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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烤玉米装置，包括有桌体，

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桌体顶面设有用于烤玉米的

烤箱，在所述烤箱顶面设有用于放入玉米的开

口，在所述烤箱一侧设有出口，在所述出口上铰

接有隔板，在所述烤箱内设有能将玉米从开口传

送至出口的传送装置，在所述烤箱一侧位于出口

前方设有用于盛接从开口出来已烤熟玉米的滑

道，在所述桌体顶面位于滑道一端间隔设有卡

槽，在所述卡槽内活动设有固定板，在所述固定

板顶面设有能将烤熟后的玉米进行切断的切断

装置，在所述固定板顶面位于切断装置一侧设有

能将烤熟后的玉米进行去粒的去粒装置，在所述

固定板顶面位于去粒装置一侧设有能将烤熟后

的玉米用竹签插取的插取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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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烤玉米装置，包括有桌体(1)，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桌体(1)顶面设有用于烤玉米

的烤箱(2)，在所述烤箱(2)顶面设有用于放入玉米的开口(3)，在所述烤箱(2)一侧设有出

口(4)，在所述出口(4)上铰接有隔板(5)，在所述烤箱(2)内设有能将玉米从开口(3)传送至

出口(4)的传送装置(100)，在所述烤箱(2)一侧位于出口(4)前方设有用于盛接从开口(3)

出来已烤熟玉米的滑道(6)，在所述桌体(1)顶面位于滑道(6)一端间隔设有卡槽(7)，在所

述卡槽(7)内活动设有固定板(8)，在所述固定板(8)顶面设有能将烤熟后的玉米进行切断

的切断装置(300)，在所述固定板(8)顶面位于切断装置(300)一侧设有能将烤熟后的玉米

进行去粒的去粒装置(400)，在所述固定板(8)顶面位于去粒装置(400)一侧设有能将烤熟

后的玉米用竹签插取的插取装置(500)，在所述固定板(8)下侧设有能定位固定板(8)的定

位装置(600)，在所述滑道(6)一端设有能将玉米向前推送至切断装置(300)、去粒装置

(400)或插取装置(500)的推送装置(20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烤玉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送装置(100)包括间隔穿

设在述烤箱(2)内的滚轴(21)，在所述滚轴(21)上连接套设有传送带(22)，在所述传送带

(22)上均匀设有多个用于放置玉米的弧形体(2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烤玉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推送装置(200)包括在滑道

(6)一端的支撑板(31)，在所述支撑板(31)上设有通孔(32)，在所述通孔(32)内活动穿设有

用于将烤熟后的玉米向前推动的推杆(33)，在所述桌体(1)顶面设有第一电机(34)，在所述

第一电机(34)的电机轴上插接有凸轮(35)，所述推杆(33)一端紧贴于凸轮(35)圆周表面

上，在所述推杆(33)另一端与支撑板(31)之间设有拉簧(3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烤玉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切断装置(300)包括设置在

固定板(8)上的第二电机(41)，在所述第二电机(41)的电机轴上插接有转盘(42)，在所述转

盘(42)一侧表面上设有偏心轴(43)，在所述偏心轴(43)上铰接有连杆(44)，在所述第二电

机(41)一侧设有管道槽(45)，在所述管道槽(45)前方设有切刀(46)，在所述切刀(46)一侧

设有第一圆柱(47)，所述第一圆柱(47)与连杆(44)的一端相铰接，在所述第二电机(41)与

管道槽(45)之间设有第一固定架(48)，在所述第一固定架(48)一侧贯通设有活动槽(49)，

所述第一圆柱(47)活动穿设在活动槽(49)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烤玉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去粒装置(400)包括设置在

固定板(8)上位于切断装置(300)一侧的第二固定架(51)，在所述第二固定架(51)一侧设有

圆形通孔(52)，在所述圆形通孔(52)内沿圆周铰接有多个用于刮落玉米粒的刮片(53)，在

所述刮片(53)一端套设有橡皮圈(54)。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烤玉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取装置(500)包括设置在

固定板(8)上位于去粒装置(400)一侧的第三固定架(61)，在所述第三固定架(61)顶面间隔

设有用于放置竹签的支撑条(62)，在所述支撑条(62)后方设有用于顶紧竹签的挡块(63)。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烤玉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装置(600)包括间隔设

置固定板(8)底面的第一凹槽(71)、第二凹槽(72)和第三凹槽(73)，在所述桌体(1)上位于

固定板(8)下方设有圆柱凹槽(74)，在所述圆柱凹槽(74)内设有弹簧(75)，在所述弹簧(75)

上端设有定位钢珠(76)，所述定位钢珠(76)与第一凹槽(71)、第二凹槽(72)或第三凹槽

(73)紧贴配合。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烤玉米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烤箱(2)上端表面上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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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控制第一电机(34)上的电机轴转动的第一按钮(81)，在所述隔板(5)外侧设有能按动第

