连动杆(304)两端均延伸至定位框外部，所述连动杆(304)外表面靠近一端边缘

处也套设有第一锥形齿轮(305)，两个所述第一锥形齿轮(305)啮合连接，所述连动杆(304)

外表面靠近另一端边缘处也套设有第二锥形齿轮(303)，两个所述第二锥形齿轮(303)啮合

连接。

10.一种面包生产用的烘焙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使用了权利要求1‑9中任意

一项所述的一种面包生产用的烘焙装置，包括以下步骤：

S1、预处理：将一个未承载食材的底板(301)通过进料口放置于储物框(104)内部，再启

动热风机本体(103)，使热风机本体(103)对安装框(102)和底板(301)底部之间空间进行升

温处理，当温度达到一定高度时，启动电机(201)，进而使两个移动机构(2)通过提升架

(208)向上移动底板(301)，再依次向储物框(104)内部投入承载有食材的底板(301)；

S2、连续烘焙：当S1中未承载食材的底板(301)上升时，同时启动微波加热装置本体

(105)和抽风机(106)，每当底板(301)到达出料口位置时，通过支撑架(107)将底板(301)抽

出，同时将承载未烘焙食材的底板(301)送入储物框(104)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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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面包生产用的烘焙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烘焙设备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面包生产用的烘焙装置及其使用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烘焙又称为烘烤、焙烤，是指在物料燃点之下通过干热的方式使物料脱水变干变

硬的过程，但是现有技术中，现有烘焙设备实际使用过程中多只能进行一定量食材的烘烤，

同时只有在烘烤结束后才能进行新一轮食材的烘烤处理，进而使设备实际烘烤效率较低，

同时每次烘烤结束和新一轮食材的烘烤都需要进行设备的频繁停起，进而使设备内部温度

容易发生较大波动，进而影响设备实际使用效果。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通过将未装载食材的底板放置于储物框内部后，启动热风机

本体，进而使热风机本体能够有效对安装框内部和底板底部围成空间进行有效预热处理，

进而当安装框内部温度上升至适宜温度后，启动两侧移动机构和微波加热装置本体，在电

机的带动下使提升架能够在限位块的位置限制下跟随连动带进行位置移动，进而能够有效

将储物框内部的底板向上升起，当未承载食材的底板上升到一定高度后，将承载有食材的

底板放入储物框内部，进而在安装框内部温度的影响下能够有效进行食材的预热处理，同

时不断循环移动的提升架能够有效将承载有食材的底板向上提升起，当底板在上移的过程

中，连动齿轮将在第一齿板的位置限制下进行旋转，进而使固定轴能够通过第一锥形齿轮

带动连动杆进行旋转，进而使旋转的连动杆能够通过第二锥形齿轮带动载物板进行有效旋

转，进而使食材在储物框里能够不断进行位置调整，进而使食材能够得到充分的烘烤，同时

由于不同高度底板之间的间隔，进而使相邻底板之间能够形成较为密闭的空间，进而使设

备能够有效进行食材的烘烤，当食材完成烘烤到达出料口处时，通过支撑架能够便捷将承

载完成烘烤的食材的底板取出，同时通过进料口及时向储物框内部补充未烘烤的食材，进

而使设备能够连续进行食材的烘烤处理，进而有效提高设备实际使用效果。

[0004]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面包生产用的烘焙装置，包括：

[0005] 储物机构，所述储物机构包括底框、储物框和烘焙部件，所述储物框固定连接于底

框顶部，所述烘焙部件设置于底框和储物框上；

[0006] 移动机构，所述移动机构共设置有两个，每个所述移动机构均包括防护框、提升部

件和驱动部件，两个所述防护框分别固定连接于储物框两侧，每个所述防护框一侧外表面

均固定连接有防护隔板，每个所述提升部件分别设置于对应防护框上，每个所述驱动部件

均设置于底框和防护框上；以及

[0007] 载物机构，所述载物机构包括底板、载物板和连动部件，所述底板设置于储物框内

部，所述载物板转动设置于底板顶部中心处，所述连动部件设置于底板和储物框上。

[0008] 其中，所述烘焙部件包括安装框、热风机本体、四个微波加热装置本体和抽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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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安装框固定连接于底框内部底面，所述安装框内部和储物框内部连通，所述热风机本

