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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家用自动化烙饼设备，包括外壳、和面

部分和烙饼部分；所述的外壳放置在地上，外壳

上设有按钮和显示屏，人工可根据需要的饼子的

大小及个数进行设定，外壳的上端面和侧面设有

开合门，人工可打开上面的开合门放置面粉和

水，打开侧面的开合门可取出烙好的饼；和面部

分和烙饼部分安装在外壳的内部，和面部分位于

烙饼部分的上方；和面部分将烙饼需要的面团和

好放入到烙饼部分中，烙饼部分进行烙饼；节省

人力物力及成本的同时，保证烙饼的质量，提升

口感，为人的身体健康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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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家用自动化烙饼设备，包括外壳（1）、和面部分（2）和烙饼部分（3）；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外壳（1）放置在地上，外壳（1）上设有按钮和显示屏，人工可根据需要的饼子的大小

及个数进行设定，外壳（1）的上端面和侧面设有开合门，人工可打开上面的开合门放置面粉

和水，打开侧面的开合门可取出烙好的饼；和面部分（2）和烙饼部分（3）安装在外壳（1）的内

部，和面部分（2）位于烙饼部分（3）的上方；和面部分（2）将烙饼需要的面团和好放入到烙饼

部分（3）中，烙饼部分（3）进行烙饼；

所述的和面部分（2）包括：框架（201）、量筒（202）、和面盆（203）、圆杆A（204）、圆杆B

（205）、圆杆C（206）、圆杆D（207）、齿条A（208）、齿条B（209）、半圆板（210）、电机A（211）、丝杆

（212）和卡扣（213）；所述的框架（201）固定安装在外壳（1）的内部，量筒（202）有两个，一个

放水一个放面粉，放水的量筒（202）下端设有一个开关阀门，阀门上固定安装有一个内棘

轮，这个内棘轮的外围设有一圈轮齿，两个量筒（202）分别固定安装在框架（201）上端板子

的两个圆孔里；和面盆（203）通过杆子滑动安装在框架（201）上的杆子的凹槽里，且和面盆

（203）位于两个量筒（202）的下方，和面盆（203）的侧面设有两个齿条；圆杆A（204）转动安装

在框架（201）上的圆孔里，圆杆A（204）的一端设有一个齿轮，这个齿轮与和面盆（23）侧面的

一个齿条相互啮合；圆杆B（205）转动安装在框架（201）上的圆孔里，圆杆B（205）的一端设有

一个齿轮，这个齿轮与和面盆（203）侧面的另一个齿条相互啮合；圆杆C（206）转动安装在框

架（201）上的圆孔里，圆杆C（206）的一端设有一个齿轮，圆杆C（206）与圆杆A（204）通过同步

带连接；圆杆D（207）转动安装在框架（201）上的圆孔里，圆杆D（207）的一端设有一个齿轮，

圆杆D（207）与圆杆B（205）通过同步带连接；齿条A（208）滑动安装在框架（201）上端的板子

的凹槽里，齿条A（208）与圆杆C（206）一端的齿轮相互啮合，齿条A（208）下端设有一个挡板，

这个挡板可以可通过齿条A（208）的移动挡住或者打开装面粉的量筒（202）的下端，初始为

位置时，齿条A（208）上的挡板不挡在装面粉的量筒（202）的下端；齿条B（209）滑动安装在框

架（201）上端的板子的凹槽里，齿条B（209）的一侧有一段距离上没有轮齿，在齿条B（209）移

动到有轮齿的部位会与装水的量筒（202）下端阀门上的内棘轮的轮齿相互啮合，齿条B

（209）的另一侧始终有轮齿的且与圆杆D（207）一端的齿轮相互啮合；半圆板（210）有两个，

两个半圆板（20）滑动安装在和面盆（203）的下端，两个半圆板（210）合并时，关闭和面盆

（203）的下端，两个半圆板（210）打开时，则打开和面盆（203）的下端，半圆板（210）的侧面设

有一个带凹槽的小圆柱；电机A（211）固定安装在框架（201）的上端面，其电机轴穿过框架

（201）上的杆子的圆孔；丝杆（212）有两个，两个丝杆（212）分别转动安装在框架（201）的两

侧圆孔里，且两个丝杆（212）上的螺纹相反，两个丝杆（212）与电机A（211）的轴通过同步带

连接；卡扣（213）有两个，两个卡扣（213）分别滑动安装在两个丝杆（212）上，且卡扣（213）的

下端的螺纹孔与丝杆（212）螺纹配合；

所述的烙饼部分（3）包括：支撑板（301）、面记制作机构、翻饼机构、齿条D（316）、抹油机

构、擀饼机构；所述的支撑板（301）固定安装在外壳（1）的内部；面记制作机构安装在支撑板

（301）的上端面，翻饼机构固定安装在支撑板（301）的下面；齿条D（316）固定安装在支撑板

（301）上的凹槽里，抹油机构和擀饼机构滑动安装在支撑板（301）的中间位置的凹槽里；面

积制作机构根据设定将面团处理成大小相等的面记，抹油机构首先给翻饼机构中的圆形锅

