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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自动化年糕生产系

统，它包括按工序依次排布的浸泡过滤装置、压

粉机、喂料机、年糕熟化成形机、切刀装置、冷却

装置、杀菌装置、分装台以及辅助装置，该辅助装

置包括控制系统以及若干输送装置；所述输送装

置包括输送带、用于衔接浸泡过滤装置和压粉机

的原料输送装置以及用于衔接压粉机和喂料机

的粉料输送装置，所述输送带的进料端衔接于年

糕熟化成形机的出料口，通过输送装置将上述主

要工序的设备进行有效衔接，并且通过控制系统

实现年糕规模化的自动化加工。本实用新型用年

糕熟化成形机替代现有技术的蒸汽蒸煮装置，不

仅减少了人工环节（降低污染风险），而且极大地

减少了加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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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化年糕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它包括按工序依次排布的浸泡过滤装置、压

粉机、喂料机、年糕熟化成形机、切刀装置、冷却装置、杀菌装置、分装台以及辅助装置，该辅

助装置包括控制系统以及若干输送装置；所述输送装置包括输送带、用于衔接浸泡过滤装

置和压粉机的原料输送装置以及用于衔接压粉机和喂料机的粉料输送装置，所述输送带的

进料端衔接于年糕熟化成形机的出料口，所述切刀装置、冷却装置和杀菌装置依次安装于

输送带上，所述分装台位于输送带的下料端；

浸泡过滤装置，用于浸泡原料并过滤其中的杂质，它包括配合使用的浸泡池和过滤框，

所述过滤框浸没于浸泡池内，并且可人工出料；

压粉机，用于将原料制成粉料；

喂料机，用于将粉料定量送入年糕熟化成形机，它包括可调速的喂料电机和喂料送料

机，所述喂料送料机包括喂料螺旋杆和喂料套体，喂料螺旋杆安装于喂料套体内，并且跟喂

料电机连接；

年糕熟化成形机，用于将粉料熟化和成形，它包括跟喂料机衔接的半熟化装置、输送

管、熟化装置、成形模具以及为半熟化装置和熟化装置提供动力的动力装置，所述半熟化装

置包括非等距螺旋杆和半熟化套体，半熟化套体上设有半熟化进料口和半熟化出料口，所

述非等距螺旋杆安装于半熟化套体内，并且非等距螺旋杆的螺距从半熟化进料口到半熟化

出料口逐渐减小；所述熟化装置包括等距螺旋杆、熟化套体和用于控制熟化套体内温度的

加热控温机构，熟化套体上设有熟化出料口和半熟化出料口，所述等距螺旋杆安装于熟化

套体内；所述输送管的一端连接于半熟化出料口，另一端连接于熟化进料口；所述成形模具

安装于熟化出料口；

切刀装置，用于将年糕切段，它包括气缸、电磁阀、时间继电器和切刀，所述气缸与切刀

机械连接，电磁阀与气缸的高压软管连接，时间继电器与电磁阀电性连接，所述切刀安装于

输送带的正上方；

冷却装置，用于将年糕冷却，它包括相互配合的冷却隧道和压缩机制冷机构，所述冷却

隧道安装于输送带上，压缩机制冷机构的冷风进入冷却隧道内；

杀菌装置，用于给年糕杀菌，它包括相互配合的杀菌隧道和紫外线杀菌灯，所述杀菌隧

道安装于输送带上，所述紫外线杀菌灯安装于杀菌隧道内；

分装台，用于将杀菌后的年糕进行人工包装；

控制系统，用于控制压粉机、喂料机、年糕熟化成形机、切刀装置、冷却装置和杀菌装

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化年糕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浸泡过滤装置还

包括进水管、出水管以及污水池，所述进水管的出水口位于浸泡池的正上方，所述出水管的

两端分别与浸泡池和污水池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化年糕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年糕熟化成形机

的动力装置包括熟化电机、皮带和齿轮箱，所述皮带将熟化电机和齿轮箱机械连接，所述半

熟化装置的非等距螺旋杆连接于齿轮箱的一侧；所述熟化装置的等距螺旋杆连接于齿轮箱

的另一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化年糕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管为不锈钢

输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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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化年糕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冷却隧道为隔热

的冷却隧道，它沿着输送带延伸。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化年糕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系统包括控

制器和若干个光电传感器，所述光电传感器包括安装于原料输送装置出料口处的第一光电

传感器；安装于压粉机出料口处的第二光电传感器；安装于粉料输送装置出料口处的第三

光电传感器，所述第一光电传感器、第二光电传感器以及第三光电传感器分别跟控制器连

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或6所述的一种自动化年糕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原料输送装

