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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烘烤食品贩卖机，包括设

有操作面板以及包含取物口的机体，且该机体设

有用以存放待烘烤生食的冷冻区以及料理食品

区；在完成点餐及付款后，存放在冷冻区内的待

烘烤生食就会被运送到料理食品区进行第一阶

段的烘烤作业以及第二阶段的调味作业，然后再

将完成料理的熟食移送到取物口。本发明可以让

喜欢吃鸡排的消費者能夠不限时间的随时购买

到加热调味后的鸡排热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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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烘烤食品贩卖机，其特征在于，包括：一机体，所述的机体上设有操作面板和取

物口；所述的机体内设有用以存放待烘烤生食的冷冻区，以及用于制作食物的料理食品区；

所述的料理食品区，包含：

一烘烤区，所述的烘烤区设有至少一加热装置；

一喷粉区，所述的喷粉区设有至少一调味料喷嘴；

一掉落区，所述的掉落区与取物口相连通；

所述的机体内还设有用于将存放于冷冻区中的生食运送到料理食品区的第一夹取装

置；以及将料理食品区的生食运送到烘烤区，并将烘烤区的生食烘烤成可食用的熟食运送

到喷粉区，再将喷撒过调味料的熟食运送到掉落区的第二夹取装置；熟食从掉落区落入取

物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烘烤食品贩卖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冷冻区设有可以容

置多个生食的容置盒。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烘烤食品贩卖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冷冻区设有一掀

盖，该掀盖开启后能够使第一夹取装置将存放于冷冻区中的生食取出。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烘烤食品贩卖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料理食品区设有用

于隔离烘烤区、喷粉区和掉落区的第一活动闸门、第二活动闸门和一第三活动闸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烘烤食品贩卖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料理食品区设有透

明视窗。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烘烤食品贩卖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夹取装置设置

在冷冻区。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烘烤食品贩卖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二夹取装置设置

在料理食品区。

8.根据权利要求1或7所述的一种烘烤食品贩卖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二夹取装置

具有一可旋转夹爪。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烘烤食品贩卖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掉落区的下方设有一

漏斗装置。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烘烤食品贩卖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该机体内设有用

于放置调味粉罐的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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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烤食品贩卖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食品贩卖机，尤其涉及一种提供烘烤食品及调味的自动化烘烤食

品贩卖机。

背景技术

[0002] 自助贩卖机是能根据投入的钱币自动付货的机器。自助贩卖机是商业自动化的常

用设备，它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能节省人力、方便交易，是一种全新的商业零售形式，又

被称为24小时营业的微型超市。自助贩卖机分为三种：饮料自助贩卖机、食品自助贩卖机、

综合自助贩卖机。

[0003] 已知现有的各种食品贩卖机，包含有提供已预先料理包装完成的加热食品，以及

提供将食材烹煮后食品或饮料的贩卖机。然而，针对鸡排这类广为一般大众喜爱的热食，目

前在巿面上并没有专用贩卖机存在。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

针对上述的技术问题，本技术方案提供了一种提供烘烤食品及调味的自动化烘烤食品

贩卖机,其主要目的在于提出一种能夠提供料理鸡排的专用贩卖机，让喜欢吃鸡排的消費

者能夠不限时间的随时购买到加热调味后的鸡排热食。

[0005] 技术方案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一种烘烤食品贩卖机，其特征在于，包括：一机体，所述的机体上设有操作面板和取物

口；所述的机体内设有用以存放待烘烤生食的冷冻区，以及用于制作食物的料理食品区；

所述的料理食品区，包含：

一烘烤区，所述的烘烤区设有至少一加热装置；

一喷粉区，所述的喷粉区设有至少一调味料喷嘴；

一掉落区，所述的掉落区与取物口相连通；

所述的机体内还设有用于将存放于冷冻区中的生食运送到料理食品区的第一夹取装

置；

以及第二夹取装置，所述的第二夹取装置将料理食品区的生食运送到烘烤区，所述的

烘烤区将生食烘烤成可食用的熟食；并将烘烤区烘烤成可食用的熟食运送到喷粉区，喷粉

区对熟食喷撒调味料；最后再将喷撒过调味料的熟食运送到掉落区；熟食从掉落区落入取

物口。

[0006] 进一步的，所述的冷冻区设有可以容置多个生食的容置盒。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的冷冻区上方设有一掀盖，所述的掀盖开启后能夠使第一夹取装