（309）抹上一层有，面积制作机构将面记放到齿条B（209）上，然后擀饼机构将面记擀成薄饼

状，由翻饼机构将薄饼制作成熟并翻动薄饼，期间抹油机构给薄饼抹油。

权　利　要　求　书 1/3 页

2

CN 113545684 A

2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用自动化烙饼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框架（201）上端板

子的两个圆孔之间安装有搅面棍。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用自动化烙饼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面记制作机构包

括：丝杠组（302）、过渡桶（303）、支架（304）、丝杠A（305）、压实块（306）和圆杆E（307）；所述

的丝杠组（302）安装支撑板（301）的上端面，过渡桶（303）通过其上的螺纹孔滑动安装在丝

杠组（302）上；支架（304）固定安装在支撑板（301）的上端面，支架（304）的上端设有一个电

机，其电机轴与丝杠A（305）固定连接，丝杠A（305）转动安装在支架（304）上的圆孔里，丝杠A

（305）的下端固定安装有一个齿轮；压实块（306）通过杆子上的螺纹孔滑动安装在丝杠A

（305）上；圆杆E（307）的一端转动安装在支架（304）上的圆孔里，圆杆E（307）上固定安装有

一个齿轮，这个齿轮与丝杠A（305）下端的齿轮相互啮合；

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家用自动化烙饼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圆杆E（307）的另一

端设有一个刀片，这个刀片在过渡桶（303）的下端滑动。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用自动化烙饼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翻饼机构包括：

灶台（308）、圆形锅（309）、滑槽组（310）、移动杆（311）、齿条C（312）、电机B（313）、电机C

（314）和移动盘（315）；所述的灶台（308）固定安装在支撑板（301）的下端；圆形锅（309）放置

在灶台（308）上的灶眼处；滑槽组（310）有两个，两个滑槽组（310）固定安装在灶台（308）的

两侧；移动杆（311）有两个，两个移动杆（311）通过其上的螺纹孔分别滑动安装在两个滑槽

组（310）上，移动杆（311）上转动安装有一个电缸，电缸的缸体部分固定安装有一个齿轮，电

缸的活塞杆端安装有一个伸缩杆，伸缩杆的移动端安装有一个夹饼夹；齿条C（312）通过一

根杆子固定安装在齿条C（312）的内侧，齿条C（312）在移动杆（311）移动到齿条C（312）处时，

齿条C（312）与移动杆（311）上的电缸的缸体部分上齿轮相互啮合；电机B（313）固定安装在

支撑板（301）的内侧，其电机轴与两个滑槽组（310）内的丝杠通过同步带连接；电机C（314）

固定安装在灶台（308）的侧面，其电机轴与一个丝杠固定连接；移动盘（315）通过螺纹孔滑

动安装在与电机C（314）的轴固定连接的丝杠上，移动盘（315）的下端设有弹簧。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用自动化烙饼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抹油机构包括：

电机D（317）、油罐（318）、电机E（319）、转盘（320）、伸缩杆A（321）和齿轮A（322）；所述的电机

D（317）滑动安装在支撑板（301）上的凹槽里，其电机轴上固定安装有一个齿轮，这个齿轮与

齿条D（316）相互啮合；油罐（318）上的固定杆与电机D（317）的轴上的齿轮转动连接，油罐

（318）下端设有出油管；电机E（319）固定安装在油罐（318）的侧面，其电机轴上固定安装有

一个齿轮，转盘（320）转动安装在油罐（318）下端的出油管上，转盘（320）的上端设有一个齿

轮，这个齿轮与电机E（319）下端的齿轮相互啮合；齿轮A（322）固定安装在油罐（318）下端的

出油管上；伸缩杆A（321）有两个，两个伸缩杆A（321）转动安装在转盘（320）上的圆孔里，伸

缩杆A（321）的固定端设有齿轮，这个齿轮与齿轮A（322）相互啮合。

6.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家用自动化烙饼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伸缩杆A（321）的

活塞杆端设有油刷；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用自动化烙饼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擀饼机构包括：电