置和粉料输送装置均为螺旋杆输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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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化年糕生产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自动化、规模化的年糕生产系统，该生产系统不仅能够加工

粘性较小的白年糕(米年糕)，而且也特别适合生产粘性较大的马铃薯年糕和番薯年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很多企业都已实现了自动化生产，但是对于新鲜

年糕的生产，目前国内还是沿用传统的生产加工方式，即通过蒸汽蒸煮熟化后再制作成型。

传统的加工流程如下：手工浸泡——磨粉——蒸汽蒸煮(人工上料和下料)——成型机成形

(人工下料)——分切成段——摆盘自然冷却(人工上料和下料)——分装。虽然企业在实际

加工过程中会使用其中的某些独立的设备，但是这种加工方式的工艺连续性较差，而且人

工环节较多，非常容易对年糕造成二次污染。另外，不仅上述加工方式的耗时非常长，以白

年糕(米年糕)为例，其中蒸汽蒸煮大概需要耗费20‑30分针，自然冷却需要耗费30‑60分钟。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自动化年糕生产系统，其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人

工环节较多，耗时较长的问题。

[0004] 为了达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自动化年糕生产系统，它包括按工序依次排布的浸泡过滤装置、压粉机、喂料

机、年糕熟化成形机、切刀装置、冷却装置、杀菌装置、分装台以及辅助装置，该辅助装置包

括控制系统以及若干输送装置；所述输送装置包括输送带、用于衔接浸泡过滤装置和压粉

机的原料输送装置以及用于衔接压粉机和喂料机的粉料输送装置，所述输送带的进料端衔

接于年糕熟化成形机的出料口，所述切刀装置、冷却装置和杀菌装置依次安装于输送带上，

所述分装台位于输送带的下料端；

[0006] 浸泡过滤装置，用于浸泡原料并过滤其中的杂质，它包括配合使用的浸泡池和过

滤框，所述过滤框浸没于浸泡池内，并且可人工出料；

[0007] 压粉机，用于将原料制成粉料；

[0008] 喂料机，用于将粉料定量送入年糕熟化成形机，它包括可调速的喂料电机和喂料

送料机，所述喂料送料机包括喂料螺旋杆和喂料套体，喂料螺旋杆安装于喂料套体内，并且

跟喂料电机连接；

[0009] 年糕熟化成形机，用于将粉料熟化和成形，它包括跟喂料机衔接的半熟化装置、输

送管、熟化装置、成形模具以及为半熟化装置和熟化装置提供动力的动力装置，所述半熟化

装置包括非等距螺旋杆和半熟化套体，半熟化套体上设有半熟化进料口和半熟化出料口，

所述非等距螺旋杆安装于半熟化套体内，并且非等距螺旋杆的螺距从半熟化进料口到半熟

化出料口逐渐减小；所述熟化装置包括等距螺旋杆、熟化套体和用于控制熟化套体内温度

的加热控温机构，熟化套体上设有熟化出料口和半熟化出料口，所述等距螺旋杆安装于熟

化套体内；所述输送管的一端连接于半熟化出料口，另一端连接于熟化进料口；所述成形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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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安装于熟化出料口；

