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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分段式冷却装置和冷却

工艺，其中冷却装置包括分别开设有入口端和出

口端的温控隧道，和贯穿于温控隧道的输送带；

所述温控隧道从入口端到出口端依次分为冷却

成型段和回温段；所述冷却工艺分为急速冷冻、

恒温冷冻和回温处理三个步骤，实现三段冷却；

本发明合理的设计温控隧道，该温控隧道分段冷

却，让牛油能快速稳定冷却成型，并且温控隧道

最后一个温控段为回温段，减小物料表面和环境

的温差，防止冷凝水产生，从而降低火锅底料成

品在存储或运输时有害微生物滋生的风险，提高

了火锅底料的品质；通过本发明加工后的火锅底

料与传统袋装火锅底料相比保质期更长，同时便

于统一自动化控制，提高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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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分段式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温控隧道（1），两端分别开设有入口端（3）和出口端（4）；和

输送带（2），经温控隧道（1）的入口端（3）和出口端（4）贯穿于该温控隧道（1）；

所述温控隧道（1）从入口端到出口端依次分为冷却成型段（14）和回温段（1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分段式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冷却成型段（14）从温控

隧道（1）的入口端（3）依次分为急速冷冻段（11）和恒温冷冻段（12）；

所述急速冷冻段风向与输送带运动方向垂直，形成冷风涡流；

所述恒温冷却段的冷风从末端逆向送风，形成恒温冷却段的冷风与传送带运动方向相

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分段式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带（2）的传送速度

可调。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分段式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急速冷冻段（11）的温控

范围是‑20℃至‑2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分段式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恒温冷冻段（12）的温控

范围‑12至18℃。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分段式冷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回温段（13）的温控范围

是0—4℃。

7.一种使用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权利要求所述分段式冷却装置的冷却工艺，其特征

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急速冷冻，通过输送带（2）以一定速度将待冷冻物料经入口端（3）输送到温控隧道

（1）的急速冷冻段（11），使物料快速冷却成型并保证物料硬度；

S2、恒温冷冻，输送带（2）以一定速度将经过急速冷冻段（11）的物料输送到恒温冷冻段

（12），使物料整体温度下降而达到冷却成型；

S3、回温处理，输送带（2）以一定速度将经过恒温冷冻段（12）的物料输送到回温冷冻段

（13），减小物料表面和环境的温差，防止冷凝水产生。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冷却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待冷冻物料是牛油火锅底料。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冷却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急速冷冻的冷却时间为15—

22min；所述恒温冷冻的冷却时间为15—22min；所述回温处理的冷却时间为30—46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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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分段式冷却装置和冷却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食品加工领域，具体讲是一种食品加工的冷却装置和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火锅食用方便，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是一种受众多消费者欢迎的餐饮方式，尤