机F（323）、圆盘（324）、电机G（325）和擀面杖（326）；所述的电机F（323）滑动安装在支撑板

（301）上的凹槽里，其电机轴上固定安装有一个齿轮，这个齿轮与齿条D（316）相互啮合；电

机C（314）通过伸缩杆与电机F（323）的轴转动连接，圆盘（324）的下端设有一圈轮齿；电机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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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固定安装在电机F（323）的上端面，其电机轴与擀面杖（326）的一端的转杆转动连接，

擀面杖（326）的另一端设有一个齿轮，这个齿轮与圆盘（324）下端的轮齿相互啮合。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用自动化烙饼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和面盆（203）的

内部由光滑不易被面团粘连的材质制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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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家用自动化烙饼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智能家居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家用自动化烙饼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烙饼采用的是电烤饼箱或手工烙饼，电烤饼箱烤饼速快，自动化程度较高，但

电烤饼箱不但耗电量大，成本高，价格昂贵，而且电烤饼箱设备占地面积大，适合商业用烤

饼，但不适合居家使用，而且电烤饼箱烤出的饼的口味单一且口味不佳，不受人们所喜爱，

人们普遍还是喜欢手工烙饼，但现有的手动烙饼机，在加工过程中，由于饼子烤熟之后没能

被及时取出，容易使饼子烤焦，同时浪费人的时间，人长时间处于油烟状态会对人的身体健

康带来威胁，为此，需要一种家用自动化烙饼设备，节省人力物力及成本的同时，保证烙饼

的质量，提升口感，为人的身体健康提供保障。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家用自动化烙饼设备，节省人力物力及成

本的同时，保证烙饼的质量，提升口感，为人的身体健康提供保障。

[0004] 本发明所使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家用自动化烙饼设备，包括外壳、和面部分和烙

饼部分；所述的外壳放置在地上，外壳上设有按钮和显示屏，人工可根据需要的饼子的大小

及个数进行设定，外壳的上端面和侧面设有开合门，人工可打开上面的开合门放置面粉和

水，打开侧面的开合门可取出烙好的饼；和面部分和烙饼部分安装在外壳的内部，和面部分

位于烙饼部分的上方；和面部分将烙饼需要的面团和好放入到烙饼部分中，烙饼部分进行

烙饼；

所述的和面部分包括：框架、量筒、和面盆、圆杆A、圆杆B、圆杆C、圆杆D、齿条A、齿

条B、半圆板、电机A、丝杆和卡扣；所述的框架固定安装在外壳的内部，量筒有两个，一个放

水一个放面粉，放水的量筒下端设有一个开关阀门，阀门上固定安装有一个内棘轮，这个内

棘轮的外围设有一圈轮齿，两个量筒分别固定安装在框架上端板子的两个圆孔里；和面盆

通过杆子滑动安装在框架上的杆子的凹槽里，且和面盆位于两个量筒的下方，和面盆的侧

面设有两个齿条；圆杆A转动安装在框架上的圆孔里，圆杆A的一端设有一个齿轮，这个齿轮

与和面盆侧面的一个齿条相互啮合；圆杆B转动安装在框架上的圆孔里，圆杆B的一端设有

一个齿轮，这个齿轮与和面盆侧面的另一个齿条相互啮合；圆杆C转动安装在框架上的圆孔

里，圆杆C的一端设有一个齿轮，圆杆C与圆杆A通过同步带连接；圆杆D转动安装在框架上的

圆孔里，圆杆D的一端设有一个齿轮，圆杆D与圆杆B通过同步带连接；齿条A滑动安装在框架

上端的板子的凹槽里，齿条A与圆杆C一端的齿轮相互啮合，齿条A下端设有一个挡板，这个

挡板可以可通过齿条A的移动挡住或者打开装面粉的量筒的下端，初始为位置时，齿条A上

的挡板不挡在装面粉的量筒的下端；齿条B滑动安装在框架上端的板子的凹槽里，齿条B的

一侧有一段距离上没有轮齿，在齿条B移动到有轮齿的部位会与装水的量筒下端阀门上的

内棘轮的轮齿相互啮合，齿条B的另一侧始终有轮齿的且与圆杆D一端的齿轮相互啮合；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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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板有两个，两个半圆板滑动安装在和面盆的下端，两个半圆板合并时，关闭和面盆的下