[0010] 切刀装置，用于将年糕切段，它包括气缸、电磁阀、时间继电器和切刀，所述气缸与

切刀机械连接，电磁阀与气缸的高压软管连接，时间继电器与电磁阀电性连接，所述切刀安

装于输送带的正上方；

[0011] 冷却装置，用于将年糕冷却，它包括相互配合的冷却隧道和压缩机制冷机构，所述

冷却隧道安装于输送带上，压缩机制冷机构的冷风进入冷却隧道内；

[0012] 杀菌装置，用于给年糕杀菌，它包括相互配合的杀菌隧道和紫外线杀菌灯，所述杀

菌隧道安装于输送带上，所述紫外线杀菌灯安装于杀菌隧道内；

[0013] 分装台，用于将杀菌后的年糕进行人工包装；

[0014] 控制系统，用于控制压粉机、喂料机、年糕熟化成形机、切刀装置、冷却装置和杀菌

装置。

[0015] 在推荐的实施方式中，所述浸泡过滤装置还包括进水管、出水管以及污水池，所述

进水管的出水口位于浸泡池的正上方，所述出水管的两端分别与浸泡池和污水池连接。

[0016] 在推荐的实施方式中，所述年糕熟化成形机的动力装置包括熟化电机、皮带和齿

轮箱，所述皮带将熟化电机和齿轮箱机械连接，所述半熟化装置的非等距螺旋杆连接于齿

轮箱的一侧；所述熟化装置的等距螺旋杆连接于齿轮箱的另一侧。

[0017] 在推荐的实施方式中，所述输送管为不锈钢输送管。

[0018] 在推荐的实施方式中，所述冷却隧道为隔热的冷却隧道，它沿着输送带延伸。

[0019] 在推荐的实施方式中，所述控制系统包括控制器和若干个光电传感器，所述光电

传感器包括安装于原料输送装置出料口处的第一光电传感器；安装于压粉机出料口处的第

二光电传感器；安装于粉料输送装置出料口处的第三光电传感器，所述第一光电传感器、第

二光电传感器以及第三光电传感器分别跟控制器连接。

[0020] 在推荐的实施方式中，所述原料输送装置和粉料输送装置均为螺旋杆输送机。

[0021] 根据上述对本实用新型的描述可知，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

[0022] 1、本实用新型通过多个输送装置将压粉机、喂料机、年糕熟化成形机等主要加工

设备衔接成一个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年糕生产系统，其人工环节较传统加工方式大量减少，

不仅减少了人工成本，而且降低了污染风险。

[0023] 2、年糕熟化成形机的半熟化装置通过非等距螺旋杆的强大压力将粉料压成浆糊

状的半熟化产品；这些半熟化产品通过输送管进入熟化装置后，一方面在熟化装置内进行

加热，使其彻底熟化；另一方面进行更进一步的挤压，增强年糕的韧性。

[0024] 3、本实用新型用年糕熟化成形机替代现有技术的蒸汽蒸煮装置，不仅减少了人工

环节，而且极大地减少了加工时间(蒸汽蒸煮至少需要30分钟以上，而年糕熟化成形机只需

2分钟左右)。

[0025] 4、本实用新型的冷却装置采用制冷风进行散热，相较于自然冷却，极大地缩短了

冷却时间。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工艺流程示意图。

[0027] 图2为前序工艺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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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3为后续工艺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为年糕熟化成形机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为非等距螺旋杆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6为等距螺旋杆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进一步了解本实用新型的内容，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详细描述，以下实

施例用于说明本实用新型，但不用来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0033] 参照图2，一种自动化年糕生产系统，它包括：