一按钮(81)的按键(82)。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烤玉米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第一凹槽(71)内设有能

控制第二电机(41)上的电机轴转动的第二按钮(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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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烤玉米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烤玉米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烤玉米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烤玉米机，只能是仅仅的烤玉米而已，功能性单一，而且由于不同人有不同

的吃法，有的人喜欢切断了吃，有的人喜欢去粒了再吃等等，因此需要不同的工具进行加

工，从而对人们极其的不方便，浪费时间，满足不了人们的使用需求。

[0003] 故此，现有的烤玉米需进一步改善。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烤玉米装置。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方案：

[0006] 一种烤玉米装置，包括有桌体，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桌体顶面设有用于烤玉米的烤

箱，在所述烤箱顶面设有用于放入玉米的开口，在所述烤箱一侧设有出口，在所述出口上铰

接有隔板，在所述烤箱内设有能将玉米从开口传送至出口的传送装置，在所述烤箱一侧位

于出口前方设有用于盛接从开口出来已烤熟玉米的滑道，在所述桌体顶面位于滑道一端间

隔设有卡槽，在所述卡槽内活动设有固定板，在所述固定板顶面设有能将烤熟后的玉米进

行切断的切断装置，在所述固定板顶面位于切断装置一侧设有能将烤熟后的玉米进行去粒

的去粒装置，在所述固定板顶面位于去粒装置一侧设有能将烤熟后的玉米用竹签插取的插

取装置，在所述固定板下侧设有能定位固定板的定位装置，在所述滑道一端设有能将玉米

向前推送至切断装置、去粒装置或插取装置的推送装置。

[0007] 如上所述的一种烤玉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送装置包括间隔穿设在述烤箱内

的滚轴，在所述滚轴上连接套设有传送带，在所述传送带上均匀设有多个用于放置玉米的

弧形体。

[0008] 如上所述的一种烤玉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推送装置包括在滑道一端的支撑

板，在所述支撑板上设有通孔，在所述通孔内活动穿设有用于将烤熟后的玉米向前推动的

推杆，在所述桌体顶面设有第一电机，在所述第一电机的电机轴上插接有凸轮，所述推杆一

端紧贴于凸轮圆周表面上，在所述推杆另一端与支撑板之间设有拉簧。

[0009] 如上所述的一种烤玉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切断装置包括设置在固定板上的第

二电机，在所述第二电机的电机轴上插接有转盘，在所述转盘一侧表面上设有偏心轴，在所

述偏心轴上铰接有连杆，在所述第二电机一侧设有管道槽，在所述管道槽前方设有切刀，在

所述切刀一侧设有第一圆柱，所述第一圆柱与连杆的一端相铰接，在所述第二电机与管道

槽之间设有第一固定架，在所述第一固定架一侧贯通设有活动槽，所述第一圆柱活动穿设

在活动槽内。

[0010] 如上所述的一种烤玉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去粒装置包括设置在固定板上位于

切断装置一侧的第二固定架，在所述第二固定架一侧设有圆形通孔，在所述圆形通孔内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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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周铰接有多个用于刮落玉米粒的刮片，在所述刮片一端套设有橡皮圈。

[0011] 如上所述的一种烤玉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取装置包括设置在固定板上位于

去粒装置一侧的第三固定架，在所述第三固定架顶面间隔设有用于放置竹签的支撑条，在

所述支撑条后方设有用于顶紧竹签的挡块。

[0012] 如上所述的一种烤玉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装置包括间隔设置固定板底面

的第一凹槽、第二凹槽和第三凹槽，在所述桌体上位于固定板下方设有圆柱凹槽，在所述圆

柱凹槽内设有弹簧，在所述弹簧上端设有定位钢珠，所述定位钢珠与第一凹槽、第二凹槽或

第三凹槽紧贴配合。

[0013] 如上所述的一种烤玉米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烤箱上端表面上设有能控制第一

电机上的电机轴转动的第一按钮，在所述隔板外侧设有能按动第一按钮的按键。

[0014] 如上所述的一种烤玉米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第一凹槽内设有能控制第二电机

上的电机轴转动的第二按钮。

[0015] 综上所述，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其有益效果是：

[0016] 本发明通过设置在桌体上的烤箱对玉米进行烤熟，再通过传送装置把玉米传送至

滑道，再通过推送装置把玉米推送到固定板上的切断装置和去粒装置、插取装置进行切断

或去粒、用竹签插取，固定板下端设有定位固定板的定位装置，从而通过定位装置选取要进

行切断或去粒、用竹签插取，从而方便了人们，同时也节省了时间，满足了人们的使用需求。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的分解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的剖视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的A处放大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22] 如图1至4所示的一种烤玉米装置，包括有桌体1，在所述桌体1顶面设有用于烤玉