端，两个半圆板打开时，则打开和面盆的下端，半圆板的侧面设有一个带凹槽的小圆柱；电

机A固定安装在框架的上端面，其电机轴穿过框架上的杆子的圆孔；丝杆有两个，两个丝杆

分别转动安装在框架的两侧圆孔里，且两个丝杆上的螺纹相反，两个丝杆与电机A的轴通过

同步带连接；卡扣有两个，两个卡扣分别滑动安装在两个丝杆上，且卡扣的下端的螺纹孔与

丝杆螺纹配合；

所述的烙饼部分包括：支撑板、面记制作机构、翻饼机构、齿条D、抹油机构、擀饼机

构；所述的支撑板固定安装在外壳的内部；面记制作机构安装在支撑板的上端面，翻饼机构

固定安装在支撑板的下面；齿条D固定安装在支撑板上的凹槽里，抹油机构和擀饼机构滑动

安装在支撑板的中间位置的凹槽里；面积制作机构根据设定将面团处理成大小相等的面

记，抹油机构首先给翻饼机构中的圆形锅抹上一层有，面积制作机构将面记放到齿条B上，

然后擀饼机构将面记擀成薄饼状，由翻饼机构将薄饼制作成熟并翻动薄饼，期间抹油机构

给薄饼抹油。

[0005] 优选的，所述框架上端板子的两个圆孔之间安装有搅面棍。

[0006] 优选的，所述的面记制作机构包括：丝杠组、过渡桶、支架、丝杠A、压实块和圆杆E；

所述的丝杠组安装支撑板的上端面，过渡桶通过其上的螺纹孔滑动安装在丝杠组上；支架

固定安装在支撑板的上端面，支架的上端设有一个电机，其电机轴与丝杠A固定连接，丝杠A

转动安装在支架上的圆孔里，丝杠A的下端固定安装有一个齿轮；压实块通过杆子上的螺纹

孔滑动安装在丝杠A上；圆杆E的一端转动安装在支架上的圆孔里，圆杆E上固定安装有一个

齿轮，这个齿轮与丝杠A下端的齿轮相互啮合；

优选的，所述的圆杆E的另一端设有一个刀片，这个刀片在过渡桶的下端滑动。

[0007] 优选的，所述的翻饼机构包括：灶台、圆形锅、滑槽组、移动杆、齿条C、电机B、电机C

和移动盘；所述的灶台固定安装在支撑板的下端；圆形锅放置在灶台上的灶眼处；滑槽组有

两个，两个滑槽组固定安装在灶台的两侧；移动杆有两个，两个移动杆通过其上的螺纹孔分

别滑动安装在两个滑槽组上，移动杆上转动安装有一个电缸，电缸的缸体部分固定安装有

一个齿轮，电缸的活塞杆端安装有一个伸缩杆，伸缩杆的移动端安装有一个夹饼夹；齿条C

通过一根杆子固定安装在齿条C的内侧，齿条C在移动杆移动到齿条C处时，齿条C与移动杆

上的电缸的缸体部分上齿轮相互啮合；电机B固定安装在支撑板的内侧，其电机轴与两个滑

槽组内的丝杠通过同步带连接；电机C固定安装在灶台的侧面，其电机轴与一个丝杠固定连

接；移动盘通过螺纹孔滑动安装在与电机C的轴固定连接的丝杠上，移动盘的下端设有弹

簧。

[0008] 优选的，所述的抹油机构包括：电机D、油罐、电机E、转盘、伸缩杆A和齿轮A；所述的

电机D滑动安装在支撑板上的凹槽里，其电机轴上固定安装有一个齿轮，这个齿轮与齿条D

相互啮合；油罐上的固定杆与电机D的轴上的齿轮转动连接，油罐下端设有出油管；电机E固

定安装在油罐的侧面，其电机轴上固定安装有一个齿轮，转盘转动安装在油罐下端的出油

管上，转盘的上端设有一个齿轮，这个齿轮与电机E下端的齿轮相互啮合；齿轮A固定安装在

油罐下端的出油管上；伸缩杆A有两个，两个伸缩杆A转动安装在转盘上的圆孔里，伸缩杆A

的固定端设有齿轮，这个齿轮与齿轮A相互啮合。

[0009] 优选的，所述的伸缩杆A的活塞杆端设有油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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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的，所述的擀饼机构包括：电机F、圆盘、电机G和擀面杖；所述的电机F滑动安