[0034] 浸泡过滤装置1，用于浸泡大米、马铃薯或者番薯等原料，它包括配合使用的浸泡

池11、过滤框12(不锈钢)、进水管13、出水管14以及污水池15，所述进水管13的出水口位于

浸泡池11的正上方，所述出水管14的一端连接于浸泡池11的底部；另一端和污水池15连接，

浸泡后的污水进入污水池15。使用时，盛满原料的过滤框12放入浸泡池11内，待充分浸泡和

过滤后，通过人工将过滤框12连同其内的原料同时取出，并倒入后一工序。

[0035] 压粉机2，即将原料制成粉状的机器，这种机器在现有技术中较为常见，在此不再

赘述。参照图2，本实施例中，压粉机采用辊轮式压粉机，其结构主要包括进料斗21、第一辊

轮22、第一调节轮23、第二辊轮24、第二调节轮25以及斜板滑槽26，其中，第一调节轮23可相

对于第一辊轮22进行平移，调整两者之间的间距；第二调节轮25可相对于第二辊轮24进行

平移，调整两者间的间距。使用时，原料从进料斗21进入后，先在第一辊轮22和第一调节轮

23之间进行初步的粉末化，然后再在第二辊轮24和第二调节轮25之间进行进一步的粉末

化，最后粉料再从斜板滑槽26下料。需要指出的是，第二辊轮24和第二调节轮25  位于第一

辊轮22和第一调节轮23的正下方，并且第二辊轮24跟第二调节轮25  之间的间距小于第一

辊轮22跟第一调节轮23之间的间距。

[0036] 喂料机3，用于将粉料定量送入年糕熟化成形机4，它包括可调速的喂料电机31和

喂料送料机，所述喂料送料机包括喂料螺旋杆32和喂料套体33，喂料螺旋杆32安装于喂料

套体33内，并且跟喂料电机31连接。

[0037] 同时参照图2和图4，年糕熟化成形机4，用于将粉料熟化和成形，它包括跟喂料机3

衔接的半熟化装置6、输送管41(一般为不锈钢)、熟化装置7、成形模具42以及为半熟化装置

6和熟化装置7提供动力的动力装置。本实施例中，所述年糕熟化成形机5的动力装置包括熟

化电机43、皮带44和齿轮箱45，所述皮带将熟化电机43和齿轮箱45机械连接。

[0038] 同时参照图5，所述半熟化装置6包括非等距螺旋杆61和半熟化套体62，半熟化装

置6的非等距螺旋杆61连接于齿轮箱45的一侧。半熟化套体62上设有半熟化进料口(图中未

标出)和半熟化出料口(图中未标出)，所述非等距螺旋杆61安装于半熟化套体62内，并且非

等距螺旋杆61的螺距从半熟化进料口到半熟化出料口逐渐减小(具体为减小到三分之一)；

同时参照图6，所述熟化装置7包括等距螺旋杆71、熟化套体72和用于控制熟化套体内温度

的加热控温机构，熟化装置7的等距螺旋杆71的连接于齿轮箱45的另一侧。熟化套体72  上

设有熟化出料口和半熟化出料口，所述等距螺旋杆71安装于熟化套体72内；所述输送管41

的一端连接于半熟化出料口，另一端连接于熟化进料口；所述成形模具42安装于熟化出料

口，根据年糕的形状需要，可设置成圆形、椭圆形或者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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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在推荐的实施方式中，所述加热温控机构包括加热片81和温控器82，所述加热片

安装于熟化套体72的外侧面，且温控器82跟加热片81电性连接。通过加热熟化套体72内的

物料能完全熟化。

[0040] 参照图3，切刀装置91，用于将年糕切段，它包括气缸92、电磁阀(图中未画出)、时

间继电器(图中未画出)和切刀93，所述气缸92与切刀93机械连接，电磁阀与气缸92的高压

软管连接，时间继电器与电磁阀电性连接，所述切刀93安装于输送带10的正上方。

[0041] 冷却装置94，用于将年糕冷却，它包括相互配合的冷却隧道95(由隔热材料制成)

和压缩机制冷机构96，所述冷却隧道95安装于输送带10上，并且沿着输送带10延伸，压缩机

制冷机构96的冷风进入冷却隧道95内。当年糕通过冷却隧道95后，年糕便能快速冷却，这个

过程大概只需1分钟即可。

[0042] 杀菌装置97，用于给年糕杀菌，它包括相互配合的杀菌隧道98和紫外线杀菌灯99，

所述杀菌隧99道安装于输送带10上，所述紫外线杀菌灯99安装于杀菌隧道98内。

[0043] 分装台100，它是一个方便工人进行人工包装的平台，工人通过该分装台能快速将

杀菌后的年糕进行人工包装。

[0044] 控制系统，分别用于控制压粉机2、喂料机3、年糕熟化成形机4、切刀装置91、冷却

装置94和杀菌装置97。所述控制系统主要包括控制器(图中未画出)  和若干个光电传感器，

所述光电传感器包括安装于原料输送装置104出料口处的第一光电传感器101；安装于压粉

机2出料口处的第二光电传感器102；安装于粉料输送装置105出料口处的第三光电传感器

103，所述第一光电传感器101、第二光电传感器102以及第三光电传感器031分别跟控制器

连接。通过光电传感器的及时感应，控制器能控制相关设备的开/闭。

[0045] 输送装置，所述输送装置包括输送带10、用于衔接浸泡过滤装置1和压粉机2的原

料输送装置104(本实施例采用螺旋杆输送机)以及用于衔接压粉机2  和喂料机3的粉料输

送装置105(本实施例采用螺旋杆输送机)。所述输送带10 的进料端衔接于年糕熟化成形机

4的出料口，所述切刀装置91、冷却装置94和杀菌装置97依次安装于输送带10上，所述分装

台100位于输送带10的下料端。

[0046] 参照图1，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制作过程如下：首先将大米、番薯或者马铃薯等进行

充分浸泡和过滤，然后通过人工将这些浸泡后的原料倒入原料输送装置，经原料输送装置

的输送，原料进入压粉机中制成粉末状，粉料从斜板滑槽下料后进入粉料输送装置，经粉料

输送装置的输送进入喂料机中，喂料机根据实际情况自动调整转速来控制进入年糕熟化成

形机中的量。接着，在年糕熟化成形机中，粉料先经过半熟化装置变成浆糊状，然后再在熟

化装置内彻底熟化和成形。然后初步成形后的年糕落入输送带，并经过输送带输送，先后通

过切刀装置的切段、冷却装置的冷却以及杀菌装置的杀菌，最后再通过人工分装，完成年糕

的工业化、规模化生产。

[0047] 以上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说明，但所述内容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

佳实施例，不能被认为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的实施范围。凡依本实用新型申请范围所作的

均等变化与改进等，均应仍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专利涵盖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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