置将存放于冷冻区中的生食取出，由第一夹取装置将其运送到料理食品区。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的料理食品区设有用于隔离烘烤区、喷粉区和掉落区的第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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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门、第二活动闸门和一第三活动闸门；当生食被运送到料理食品区时，第一活动闸门会打

开使生食进入烘烤区，然后关闭；在完成烘烤作业后，第二活动闸门会打开使完成烘烤的熟

食进入喷粉区，然后关闭；在完成调味作业后，第三活动闸门会打开使完成调味的熟食进入

掉落区，然后关闭。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的料理食品区设有一透明视窗。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的第一夹取装置设置在冷冻区。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的第二夹取装置设置在料理食品区。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的第二夹取装置具有一可旋转夹爪。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的掉落区下方设有一漏斗装置，用以使烘烤调味完成的熟食能准

确的落入取物口。

[0014] 进一步的，所述的机体内设有一工作台，用于放置调味粉罐。

[0015] 有益效果

本发明提出的烘烤食品贩卖机,与现有技术相比较，其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当消费者在本技术方案的烘烤食品贩卖机上完成点餐及付款后，通过自动化电脑

控制，通过第一夹取装置将存放在冷冻区内的待烘烤生食（冷冻鸡排）运送给第二夹取装

置，第二夹取装置将生食运输到料理食品区进行第一阶段的烘烤作业以及第二阶段的调味

作业，然后再将完成料理的熟食移送到取物口，落入预先放置在取物口内或下方的纸袋或

纸盒，以供消费者拿取享用。

[0016] （2）消费者在本技术方案的烘烤食品贩卖机上购买鸡排时，可以让喜欢吃鸡排的

消費者能夠不限时间的随时购买到加热调味后的鸡排热食。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的外观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的前视示意图。

[0019] 图3是本发明的立体示意图。

[0020] 附图中的标记：100-烘烤食品贩卖机、10-机体、11-操作面板、12-取物口、13-工作

台、20-冷冻区、21-容置盒、22-生食、23-掀盖、30-料理食品区、301-透明视窗、31-烘烤区、

311-加热装置、312-抽风口、32-喷粉区、321-调味料喷嘴、322-抽风口、33-掉落区、331-漏

斗装置、34-第一活动闸门、35-第二活动闸门、36-第三活动闸门、40-第一夹取装置、50-第

二夹取装置、51-夹爪、60-调味粉灌。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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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脱离本

发明设计构思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出的各种变型和改进，均

应落入到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2] 实施例：

如图1-3所示，一种可提供烘烤食品及调味的自动化烘烤食品贩卖机，包括：机体，以及

设置在机体10外部的一操作面板11以及一取物口12；且于机体10内部设有一冷冻区2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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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理食品区30、第一夹取装置40和第二夹取装置50。

