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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投料产品技术领域，具体公开一

种自动投料机，包括底盖、本体和上盖，所述本体

包括第一本体和第二本体部，所述第一本体的底

部设有与内锅盖的顶部开口位置对应的中心下

料口，所述第一本体内部设有内凹的中心筒，所

述上盖的顶部从上至下设有贯穿过本体的中心

筒体并延伸至中心下料口位置的中心轴，所述中

心轴的底端部用于堵住中心下料口的塔形堵头，

所述第二本体内安装有温控开关装置，以及安装

在温控开关装置上的控制架装置，所述第一本体

顶部设有用于锁紧或解锁中心轴的锁扣装置，控

制架装置触碰锁扣装置后解锁中心轴。该自动投

料机能有效地根据预约时间的设定进行均匀投

料，结构简单，易于清洗，较好地保证投料时间，

能做到精准投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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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投料机，其特征在于：包括底盖、本体和上盖，所述底盖安装在容器的顶盖

的顶部开口位置，所述本体安装在底盖上，所述本体包括第一本体和第二本体部，所述第一

本体的底部设有与内锅盖的顶部开口位置对应的中心下料口，所述第一本体的中心处设有

内凹的中心筒，所述上盖的顶部从上至下设有贯穿过本体的中心筒体并延伸至中心下料口

位置的中心轴，所述中心轴的顶部设有露出在上盖外的中心轴控制按钮，所述中心轴的底

端部用于堵住中心下料口的塔形堵头，所述第二本体内安装有温控开关装置，以及安装在

温控开关装置上的控制架装置，所述第一本体顶部设有用于锁紧或解锁中心轴的锁扣装

置，所述控制架装置触碰锁扣装置后解锁中心轴；所述控制架装置包括楔形控制架头部和

连接轴，所述温控开关装置包括温控开关元件和开关盖，所述连接轴的底部固定连接在温

控开关元件上，所述楔形控制架头部与锁扣装置抵触接触；

所述楔形控制架头部上固定有复位按钮；

所述锁扣装置包括锁扣头、锁杆、锁扣盖及置于锁杆底部的锁杆复位弹簧，所述中心轴

的上端部设有定位卡槽，所述锁杆的末端部在定位卡槽位置处用于拴锁住中心轴，所述锁

扣头与楔形控制架头部抵触接触；

所述本体的顶部设有用于支撑锁杆复位弹簧的弹簧支撑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投料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心轴外套设有一中心轴复位

弹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投料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上盖上设有一加料口，所述加

料口上设有一防尘盖。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投料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本体和第二本体一体化制

作而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投料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本体是底部为开口的筒

体，所述底盖的上部开口处为漏斗状，所述第一本体与底盖之间为可旋开的拆卸式设计。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7550301 B

2



一种自动投料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物料投放产品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自动投料机。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电饭锅产品种类繁多，因为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电饭锅的智能化

功能也越来越多，例如，预约煮饭或煮粥功能，通过预约给人们的煮饭或煮粥带来方便，节

约时间，但现有的带有预约功能的电饭锅，其都是需要先将米和水按相应比例置于电饭锅

的内胆里，当预约时间到时即实现煮饭或煮粥功能，该种功能的电饭锅由于米和水都是同

时下锅，米在水中浸泡时间过长，极大地影响了煮出来粥和饭的口感。另外，如果在夏天温

度过高时，大米在水中长时间浸泡营养成分易丢失且容易发酸变质，食用后影响人体的健

康。

[0003] 为了解决预约时米在水中长时间浸泡的问题，也有人发明了一种具有自动投料功

能的投料器，例如按时投料或者通过活动锅具底部来实现自动投料，其结构复杂，且易投料

不均匀，这样会造成煮出的饭生熟程度不一，很难烹饪出口感好的饭或粥。

[0004] 此外，在其他一些需要预约后需要投料的场所，不能准确地根据实际需要预定的

时间进行投料，给投料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

[0005] 因此，研发一种结构简单，且便于控制投料量，投料均匀一致的自动投料机迫在眉

睫。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公开一种自动投料机，该自动投料机能有

效地根据预约时间的设定进行均匀下料，结构简单，易于清洗，较好地保持了粥饭的营养和

口感。

[0007] 为了达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是按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8]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自动投料机，包括底盖、本体和上盖，所述底盖安装在容器的顶