其在  寒冷的冬天，男女老少、亲朋好友围着热气腾腾的火锅，适合了大团圆这一中国传统

文化。众所周知，火锅的质  量和口味主要取决于火锅底料的质量和口味，我国地域辽阔，各

地的人们喜爱的口味也存在  差异，因此，在市场上出现了不同口味的火锅底料。

[0003] 而其中牛油火锅底料具有特别的风味，深受消费者使用，而牛油火锅在加工时，牛

油的凝固性会根据温度变为而改变，在牛油火锅底料成型时，需要通过降低温度来实现；传

统的牛油火锅底料加工时，通过冷却装置对牛油火锅底料进行降温，以达到成型的目的；

但是传统的冷却装置采用集中降温，使其物料快速冷却成型，这样方式虽然牛油

火锅底料成型效果好，但是在出冷却装置时，由于物料冷却后的温度与外界温度温差较大，

十分容易在牛油火锅底料上表形成冷凝水，具有冷凝水的火锅底料不便于长期的存放，因

为该冷凝水中十容易出现有害微生物的滋生，从而影响牛油火锅底料的品质，若该问题不

能有效的控制，牛油火锅底料的保质期也会受到影响。

发明内容

[0004] 因此，为了解决上述不足，本发明在此提供一种构思巧妙用于牛油（或具有牛油凝

固性特点的其他油脂）火锅底料加工的冷却装置和冷却工艺，合理的设计温控隧道，该温控

隧道分段冷却，让牛油能快速稳定冷却成型，并且温控隧道最后一个温控段为回温段，减小

物料表面和环境的温差，防止冷凝水产生，从而降低火锅底料成品在存储或运输时有害微

生物滋生的风险。

[0005]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构造一种分段式冷却装置，包括

温控隧道，两端分别开设有入口端和出口端；和

输送带，经温控隧道的入口端和出口端贯穿于该温控隧道；

所述温控隧道从入口端到出口端依次分为冷却成型段和回温段。

[0006] 优选的，所述冷却成型段从温控隧道的入口端依次分为急速冷冻段和恒温冷冻

段，此设置的目的是，通过急速冷冻段让物料急速冷却成型，通过恒温冷冻段使物料整体温

度下降而达到整体冷却成型。

[0007] 所述急速冷冻段风向与输送带运动方向垂直送冷风，形成冷风涡流，此设置的目

的是让急速冷冻段内空间温度均匀速降，让物料表面迅速冷却，形成稳定的形状外壳；

所述恒温冷却段的冷风从末端逆向送风，形成恒温冷却段的冷风与传送带运动方

向相反。

[0008] 优选的，所述输送带的传送速度可调，此设置的目的是，通过传送速度来控制物料

的冷却时间。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13865204 A

3



[0009] 优选的，所述急速冷冻段的温控范围是‑20℃至‑25℃。

[0010] 优选的，所述恒温冷冻段的温控范围是‑12至18℃。

[0011] 优选的，所述回温段的温控范围是0—4℃。

[0012] 一种手工牛油火锅底料的冷却工艺，该冷却工艺为三段式冷却，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急速冷冻，通过输送带以一定速度将待冷冻物料经入口端输送到温控隧

道的急速冷冻段；此步骤的目的是，快速冷却物料，使其成型效果和硬度均更好。

[0013] 步骤二、恒温冷冻，输送带以一定速度将经过急速冷冻段的物料输送到恒温冷冻

段，此步骤的目的是，使物料整体温度下降而达到冷却成型的目的。

[0014] 步骤三、回温处理，输送带以一定速度将经过恒温冷冻段的物料输送到回温冷冻

段，此步骤的目的是，减小物料表面和环境的温差，防止冷凝水产生，降低有害微生物在冷

凝水中滋生的风险。

[0015] 优选的，所述急速冷冻的冷却时间为15—22min；所述恒温冷冻的冷却时间为15—

22min；所述回温处理的冷却时间为30—46min。

[0016] 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本发明设计合理，结构巧妙，是一种用于牛油（或具有牛油凝固性特点的其他油

脂）火锅底料加工的冷却装置和冷却工艺，合理的设计温控隧道，该温控隧道分段冷却，让

牛油能快速稳定冷却成型，并且温控隧道最后一个温控段为回温段，减小物料表面和环境

的温差，防止冷凝水产生，从而降低火锅底料成品在存储或运输时有害微生物滋生的风险。

[0017] 并且所述温控隧道前端的冷却成型段分为急速冷冻段和恒温冷冻段，能够让牛油

火锅底料整体快速成型，并提高火锅底料的硬度；同时结合回温段，让整个装置实现三段式

冷却，降低了火锅底料成品在存储或运输时有害微生物滋生的风险，提高了火锅底料的品

质。

[0018] 合理的控制冷却时间和温度，让牛油火锅底料在快速冷却成型的同时，也不会影

响火锅底料的品质，进而也提高了火锅底料的存放周期。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三段式冷却装置的示意图；

图2是发明三段式冷却装置的冷却成型段风向示意图；

图3是三段式冷却工艺的步骤示意图；

图中：1、温控隧道；11、急速冷冻段；111、急速冷冻风口；112、急速冷冻风向；12、恒

温冷冻段；121、恒温冷冻风口；122、恒温冷冻风向；13、回温段；14、冷却成型段；2、输送带；

21、输送带输送方向；3、入口端；4、出口端。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结合附图1‑图3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