装在支撑板上的凹槽里，其电机轴上固定安装有一个齿轮，这个齿轮与齿条D相互啮合；电

机C通过伸缩杆与电机F的轴转动连接，圆盘的下端设有一圈轮齿；电机G固定安装在电机F

的上端面，其电机轴与擀面杖的一端的转杆转动连接，擀面杖的另一端设有一个齿轮，这个

齿轮与圆盘下端的轮齿相互啮合。

[0010] 优选的，所述的和面盆的内部由光滑不易被面团粘连的材质制作而成。

[0011]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有益效果是：

1.面粉从一个量筒掉入到和面盆中，和面盆向下移动，和面盆侧面的齿条带动圆

杆A和圆杆B一端的齿轮转动，则这两个卡扣分别带动两个半圆板反向移动，打开和面盆的

下端，使和面盆内和好的面掉出，自动将面粉和水根据人设定的数据进行混合并和成面团，

节省了人力。

[0012] 2.过渡桶移动到和面盆的正下方，接住和面盆内掉下的面团，然后过渡桶移动到

压实块的正下方，由于压实块均速下移，圆杆E也是均速转动，所以圆杆E上的刀片将会将面

团切成均匀的面记，保证了烙饼的个头均匀，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保证质量。

[0013] 3.灶台点火，会将圆形锅加热，进行烙饼，移动杆上的电缸的活塞杆端移动，电缸

可以保证大饼和小饼都可以被夹饼夹住，伸缩杆可以保证大饼和小饼都可以被翻个，保证

了饼子被均匀烙熟，提升口感。

[0014]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图3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图5为本发明的和面部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6为本发明的烙饼部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7本发明的烙饼部分中的面记制作机构示意图。

[0020] 图8本发明的烙饼部分中的翻饼机构示意图。

[0021] 图9本发明的烙饼部分中的抹油机构和擀饼机构的组合结构示意图。

[0022] 图10本发明的烙饼部分中的抹油机构示意图。

[0023] 图11本发明的贴膜部分中的擀饼机构示意图。

[0024] 附图标号

1‑外壳；2‑和面部分；3‑烙饼部分；201‑框架；202‑量筒；203‑和面盆；204‑圆杆A；

205‑圆杆B；206‑圆杆C；207‑圆杆D；208‑齿条A；209‑齿条B；210‑半圆板；211‑电机A；212‑丝

杆；213‑卡扣；301‑支撑板；302‑丝杠组；303‑过渡桶；304‑支架；305‑丝杠A；306‑压实块；

307‑圆杆E；308‑灶台；309‑圆形锅；310‑滑槽组；311‑移动杆；312‑齿条C；313‑电机B；314‑

电机C；315‑移动盘；316‑齿条D；317‑电机D；318‑油罐；319‑电机E；320‑转盘；321‑伸缩杆A；

322‑齿轮A；323‑电机F；324‑圆盘；325‑电机G；326‑擀面杖。

[0025]

具体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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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在本发明以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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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7] 在本发明以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

“设置”、“连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

接；可以是直接连接，亦可以是通过中间媒介间接连接，可以是两个部件内部的连通。对于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和示例性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地描述，在此通过发明的示意性

实施例以及说明用来解释本发明，但并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此外，如果已知技术的详细