体连通设置于安装框上，四个所述微波加热装置本体沿圆周方向等距固定连接于储物框外

表面，所述抽风机设置于储物框顶部。

[0009] 其中，所述储物框前表面靠近顶部边缘中心处开设有出料口，所述储物框前表面

位于出料口下方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支撑架，所述储物框前表面靠近底部边缘中心处开设

有进料口。

[0010] 其中，每个所述驱动部件均包括电机，两个所述电机均通过螺栓固定连接于底框

顶部。

[0011] 其中，每个所述提升部件均包括一组支撑轴，每组所述支撑轴共设置有两个，每组

两个所述支撑轴均转动设置于对应防护框内部，每个所述支撑轴外表面靠近两端边缘处均

套设有支撑辊。

[0012] 其中，其中两个所述支撑轴一端均延伸至对应防护框外部，且两个支撑轴外表面

和对应电机的输出端之间通过皮带与皮带轮传动连接。

[0013] 其中，八个所述支撑辊共分为四组，每组两个支撑辊外表面之间均套设有连动带，

四个所述连动带共分为两组，每组两个所述连动带相对外表面之间且沿边缘方向均等距转

动连接有多个移动杆，每个所述移动杆外表面中心处均滑动套设有提升架，每个所述移动

杆外表面靠近两端边缘处固定连接有限位块。

[0014] 其中，所述连动部件包括第一齿板、第二齿板和限位框，所述第一齿板和第二齿板

均固定连接于储物框后内壁，所述限位框固定连接于底板底部，所述限位框两侧相对内表

壁中心处之间转动连接有固定轴，所述固定轴外表面位于限位框内部套设有连动齿轮，所

述连动齿轮和第一齿板与第二齿板均啮合连接，所述固定轴外表面位于限位框外部套设有

第一锥形齿轮，所述载物板外表面靠近位于底板下方套设有第二锥形齿轮。

[0015] 其中，所述底板底部靠近中心处固定连接有定位框，所述定位框两侧相对内表壁

中心处之间转动连接有连动杆，所述连动杆两端均延伸至定位框外部，所述连动杆外表面

靠近一端边缘处也套设有第一锥形齿轮，两个所述第一锥形齿轮啮合连接，所述连动杆外

表面靠近另一端边缘处也套设有第二锥形齿轮，两个所述第二锥形齿轮啮合连接。

[0016] 一种面包生产用的烘焙装置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7] S1、预处理：将一个未承载食材的底板通过进料口放置于储物框内部，再启动热风

机本体，使热风机本体对安装框和底板底部之间空间进行升温处理，当温度达到一定高度

时，启动电机，进而使两个移动机构通过提升架向上移动底板，再依次向储物框内部投入承

载有食材的底板；

[0018] S2、连续烘焙：当S1中未承载食材的底板上升时，同时启动微波加热装置本体和抽

风机，每当底板到达出料口位置时，通过支撑架将底板抽出，同时将承载未烘焙食材的底板

送入储物框内部。

[0019] 综上所述，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0] (1)本发明中，当安装框内部温度上升至适宜温度后，启动两侧移动机构和微波加

热装置本体，在电机的带动下使提升架能够在限位块的位置限制下跟随连动带进行位置移

动，进而能够有效将储物框内部的底板向上升起，当未承载食材的底板上升到一定高度后，

将承载有食材的底板放入储物框内部，进而在安装框内部温度的影响下能够有效进行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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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热处理，同时不断循环移动的提升架能够有效将承载有食材的底板向上提升起，当底

板在上移的过程中，连动齿轮将在第一齿板的位置限制下进行旋转，进而使固定轴能够通

过第一锥形齿轮带动连动杆进行旋转，进而使旋转的连动杆能够通过第二锥形齿轮带动载

物板进行有效旋转，进而使食材在储物框里能够不断进行位置调整，进而使食材能够得到

充分的烘烤，同时由于不同高度底板之间的间隔，进而使相邻底板之间能够形成较为密闭

的空间，进而使设备能够有效进行食材的烘烤，当食材完成烘烤到达出料口处时，通过支撑

架能够便捷将承载完成烘烤的食材的底板取出，同时通过进料口及时向储物框内部补充未

烘烤的食材，进而使设备能够连续进行食材的烘烤处理，进而有效提高设备实际使用效果。

[0021] (2)本发明中，通过将未装载食材的底板放置于储物框内部后，启动热风机本体，

进而使热风机本体能够有效对安装框内部和底板底部围成空间进行有效预热处理，进而能

够有效加快食材的烘烤效率，同时通过抽风机能够有效将设备内部较为潮湿的气体排出，

进而有效提高最终成品的实际质量。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的正视立体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的后视立体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的正视剖视展开立体图；