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

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

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1] 如图1所示，本发明通过改进在此提供一种分段式冷却装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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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控隧道1，两端分别开设有入口端3和出口端4；和

输送带2，经温控隧道1的入口端3和出口端4贯穿于该温控隧道1；

所述温控隧道1从入口端到出口端依次分为冷却成型段14和回温段13。

[0022] 优选的，所述冷却成型段14从温控隧道1的入口端3依次分为急速冷冻段11和恒温

冷冻段12。

[0023]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输送带2的传送速度可调。

[0024]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急速冷冻段的温控范围是‑20℃至‑25℃，该温度目的是让物

料表面迅速冷却，形成稳定的形状外壳，但这时候物料内部温度还是没有降下来，俗话说是

“糖心”（物料外部冷冻成型，但是内部还没有完全冷冻成型，可能存在流体。）。

[0025]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恒温冷冻段的温控范围是‑12至18℃，该段的温度高于急速冷

冻段的温度，是因为持续的低温，会使物料表面龟裂，同时将急速冷冻段物料内部的“糖心”

冷冻成型。

[0026]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回温段的温控范围是0—4℃。

[0027] 如图2所示，在本实施例中，  所述急速冷冻段11是高1.6m*宽2.5m*长6m的冷却隧

道，配30匹功率的压缩机，设置4个出风口，与输送带运动方向垂直送冷风，形成冷风涡流，

如图2所示，急速冷冻风向112与输送带输送方向21垂直并形成冷风涡流，使得空间温度均

匀速降；产品进入后，牛油会在低温下迅速由表及里的冷却，按预期成型。

[0028] 所述恒温冷却段12是高1.6m*宽2.5m*长8m的冷却隧道；配20匹功率的压缩机，设

置4个出风口，从传送带运动方向末端逆向送风，如图2所示，恒温冷冻风向122与输送带输

送方向21相反，保持空间温度低于‑15℃；使得通过的产品中心温度持续降低至10℃以下。

[0029] 所述回温段13：高1.6m*宽2.5m*长10m的隧道；安装除湿装置并送干燥新风，温度

是15—25℃，使得物料温度恢复到10—20℃，减少物料表面和环境的温差，防止冷凝水产

生。

[0030] 为了减少温控隧道内三个温度段的温度传递，在隧道内进行物理隔墙，隔墙底部

和传送带间有15cm的间隙，确保物料顺畅通过；同时，由于给风作用于空间，冷空气下沉，可

以保障高温区不会往低温区迁移；虽然会有少量的低温往高温区扩散，实践证明不会影响

整体的使用效果。

[0031] 如图3所示，一种使用分段式冷却装置的手工牛油火锅底料冷却工艺，包括如下步

骤：

步骤一、急速冷冻，通过输送带2以一定速度将待冷冻物料经入口端3输送到温控

隧道1的急速冷冻段11，使物料快速冷却成型并保证物料硬度；

步骤二、恒温冷冻，输送带2以一定速度将经过急速冷冻段11的物料输送到恒温冷

冻段12，使物料整体温度下降而达到冷却成型；

步骤三、回温处理，输送带2以一定速度将经过恒温冷冻段12的物料输送到回温冷

冻段13，减小物料表面和环境的温差，防止冷凝水产生。

[0032] 所述待冷冻物料是牛油火锅底料。

[0033] 优选的，根据物料（如牛油火锅底料）的状态和包装规格，可以通过调整输送带的

速度，来控制各个冷却段的工作时间；优选的，急冻时间为15—22min；恒温冷却时间为15—

22min；回温处理时间为30—46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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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通过该方法能够让牛油火锅底料快速冷，能够提高火锅底料的成型效果和硬度，

同时还能够减小物料表面和环境的温差，防止冷凝水产生，从而降低火锅底料成品在存储

或运输时有害微生物滋生的风险。

[0035] 合理的控制冷却时间和温度，让牛油火锅底料在快速冷却成型的同时，也不会影

响火锅底料的品质，通过本发明加工后的火锅底料与传统袋装火锅底料相比保质期更长，

同时便于统一自动化控制，提高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

[0036]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

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

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本发明

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

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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