[0023] 所述的冷冻区20为设有能夠提供冷藏食品功能的冷冻库，在本实施例中，冷冻区

20为设置于机体10下方，于冷冻区20内设有能夠容置多个生食22的容置盒21。

[0024] 所述的料理食品区30为能夠对生食22进行料理，提供烘烤及调味功能的料理作业

区，在本实施例中，料理食品区30为设置于冷冻区20上方，且料理食品区30设有透明视窗

301，让消费者可以经由透明视窗301看见料理食品区30内部的料理过程。在本实施例中，料

理食品区30为设置在机体10内且位于冷冻区20上方的位置，料理食品区30進一步借由活动

闸门区隔成多个不同功能作业区，如图2所示，料理食品区30主要包含有一烘烤区31、一喷

粉区32和一掉落区33。

[0025] 其中，烘烤区31设有至少一加热装置311，该加热装置311采用温度控制器与热电

偶和加热管配合使用，形成温度控制系统，能达到精确控制烘烤的温度和时间。该喷粉区32

设有至少一调味料喷嘴321。该掉落区33是与该机体10的取物口12相连通，该掉落区33下方

设有一漏斗装置331，提供路径引导的功能，用于使烘烤调味完成的熟食准确地落入该取物

口12。

[0026] 在本实施例中，该烘烤区31和该喷粉区32分别设有一抽风口312,322，该抽风口

312,322连接一静电处理机与一抽风扇，用以将油烟和粉末抽离。

[0027] 另外，所述的料理食品区30设有用于隔离烘烤区31、喷粉区32和掉落区33的第一

活动闸门34、第二活动闸门35和第三活动闸门36。当生食22被运送到该料理食品区30时，该

第一活动闸门34会打开使生食22进入该烘烤区31，然后关闭；在完成烘烤作业后，该第二活

动闸门35会打开使完成烘烤的熟食从烘烤区31进入该喷粉区32，然后关闭；在完成调味作

业后，该第三活动闸门36会打开使完成调味的熟食进入该掉落区33，然后关闭。

[0028] 在机体10内提供运送食品的工作主要是由前述的第一夹取装置40和第二夹取装

置50负责执行。所述的第一夹取装置40设置在冷冻区20，主要负责将存放于冷冻区20中的

生食22运送到该料理食品区30；所述的第二夹取装置50设置于该料理食品区30，主要负责

承接由第一夹取装置40运送到料理食品区30的生食22，以及将经由该第一夹取装置40运送

到该料理食品区30的生食22运送到该烘烤区31烘烤成可食用的熟食，接著再将完成烘烤的

熟食运送到该喷粉区32喷撒调味料，最后再将完成调味的熟食运送到该掉落区33后落入该

取物口12。

[0029] 其中，第二夹取装置50具有一可旋转的夹爪51，当其进入到烘烤区31和喷粉区32

时，能夠通过夹爪51做360度旋转，达到均匀加热和均匀喷撒调味料的功能。

[0030] 另外，如图3所示，冷冻区20上方设有能夠自动开启和关闭的掀盖23，该掀盖23开

启后能夠使第一夹取装置40将存放于冷冻区20中的生食22取出並运送到料理食品区30。

[0031] 其中该机体10内设有一工作台13，可用以放置和调味料喷嘴321连接的调味粉罐

60或其他物品和设备。

[0032] 通过上述的说明可知，本技术方案中一种提供烘烤食品及调味的自动化烘烤食品

贩卖机，当消费者使用操作面板11完成点餐及付款后，就会经由机体10内部的电脑控制系

统根据消费者通过操作面板的输入设定（例如口味、口感等）后，开始启动进行料理作业。

[0033] 烘烤食品贩卖机的内部使用流程步骤包含：

步骤1：第一夹取装置40从冷冻区20的容置盒21中夹取待烘烤生食22（例如鸡排），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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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生食22移送到机体10最左边，然后掀盖23自动开启，第一夹取装置40将生食22抬高致冷

冻区20外直到第二夹取装置50可抓取的位置为止；第二夹取装置50将生食22夹紧后，第一

夹取装置40退回冷冻区20及关闭掀盖23，而第一夹取装置40准备向右移动。

[0034] 步骤2：生食22快到烘烤区31时，第一活动闸门34会打开使生食22通过并进入烘烤

区31，然后第一活动闸门34关闭，进行第一阶段的烘烤作业，将生食22烘烤成可食用的熟

食。

[0035] 步骤3：完成前一阶段的烘烤作业后，第二活动闸门35打开，完成烘烤的熟食会经

由第二夹取装置50的夹持向右移动进入喷粉区32，然后第二活动闸门35关闭，接著进行第

二阶段的调味作业，于喷粉区下方的工作台13上放置多种调味粉罐60，经由管路连接到喷

粉区32对熟食喷撒调味料。

[0036] 步骤4：完成第二阶段的调味作业后，第三活动闸门36打开，熟食会再经由第二夹

取装置50的夹持向右移动进入掉落区33，然后第三活动闸门36关闭；在到达掉落区33之后，

第二夹取装置50的夹爪51放开完成前面两阶段烘烤和调味的熟食，使其经由漏斗装置331

落入放置于该取物口12内的纸盒（袋）。

[0037] 本实施例中的熟食烘烤时间由电脑端制定所需的温度和时间后，将信息输出给温

度控制器执行；电脑端制定时间的软件以及温度控制器均采用本领域常规的电脑制定软件

和温度控制器，本技术方案并未对其做任何改进，且其不在本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内，此处

不再多做阐述。

[0038] 不过，为了该实施例的正常实施，在本实施例中，申请人在电脑上通过开源的

arduino控制软件编辑本技术方案所需要用的程式，然后将电脑连接到arduino板上做两路

的控制：一是连接市场上销售的relay板做二元切换动作；另一路是连接温度控制器，通过

温度控制器精准执行熟食的烘烤时间与烘烤温度的控制。

[0039] 在本实施例中，温度控制器采用的是台达电（DELTA）公司的  DT320VA-0200温度控

制器。

[0040] 本技术方案的实施并不局限于上述的一种控制软件和温度控制器，只要市面上能

实现该功能需求的控制软件和温度控制器均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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