[0025] 图4为本发明的储物机构正视剖视展开立体图；

[0026] 图5为本发明的移动机构正视剖视展开立体图；

[0027] 图6为本发明的图5中A部分放大图；

[0028] 图7为本发明的载物机构正视剖视立体图；

[0029] 图8为本发明的图7中B部分放大图；

[0030] 图9为本发明的图7中C部分放大图。

[0031] 图中标记：1、储物机构；101、底框；102、安装框；103、热风机本体；104、储物框；

105、微波加热装置本体；106、抽风机；107、支撑架；2、移动机构；201、电机；202、防护框；

203、防护隔板；204、支撑轴；205、连动带；206、移动杆；207、限位块；208、提升架；3、载物机

构；301、底板；302、载物板；303、第二锥形齿轮；304、连动杆；305、第一锥形齿轮；306、连动

齿轮；307、第一齿板；308、第二齿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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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

用于限定本发明。

[0033] 实施例一，参照图1‑9：一种面包生产用的烘焙装置，包括：储物机构1，储物机构1

包括底框101、储物框104和烘焙部件，底框101的设立提供设备其他功能部件设置的安装基

础，储物框104的设立方便进行设备其他功能部件的安装设置，储物框104固定连接于底框

101顶部，烘焙部件设置于底框101和储物框104上，移动机构2，移动机构2共设置有两个，每

个移动机构2均包括防护框202、提升部件和驱动部件，防护框202的设立方便进行设备其他

功能部件的安装设置，两个防护框202分别固定连接于储物框104两侧，每个防护框202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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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面均固定连接有防护隔板203，防护隔板203的设立能够有效减小储物框104内部温度

对移动机构2内部功能部件的影响，每个提升部件分别设置于对应防护框202上，每个驱动

部件均设置于底框101和防护框202上，以及载物机构3，载物机构3包括底板301、载物板302

和连动部件，底板301的设立方便进行设备其他功能部件的安装设置，载物板302的设立能

够有效进行食材的存储放置，底板301设置于储物框104内部，载物板302转动设置于底板

301顶部中心处，连动部件设置于底板301和储物框104上。

[0034] 参照图3‑9：烘焙部件包括安装框102、热风机本体103、四个微波加热装置本体105

和抽风机106，安装框102的设立方便进行设备其他功能部件的安装设置，热风机本体103的

设立能够提供设备正常运行所需的热流动气流，热风机本体103的结构及原理属于现有技

术，这里不做详细介绍，其型号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进行选择，微波加热装置本体105的设

立提供设备正常运行所需热源，微波加热装置本体105的结构及原理属于现有技术，这里不

做详细介绍，其型号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进行选择，安装框102固定连接于底框101内部底

面，安装框102内部和储物框104内部连通，热风机本体103连通设置于安装框102上，四个微

波加热装置本体105沿圆周方向等距固定连接于储物框104外表面，抽风机106设置于储物

框104顶部，抽风机106的设立能够有效将储物框104内部较为潮湿的空气排出，进而有效确

保最终成品实际质量，储物框104前表面靠近顶部边缘中心处开设有出料口，出料口的设立

方便将烘烤后的食材取出，储物框104前表面位于出料口下方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支撑架