描述对于示出本发明的特征是不必要的，则将其省略。

[0029] 请参阅图1‑11所示，一种家用自动化烙饼设备，包括外壳1、和面部分2和烙饼部分

3；所述的外壳1放置在地上，外壳1上设有按钮和显示屏，人工可根据需要的饼子的大小及

个数进行设定，外壳1的上端面和侧面设有开合门，人工可打开上面的开合门放置面粉和

水，打开侧面的开合门可取出烙好的饼；和面部分2和烙饼部分3安装在外壳1的内部，和面

部分2位于烙饼部分3的上方；和面部分2将烙饼需要的面团和好放入到烙饼部分3中，烙饼

部分3进行烙饼；

如图4、图5所示的和面部分2包括：框架201、量筒202、和面盆203、圆杆A204、圆杆

B205、圆杆C206、圆杆D207、齿条A208、齿条B209、半圆板210、电机A211、丝杆212和卡扣213；

所述的框架201固定安装在外壳1的内部，量筒202有两个，一个放水一个放面粉，放水的量

筒202下端设有一个开关阀门，阀门上固定安装有一个内棘轮，这个内棘轮的外围设有一圈

轮齿，且这个内棘轮转动一周，正好将和面需要的水全部注入到和面盆203内，两个量筒202

分别固定安装在框架201上端板子的两个圆孔里；和面盆203通过杆子滑动安装在框架201

上的杆子的凹槽里，且和面盆203位于两个量筒202的下方，和面盆203的侧面设有两个齿

条，和面盆203的内部由光滑不易被面团粘连的材质制作而成；圆杆A204转动安装在框架

201上的圆孔里，圆杆A204的一端设有一个齿轮，这个齿轮与和面盆203侧面的一个齿条相

互啮合；圆杆B205转动安装在框架201上的圆孔里，圆杆B205的一端设有一个齿轮，这个齿

轮与和面盆203侧面的另一个齿条相互啮合；圆杆C206转动安装在框架201上的圆孔里，圆

杆C206的一端设有一个齿轮，圆杆C206与圆杆A204通过同步带连接；圆杆D207转动安装在

框架201上的圆孔里，圆杆D207的一端设有一个齿轮，圆杆D207与圆杆B205通过同步带连

接；齿条A208滑动安装在框架201上端的板子的凹槽里，齿条A208与圆杆C206一端的齿轮相

互啮合，齿条A208下端设有一个挡板，这个挡板可以可通过齿条A208的移动挡住或者打开

装面粉的量筒202的下端，初始为位置时，齿条A208上的挡板不挡在装面粉的量筒202的下

端；齿条B209滑动安装在框架201上端的板子的凹槽里，齿条B209的一侧有一段距离上没有

轮齿，在齿条B209移动到有轮齿的部位会与装水的量筒202下端阀门上的内棘轮的轮齿相

互啮合，齿条B209的另一侧始终有轮齿的且与圆杆D207一端的齿轮相互啮合；具体地，将所

需的面粉和水分别倒入到两个量筒202中，面粉从一个量筒202掉入到和面盆203中，和面盆

203向下移动，和面盆203侧面的齿条带动圆杆A204和圆杆B205一端的齿轮转动，圆杆A204

带动圆杆C206转动，圆杆C206带动齿条A208移动，面粉正好倒完，齿条A208上的挡板正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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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面粉的这个量筒202的下端完全关闭，同时圆杆B205带动圆杆D207转动，圆杆D207带动齿