米的烤箱2，在所述烤箱2顶面设有用于放入玉米的开口3，在所述烤箱2一侧设有出口4，在

所述出口4上铰接有隔板5，在所述烤箱2内设有能将玉米从开口3传送至出口4的传送装置

100，在所述烤箱2一侧位于出口4前方设有用于盛接从开口3出来已烤熟玉米的滑道6，在所

述桌体1顶面位于滑道6一端间隔设有卡槽7，在所述卡槽7内活动设有固定板8，在所述固定

板8顶面设有能将烤熟后的玉米进行切断的切断装置300，在所述固定板8顶面位于切断装

置300一侧设有能将烤熟后的玉米进行去粒的去粒装置400，在所述固定板8顶面位于去粒

装置400一侧设有能将烤熟后的玉米用竹签插取的插取装置500，在所述固定板8下侧设有

能定位固定板8的定位装置600，在所述滑道6一端设有能将玉米向前推送至切断装置300、

去粒装置400或插取装置500的推送装置200，工作时，通过设置在桌体上的烤箱对玉米进行

烤熟，再通过传送装置把玉米传送至滑道，再通过推送装置把玉米推送到固定板上的切断

装置、去粒装置和插取装置进行切断、去粒或用竹签插取，自由选取自己喜欢的吃法，固定

板下端设有定位固定板的定位装置，从而通过定位装置选取要进行切断或去粒、用竹签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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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0023] 本发明中所述传送装置100包括间隔穿设在述烤箱2内的滚轴21，在所述滚轴21上

连接套设有传送带22，在所述传送带22上均匀设有多个用于放置玉米的弧形体23，工作时，

通过设置在滚轴内的电机使滚轴转动，从而带动传送带转动，所述中滚轴和传送带、弧形体

都是耐高温材质。

[0024] 本发明中所述推送装置200包括在滑道6一端的支撑板31，在所述支撑板31上设有

通孔32，在所述通孔32内活动穿设有用于将烤熟后的玉米向前推动的推杆33，在所述桌体1

顶面设有第一电机34，在所述第一电机34的电机轴上插接有凸轮35，所述推杆33一端紧贴

于凸轮35圆周表面上，在所述推杆33另一端与支撑板31之间设有拉簧36，工作时，第一电机

转动，从而带动凸轮转动，从而顶压推杆，使推杆在通孔内来回移动。

[0025] 本发明中所述切断装置300包括设置在固定板8上的第二电机41，在所述第二电机

41的电机轴上插接有转盘42，在所述转盘42一侧表面上设有偏心轴43，在所述偏心轴43上

铰接有连杆44，在所述第二电机41一侧设有管道槽45，在所述管道槽45前方设有切刀46，在

所述切刀46一侧设有第一圆柱47，所述第一圆柱47与连杆44的一端相铰接，在所述第二电

机41与管道槽45之间设有第一固定架48，在所述第一固定架48一侧贯通设有活动槽49，所

述第一圆柱47活动穿设在活动槽49内，工作时，第二电机转动，带动转盘转动，再通过连杆

两端分别与切刀和转盘相铰接，切刀通过第二圆柱活动设置在活动槽内，使切刀来回移动。

[0026] 本发明中所述去粒装置400包括设置在固定板8上位于切断装置300一侧的第二固

定架51，在所述第二固定架51一侧设有圆形通孔52，在所述圆形通孔52内沿圆周铰接有多

个用于刮落玉米粒的刮片53，在所述刮片53一端套设有橡皮圈54，工作时，玉米通过刮片，

刮片将玉米一粒粒的刮下。

[0027] 本发明中所述插取装置500包括设置在固定板8上位于去粒装置400一侧的第三固

定架61，在所述第三固定架61顶面间隔设有用于放置竹签的支撑条62，在所述支撑条62后

方设有用于顶紧竹签的挡块63，工作时，通过推杆将玉米向前推动，再通过竹签插柱玉米。

[0028] 本发明中所述定位装置600包括间隔设置固定板8底面的第一凹槽71、第二凹槽72

和第三凹槽73，在所述桌体1上位于固定板8下方设有圆柱凹槽74，在所述圆柱凹槽74内设

有弹簧75，在所述弹簧75上端设有定位钢珠76，所述定位钢珠76与第一凹槽71、第二凹槽72

或第三凹槽73紧贴配合，工作时，通过定位钢珠与第一凹槽或第二凹槽、第三凹槽的紧贴配

合进行定位。

[0029] 本发明中在所述烤箱2上端表面上设有能控制第一电机34上的电机轴转动的第一

按钮81，在所述隔板5外侧设有能按动第一按钮81的按键82，工作时，隔板翻到，使按键按下

第一按钮，使第一电机转动。

[0030] 本发明中在所述第一凹槽71内设有能控制第二电机41上的电机轴转动的第二按

钮91，工作时，当定位钢珠与第一凹槽紧贴配合定位时，定位钢珠会触碰第二按钮，使第二

电机转动。

[0031]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以及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

术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

本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

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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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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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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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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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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