107，储物框104前表面靠近底部边缘中心处开设有进料口，进料口的设立使未烘烤的食材

能够有效放入储物框104内部，每个驱动部件均包括电机201，电机201的设立提供移动机构

2正常运行所需动力，电机201的结构及原理属于现有技术，这里不做详细介绍，其型号可根

据实际使用情况进行选择，两个电机201均通过螺栓固定连接于底框101顶部，每个提升部

件均包括一组支撑轴204，支撑轴204的设立方便进行支撑辊的安装设置，每组支撑轴204共

设置有两个，每组两个支撑轴204均转动设置于对应防护框202内部，每个支撑轴204外表面

靠近两端边缘处均套设有支撑辊，支撑辊的设立方便进行连动带205的安装设置，其中两个

支撑轴204一端均延伸至对应防护框202外部，且两个支撑轴204外表面和对应电机201的输

出端之间通过皮带与皮带轮传动连接，八个支撑辊共分为四组，每组两个支撑辊外表面之

间均套设有连动带205，连动带205的设立方便进行移动杆206的安装设置，四个连动带205

共分为两组，每组两个连动带205相对外表面之间且沿边缘方向均等距转动连接有多个移

动杆206，移动杆206的设立方便进行限位块207和提升架208的安装设置，每个移动杆206外

表面中心处均滑动套设有提升架208，提升架208的设立配合限位块207能够有效进行底板

301的提升移动，每个移动杆206外表面靠近两端边缘处固定连接有限位块207，连动部件包

括第一齿板307、第二齿板308和限位框，第一齿板307的设立能够使底板301移动过程中带

动连动齿轮306进行旋转，第二齿板308的设立使底板301放入储物框104后连动齿轮306能

够有效与第一齿板307进行有效啮合连接，第一齿板307和第二齿板308均固定连接于储物

框104后内壁，限位框固定连接于底板301底部，限位框两侧相对内表壁中心处之间转动连

接有固定轴，固定轴的设立方便进行连动齿轮306和第一锥形齿轮305的安装设置，固定轴

外表面位于限位框内部套设有连动齿轮306，连动齿轮306和第一齿板307与第二齿板308均

啮合连接，固定轴外表面位于限位框外部套设有第一锥形齿轮305，第一锥形齿轮305的设

立使固定轴能够有效带动连动杆304进行旋转，载物板302外表面靠近位于底板301下方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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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第二锥形齿轮303，第二锥形齿轮303的设立使连动杆304能够有效带动载物板302进行

有效旋转，底板301底部靠近中心处固定连接有定位框，定位框的设立方便进行连动杆304

的安装设置，定位框两侧相对内表壁中心处之间转动连接有连动杆304，连动杆304两端均

延伸至定位框外部，连动杆304外表面靠近一端边缘处也套设有第一锥形齿轮305，两个第

一锥形齿轮305啮合连接，连动杆304外表面靠近另一端边缘处也套设有第二锥形齿轮303，

两个第二锥形齿轮303啮合连接。

[0035] 一种面包生产用的烘焙装置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步骤一、预处理：将一个

未承载食材的底板301通过进料口放置于储物框104内部，再启动热风机本体103，使热风机

本体103对安装框102和底板301底部之间空间进行升温处理，当温度达到一定高度时，启动

电机201，进而使两个移动机构2通过提升架208向上移动底板301，再依次向储物框104内部

投入承载有食材的底板301，步骤二、连续烘焙：当步骤一中未承载食材的底板301上升时，

同时启动微波加热装置本体105和抽风机106，每当底板301到达出料口位置时，通过支撑架

107将底板301抽出，同时将承载未烘焙食材的底板301送入储物框104内部。

[0036] 使用时，通过将未装载食材的底板301放置于储物框104内部后，启动热风机本体

103，进而使热风机本体103能够有效对安装框102内部和底板301底部围成空间进行有效预

热处理，进而当安装框102内部温度上升至适宜温度后，启动两侧移动机构2和微波加热装

置本体105，在电机201的带动下使提升架208能够在限位块207的位置限制下跟随连动带

205进行位置移动，进而能够有效将储物框104内部的底板301向上升起，当未承载食材的底

板301上升到一定高度后，将承载有食材的底板301放入储物框104内部，进而在安装框102

内部温度的影响下能够有效进行食材的预热处理，同时不断循环移动的提升架208能够有

效将承载有食材的底板301向上提升起，当底板301在上移的过程中，连动齿轮306将在第一

齿板307的位置限制下进行旋转，进而使固定轴能够通过第一锥形齿轮305带动连动杆304

进行旋转，进而使旋转的连动杆304能够通过第二锥形齿轮303带动载物板302进行有效旋

转，进而使食材在储物框104里能够不断进行位置调整，进而使食材能够得到充分的烘烤，

同时由于不同高度底板301之间的间隔，进而使相邻底板301之间能够形成较为密闭的空

间，进而使设备能够有效进行食材的烘烤，当食材完成烘烤到达出料口处时，通过支撑架

107能够便捷将承载完成烘烤的食材的底板301取出，同时通过进料口及时向储物框104内

部补充未烘烤的食材，进而使设备能够连续进行食材的烘烤处理，进而有效提高设备实际

使用效果。

[003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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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8/8 页

16

CN 113575624 A

16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DRA00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