条B209移动，齿条B209移动一段距离，放水的量筒202下端的内棘轮外的轮齿才与齿条B209

一侧的轮齿啮合住，这段距离是放面粉的量筒202正好全部倒出面粉，且齿条A208上挡板完

全关闭方面粉的量筒202的下端，此时齿条B209继续移动，放水的量筒202下端的内棘轮旋

转一周，正好将和面需要的水全部注入到和面盆203内；半圆板210有两个，两个半圆板210

滑动安装在和面盆203的下端，两个半圆板210合并时，关闭和面盆203的下端，两个半圆板

210打开时，则打开和面盆203的下端，半圆板210的侧面设有一个带凹槽的小圆柱；电机

A211固定安装在框架201的上端面，其电机轴穿过框架201上的杆子的圆孔；丝杆212有两

个，两个丝杆212分别转动安装在框架201的两侧圆孔里，且两个丝杆212上的螺纹相反，两

个丝杆212与电机A211的轴通过同步带连接；卡扣213有两个，两个卡扣213分别滑动安装在

两个丝杆212上，且卡扣213的下端的螺纹孔与丝杆212螺纹配合，卡扣213在和面盆203向下

移动，并使半圆板210上的小圆柱插入到卡扣213内后，将半圆板210卡住；具体地，和面盆

203向下正好移动到两个半圆板210上的小圆柱分别插入到两个卡扣213内，并被卡扣213卡

住，电机A211启动，带动两个丝杆212转动，丝杆212带动两个卡扣213反正移动，则这两个卡

扣213分别带动两个半圆板210反向移动，打开和面盆203的下端，使和面盆203内和好的面

掉出；

如图6所示的烙饼部分3包括：支撑板301、面记制作机构、翻饼机构、齿条D316、抹

油机构、擀饼机构；所述的支撑板301固定安装在外壳1的内部；面记制作机构安装在支撑板

301的上端面，翻饼机构固定安装在支撑板301的下面；齿条D316固定安装在支撑板301上的

凹槽里，抹油机构和擀饼机构滑动安装在支撑板301的中间位置的凹槽里；面积制作机构根

据设定将面团处理成大小相等的面记，抹油机构首先给翻饼机构中的圆形锅309抹上一层

有，面积制作机构将面记放到齿条B209上，然后擀饼机构将面记擀成薄饼状，由翻饼机构将

薄饼制作成熟并翻动薄饼，期间抹油机构给薄饼抹油。

[0030] 如图3、图4所示的框架201上端板子的两个圆孔之间安装有搅面棍，搅面棍将和面

盆203内的面粉和水充分搅拌并形成面团。

[0031] 如图7所示的面记制作机构包括：丝杠组302、过渡桶303、支架304、丝杠A305、压实

块306和圆杆E307；所述的丝杠组302安装支撑板301的上端面，过渡桶303通过其上的螺纹

孔滑动安装在丝杠组302上；具体地，过渡桶303移动到和面盆203的正下方，接住和面盆203

内掉下的面团，然后过渡桶303移动到压实块306的正下方；支架304固定安装在支撑板301

的上端面，支架304的上端设有一个电机，其电机轴与丝杠A305固定连接，丝杠A305转动安

装在支架304上的圆孔里，丝杠A305的下端固定安装有一个齿轮；压实块306通过杆子上的

螺纹孔滑动安装在丝杠A305上，压实块306在丝杠A305上向下移动，会挤压过渡桶303内的

面团从过渡桶303的下端出去；圆杆E307的一端转动安装在支架304上的圆孔里，圆杆E307

上固定安装有一个齿轮，这个齿轮与丝杠A305下端的齿轮相互啮合；

如图7所示的圆杆E307的另一端设有一个刀片，这个刀片在过渡桶303的下端滑

动，圆杆E307转动，圆杆E307上的刀片会将过渡桶303下端被挤压出来的面团切成均匀的面

记；具体地，支架304上的电机启动，带动丝杠A305转动，丝杠A305带动压实块306向下移动，

将过渡桶303内的面团向下挤压，同时，丝杠A305带动圆杆E307上的齿轮转动，圆杆E307上

的刀片会将过渡桶303下端被挤压出来的面团切成面记，由于压实块306均速下移，圆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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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07也是均速转动，所以圆杆E307上的刀片将会将面团切成均匀的面记。