盖的顶部开口位置，所述本体安装在底盖上，所述本体包括第一本体和第二本体部，所述第

一本体的底部设有与内锅盖的顶部开口位置对应的中心下料口，所述第一本体的中心处设

有内凹的中心筒，所述上盖的顶部从上至下设有贯穿过第一本体的中心筒体并延伸至中心

下料口位置的中心轴，所述中心轴的顶部设有露出在上盖外的中心轴控制按钮，所述中心

轴的底端部用于堵住中心下料口的塔形堵头，所述第二本体内安装有温控开关装置，以及

安装在温控开关装置上的控制架装置，所述第一本体顶部设有用于锁紧或解锁中心轴的锁

扣装置，所述控制架装置触碰锁扣装置后解锁中心轴。

[0009] 作为上述技术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控制架装置包括楔形控制架头部和连接轴，所

述温控开关装置包括温控开关元件和开关盖，所述连接轴的底部固定连接在温控开关元件

上，所述楔形控制架头部与锁扣装置抵触接触。

[0010] 作为上述技术的更进一步改进，所述楔形控制架头部上固定有复位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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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作为上述技术的更进一步改进，所述锁扣装置包括锁扣头、锁杆、锁扣盖及置于锁

杆底部的锁杆复位弹簧，所述中心轴的上端部设有定位卡槽，所述锁杆的末端部在定位卡

槽位置处用于拴锁住中心轴，所述锁头与楔形控制架头部抵触接触。

[0012] 作为上述技术的更进一步改进，所述本体的顶部设有用于支撑锁杆复位弹簧的弹

簧支撑架。

[0013] 作为上述技术的更进一步改进，所述中心轴外套设有一中心轴复位弹簧。

[0014] 作为上述技术的更进一步改进，所述上盖上设有一加料口，所述加料口上设有一

防尘盖。

[0015] 所述第一本体是底部为开口的筒体，所述底盖的上部开口处为为漏斗状，所述第

一本体与底盖之间为可旋开的拆卸式设计。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7] (1)本发明所述的自动投料机，预约时，当容器中的水加热到一定温度时，温控开

关装置启动，控制锁扣装置对中心轴解锁，解锁后的中心轴会克服中心轴复位弹簧的回复

力上升，带动塔形堵头上升并离开中心下料口，这样，第一本体内的粒料或液态物料会自动

滑落至内锅内进行烹饪，下料均匀，使用方便可靠；

[0018] (2)本发明所述的自动投料机，通过同时操作中心轴按钮和复位按钮就能实现复

位工作，使得塔形堵头重新堵塞住下料口，如此循环，使用简单方便。

[0019] (3)本发明所述的自动投料机，自动投料过程为纯机械式操作方法，拆装维修清洗

都极为方便，此外也能节能降耗。

附图说明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详细的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所述的自动投料机结构示意图一(下料之前)；

[0022] 图2是本发明所述的自动投料机结构示意图二(下料状态)；

[0023] 图3是本发明所述的自动投料机分解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本实施例是以给预约功能的电饭锅进行定时投料的自动投料机进行说明的：

[0025] 如图1至图3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自动投料机，包括底盖1、本体2和上盖3，所述

底盖1安装在电饭锅的内锅盖10的顶部开口位置，所述本体2安装在底盖1上，所述本体2  包

括一体化制作的第一本体21和第二本体22，所述第一本体21的底部设有与内锅盖的顶部开

口位置对应的中心下料口211，所述第一本体21的中心处设有内凹的中心筒体212，所述上

盖3的顶部从上至下设有贯穿过第一本体21的中心筒212并延伸至中心下料口211位置的中

心轴213，所述中心轴213外套设有一中心轴复位弹簧215，所述中心轴213的顶部设有露出

在上盖3外的中心轴控制按钮216，所述中心轴213的底端部用于堵住中心下料口211的塔形

堵头214，所述第二本体2内安装有温控开关装置4，以及安装在温控开关装置4上的控制架

装置5，所述第一本体2顶部设有用于锁紧或解锁中心轴213的锁扣装置6，所述控制架装置5

触碰锁扣装置6后解锁中心轴213。

[0026] 如图1至图3所示，所述控制架装置5包括楔形控制架头部51和连接轴52，所述温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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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装置4包括温控开关元件41和开关盖42，所述连接轴52的底部固定连接在温控开关元