[0032] 如图8所示的翻饼机构包括：灶台308、圆形锅309、滑槽组310、移动杆311、齿条

C312、电机B313、电机C314和移动盘315；所述的灶台308固定安装在支撑板301的下端；圆形

锅309放置在灶台308上的灶眼处，灶台308点火，会将圆形锅309加热，进行烙饼；滑槽组310

有两个，两个滑槽组310固定安装在灶台308的两侧；移动杆311有两个，两个移动杆311通过

其上的螺纹孔分别滑动安装在两个滑槽组310上，移动杆311上转动安装有一个电缸，电缸

的缸体部分固定安装有一个齿轮，电缸的活塞杆端安装有一个伸缩杆，伸缩杆的移动端安

装有一个夹饼夹，电缸可以保证大饼和小饼都可以被夹饼夹住，伸缩杆可以保证大饼和小

饼都可以被翻个；齿条C312通过一根杆子固定安装在齿条C312的内侧，齿条C312在移动杆

311移动到齿条C312处时，齿条C312与移动杆311上的电缸的缸体部分上齿轮相互啮合；具

体地，移动杆311上的电缸的活塞杆端移动，活塞杆端的伸缩杆向下移动使其上的夹饼夹夹

住饼子，然后伸缩杆收缩到一定的位置，电机B313启动，带动移动杆311移动，移动杆311上

的齿轮与齿条C312啮合，齿条C312带动移动杆311上的电缸转动半圈，将饼子翻个，电缸可

以保证大饼和小饼都可以被夹饼夹住，伸缩杆可以保证大饼和小饼都可以被翻个；电机

B313固定安装在支撑板301的内侧，其电机轴与两个滑槽组310内的丝杠通过同步带连接；

电机C314固定安装在灶台308的侧面，其电机轴与一个丝杠固定连接；移动盘315通过螺纹

孔滑动安装在与电机C314的轴固定连接的丝杠上，移动盘315的下端设有弹簧，弹簧保证移

动盘315上不论放多少饼子，最上面的饼子的上端面都和圆形锅309的上端面保持水平，方

便移动杆311上的夹饼夹将烙好的饼放置到移动盘315上；

如图9、图10所示的抹油机构包括：电机D317、油罐318、电机E319、转盘320、伸缩杆

A321和齿轮A322；所述的电机D317滑动安装在支撑板301上的凹槽里，其电机轴上固定安装

有一个齿轮，这个齿轮与齿条D316相互啮合；油罐318上的固定杆与电机D317的轴上的齿轮

转动连接，油罐318下端设有出油管，油罐318可在使用时放出少量的油；电机E319固定安装

在油罐318的侧面，其电机轴上固定安装有一个齿轮，转盘320转动安装在油罐318下端的出

油管上，转盘320的上端设有一个齿轮，这个齿轮与电机E319下端的齿轮相互啮合；齿轮

A322固定安装在油罐318下端的出油管上；伸缩杆A321有两个，两个伸缩杆A321转动安装在

转盘320上的圆孔里，伸缩杆A321的固定端设有齿轮，这个齿轮与齿轮A322相互啮合；具体

地，在抹油时，油罐318放出少量的油，电机E319启动，带动转盘320上端的齿轮转动，进而带

动转盘320转动，伸缩杆A321伸长，伸缩杆A321的活塞杆端的油刷将油罐318放出的油刷均

匀。

[0033] 如图9、图10所示的伸缩杆A321的活塞杆端设有油刷；

如图9、图11所示的擀饼机构包括：电机F323、圆盘324、电机G325和擀面杖326；所

述的电机F323滑动安装在支撑板301上的凹槽里，其电机轴上固定安装有一个齿轮，这个齿

轮与齿条D316相互啮合；电机C314通过伸缩杆与电机F323的轴转动连接，圆盘324的下端设

有一圈轮齿；电机G325固定安装在电机F323的上端面，其电机轴与擀面杖326的一端的转杆

转动连接，擀面杖326的另一端设有一个齿轮，这个齿轮与圆盘324下端的轮齿相互啮合；具

体地，电机G325启动，带动擀面杖326在圆盘324的下端面转动，将面记擀成饼子。

[0034] 工作原理：烙饼时，首先要和面，和面时，首先设定需要的饼子大小及个数，人根据

外壳1侧面的显示屏上显示的数值，将所需的面粉和水分别倒入到两个量筒202中，面粉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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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量筒202掉入到和面盆203中，和面盆203向下移动，和面盆203侧面的齿条带动圆杆

A204和圆杆B205一端的齿轮转动，圆杆A204带动圆杆C206转动，圆杆C206带动齿条A208移

动，面粉正好倒完，齿条A208上的挡板正好将放面粉的这个量筒202的下端完全关闭，同时

圆杆B205带动圆杆D207转动，圆杆D207带动齿条B209移动，齿条B209移动一段距离，放水的

量筒202下端的内棘轮外的轮齿才与齿条B209一侧的轮齿啮合住，这段距离是放面粉的量

筒202正好全部倒出面粉，且齿条A208上挡板完全关闭方面粉的量筒202的下端，此时齿条

B209继续移动，放水的量筒202下端的内棘轮旋转一周，正好将和面需要的水全部注入到和

面盆203内，搅面棍将和面盆203内的面粉和水充分搅拌并形成面团；此时和面盆203向下正

好移动到两个半圆板210上的小圆柱分别插入到两个卡扣213内，并被卡扣213卡住，电机

A211启动，带动两个丝杆212转动，丝杆212带动两个卡扣213反正移动，则这两个卡扣213分

别带动两个半圆板210反向移动，打开和面盆203的下端，使和面盆203内和好的面掉出；过

渡桶303移动到和面盆203的正下方，接住和面盆203内掉下的面团，然后过渡桶303移动到

压实块306的正下方，支架304上的电机启动，带动丝杠A305转动，丝杠A305带动压实块306

向下移动，将过渡桶303内的面团向下挤压，同时，丝杠A305带动圆杆E307上的齿轮转动，圆

杆E307上的刀片会将过渡桶303下端被挤压出来的面团切成面记，由于压实块306均速下

移，圆杆E307也是均速转动，所以圆杆E307上的刀片将会将面团切成均匀的面记；

电机D317启动带动油罐318移动到圆形锅309的正上方，油罐318放出少量的油到

圆形锅309上，电机E319启动，带动转盘320上端的齿轮转动，进而带动转盘320转动，伸缩杆

A321伸长，伸缩杆A321的活塞杆端的油刷将油罐318放出的油均匀的刷在圆形锅309上，电

机D317反向转动，将油罐318及其上结构移回原位；切好的面记一个一个掉到圆形锅309上，

圆形锅309上掉下一个面记，电机F323启动，带动圆盘324移动到圆形锅309的正上方，电机

G325启动，带动擀面杖326在圆盘324的下端面转动，将面记擀成饼子；灶台308点火，会将圆

形锅309加热，进行烙饼，烙饼期间，抹油机构给薄饼抹油；翻动饼子时，移动杆311上的电缸

的活塞杆端移动，活塞杆端的伸缩杆向下移动使其上的夹饼夹夹住饼子，然后伸缩杆收缩

到一定的位置，电机B313启动，带动移动杆311移动，移动杆311上的齿轮与齿条C312啮合，

齿条C312带动移动杆311上的电缸转动半圈，将饼子翻个，电缸可以保证大饼和小饼都可以

被夹饼夹住，伸缩杆可以保证大饼和小饼都可以被翻个；饼烙好后，移动杆311上的夹饼夹

夹住饼子向外移动，将饼子放到移动盘315的上端面，移动盘315下的弹簧在饼子的压力作

用下收缩，使移动盘315上不论放多少饼子，最上面的饼子的上端面都和圆形锅309的上端

面保持水平，方便移动杆311上的夹饼夹将烙好的饼放置到移动盘315上，饼子全部放到移

动盘315上后，电机C314启动，带动移动盘315向外壳1外移动， 人工将烙好的饼子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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