件41上，所述楔形控制架头部51与锁扣装置6抵触接触，且所述楔形控制架头部51上固定有

复位按钮7。所述锁扣装置6包括锁扣头61、锁杆62、锁扣盖63及置于锁杆62底部的锁杆复位

弹簧64，所述中心轴213的上端部设有定位卡槽2131，所述锁杆62的末端部在定位卡槽2131

位置处用于拴锁住中心轴213，所述锁扣头61与楔形控制架头部51抵触接触，且所述第一本

体21的顶部设有用于支撑锁杆复位弹簧64的弹簧支撑架217。

[0027] 在本发明中，为了便于加米及防尘，所述上盖3上设有一加料口31，所述加料口31

上设有一防尘盖8。

[0028] 所述第一本体21是底部为开口的筒体，所述底盖1的上部开口处为为漏斗状，所述

第一本体21与底盖1之间为可旋开的拆卸式设计，这样方便对塔形堵头214进行安装、拆卸

及清洗，确保较好地清洁卫生效果。

[0029] 以下具体说明本发明的工作过程：

[0030] (1)如图1所示，自动投料机的初始状态是：按下中心轴控制按钮216，接着再按下

复位按钮7，此时，中心轴213下降，带动塔形堵头214下降，当中心轴214下降至一定位置时，

即中心轴213上的定位卡槽2131落到所述锁杆62的末端部位置时，所述中心轴复位弹簧215

处于被压缩状态，同时，锁杆62对中心轴213进行栓锁，而且，此时温控开关装置4 处于初始

未工作状态，锁扣头61是被楔形控制架头部51紧紧的抵触接触，锁杆复位弹簧64 向内被压

缩。在上述状态下，所述中心轴213不会被弹起，且塔形堵头214堵紧中心下料口  211，这样，

第一本体21的底部即为封闭式的，可以用于盛装大米或其他谷物豆类等食材，需要预约煮

饭或煮粥时，将第一本体21内装入适量的大米等食材，容器里注入适量的水，并进行预约设

定即可。

[0031] (2)当到设定的预约时间时，内锅内的水被加热至一定温度时，此时，水温的升高

会触发温控开关装置4的温控开关元件41工作，当温度到一定的数值时，温控开关元件41内

的磁性消失，所述的控制架装置5的连接轴52会在温控开关元件41磁性消失解除吸力的情

况下向上移动，进而带动楔形控制架头部51会上升，上升的楔形控制架头部51会顶开复位

按钮7，与此同时，楔形控制架头部51与锁扣头61脱离接触，这样锁扣头61和锁杆62在锁杆

复位弹簧64回复力的作用下会向外侧移动，从而使得锁杆62对中心轴213进行解除锁定，这

时，中心轴复位弹簧215解除压缩，中心轴复位弹簧的215的向上回弹力会克服第一本体  21

内压在塔形堵头214上米的重力，中心轴213会连同塔形堵头214向上被弹起，即此时塔形堵

头214上升并离开中心下料口211的位置，即中心下料口211完全打开状态，这样大米等食材

会从中心下料口211的位置逐步的滑落至内锅内进行烹煮(如图2所示)；

[0032] (3)当加米工作结束后，人手按压住中心轴按钮216，并同时按下复位按钮7，复位

按钮7连动楔形控制架头部51向下运动，当楔形控制架头部51重新抵触到锁扣头61上时，锁

杆复位弹簧64重新被压缩，从而带动锁杆62、锁扣头61向内侧移动，当锁杆62末端的锁定位

置重新卡到中心轴213上的定位卡槽2131时，锁杆62对中心轴213进行栓锁，中心轴复位弹

簧的215被压缩，此时，塔形堵头214刚好完整地落到中心下料口211的位置，对中心下料口

211进行堵塞，控制架装置5、温控开关装置4也均重新复位，从而完成一个完整的加料工作

循环过程。

[0033] 本发明不限制于配合电饭锅进行加米用，其能适用于其他投料的任意场合，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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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的料为粒料或液态等，使用范围广。

[0034] 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实施方式，凡是对本发明的各种改动或变型不脱离本发明

的精神和范围，倘若这些改动和变型属于本发明的权利要求和等同技术范围之内，则本发

明也意味着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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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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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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