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1258180.8

(22)申请日 2019.08.03

(73)专利权人 济南好为尔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 251400 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回河工业

开发区德阳路4号

(72)发明人 张峰　

(74)专利代理机构 潍坊正信致远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37255

代理人 石誉虎

(51)Int.Cl.

A23L 7/126(201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米饼成型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米饼成型机，沿料的

运动方向，机架设有料斗、拨辊、挤压装置、切割

装置、推料装置和成型装置，机架上还设有水平

设置的料斗传送带、切断传送带和成型传送带，

料斗位于料斗传送带的上方，拨辊位于料斗传送

带下料端的上方，挤压装置的进料口位于料斗传

送带下料端的下方，挤压装置的出料口位于切断

传送带上料端的上方，切割装置和推料装置均位

于切断传送带的上方，成型传送带的上料端与切

断传送带的下料端相对应，成型装置位于成型传

送带的上方。整个米饼的生产过程中，完全是自

动的，实现了米饼的自动化生产，大大提高了生

产效率，成本低，且米饼不会黏在模具上，不需要

抠米饼，省时省力，降低了工作人员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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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米饼成型机，包括：机架，其特征在于，沿料的运动方向，所述机架设有料斗、拨辊、挤

压装置、切割装置、推料装置和成型装置，所述机架上还设有水平的料斗传送带、切断传送

带和成型传送带，

所述料斗位于所述料斗传送带的上方，所述拨辊位于所述料斗传送带下料端的上方，

所述挤压装置的进料口位于所述料斗传送带下料端的下方，所述挤压装置的出料口位于所

述切断传送带上料端的上方，所述切割装置和所述推料装置均位于所述切断传送带的上

方，所述成型传送带的上料端与所述切断传送带的下料端相对应，所述成型装置位于所述

成型传送带的上方。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米饼成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挤压装置包括若干对沿料的运动

方向顺次设置的挤压辊，每一对中的两个所述挤压辊间隔设置，且每一对中的两个所述挤

压辊的间距逐渐变小。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米饼成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挤压辊设有三对，沿料的运动方

向，三对所述挤压辊分别为第一上挤压辊和第一下挤压辊、第二上挤压辊和第二下挤压辊、

第三上挤压辊和第三下挤压辊，所述第二上挤压辊和所述第二下挤压辊之间间距、所述第

三上挤压辊和所述第三下挤压辊之间间距分别通过间距调节装置调节；

所述间距调节装置包括调节板、中间连杆和轴摆臂，所述调节板的第一端转动于所述

第一上挤压辊的端部，所述调节板的第二端与所述中间连杆的第一端铰接，所述中间连杆

的第二端与所述轴摆臂的第一端铰接，所述轴摆臂的第二端固定连接有摆臂轴，所述第二

上挤压辊和所述第三上挤压辊转动安装于所述调节板上；

或者，所述间距调节装置包括调节板、中间连杆和轴摆臂，所述调节板的第一端转动于

所述第一下挤压辊的端部，所述调节板的第二端与所述中间连杆的第一端铰接，所述中间

连杆的第二端与所述轴摆臂的第一端铰接，所述轴摆臂的第二端固定连接有摆臂轴，所述

第二下挤压辊和所述第三下挤压辊转动安装于所述调节板上。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米饼成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切断传送带的上方设有饼带规整

装置，所述饼带规整装置位于所述挤压装置和所述切割装置之间，所述饼带规整装置包括

固定设置的安装架，所述安装架上固定设有两根间隔平行的导条，所述导条沿所述切断传

送带的长度方向设置。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米饼成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切割装置包括沿所述切断传送带

宽度方向设置的滑架，所述滑架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有托架，所述托架连接于连接板，每个

所述连接板分别连接有滑架升降机构，所述滑架设有切断刀和两套分别位于所述滑架两端

的割分机构，所述切断刀沿所述切断传送带的宽度方向设置。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米饼成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滑架升降机构包括滑架举升缸、

滑架举升梁、滑架直线轴承和滑架举升轴，所述滑架举升缸与所述滑架举升梁之间铰接连

接，所述滑架举升轴的下端与所述滑架举升梁固定，所述滑架举升轴的上端与所述连接板

固定，所述滑架举升轴滑动设于所述滑架直线轴承内，所述滑架直线轴承固定于所述机架。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米饼成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割分机构包括固定于所述滑架且

沿所述切断传送带宽度方向的分隔刀导轨，所述分隔刀导轨滑动连接有至少一个滑块，每

个滑块固定有一个分隔刀，所述分隔刀沿所述切断传送带的长度方向延伸，每个所述滑块

均固定连接于驱动杆，所述驱动杆端部转动连接有滚子，所述滚子设于平面凸轮的滑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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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滑槽与所述切断传送带的长度方向之间夹有锐角，所述滑架连接有用于让所述滑架沿

所述切断传送带长度方向往复运动的往复驱动机构；

所述往复驱动机构包括滑架导轨、摆臂和连接杆，滑架导轨固定于所述连接板，所述滑

架导轨沿所述切断传送带的长度方向设置，所述托架滑动于所述滑架导轨，所述连接杆的

一端与所述滑架铰接，所述连接杆的另一端与所述摆臂的一端铰接，所述摆臂的另一端固

定连接有摆臂轴，所述摆臂轴由电机驱动。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米饼成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推料装置包括推料安装板，所述

推料安装板固定于所述滑架，所述推料安装板固定有沿所述切断传送带宽度方向均布的推

料板，所述推料板的数目与所述分隔刀的数目一致。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米饼成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切断传送带和所述成型传送带之

间设有分隔装置，所述分隔装置包括沿所述切断传送带宽度方向设置的分隔安装板，所述

分隔安装板上固定设有沿所述切断传送带宽度方向均布的分隔板，相邻的所述分隔板之间

间隔形成过料通道，所述过料通道与所述推料板的位置和数目一一对应。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米饼成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成型装置包括初成型模具和终

成型模具，所述初成型模具和所述终成型模具的位置和数目与所述过料通道一一对应，每

个所述初成型模具和每个所述终成型模具均包括中空的模具和在所述模具内上下运动的

压模，所述模具固定于模具板，所述模具板连接有模具升降机构，所述压模连接有压模升降

机构；

所述模具升降机构包括模具伸缩缸、模具举升梁、模具直线轴承和模具举升轴，所述模

具伸缩缸与所述模具举升梁铰接，所述模具举升轴的下端固定于所述模具举升梁，所述模

具举升轴的上端与所述模具板固定连接，所述模具举升轴滑动于所述模具直线轴承内；

所述压模升降机构包括压模伸缩缸、压模举升梁、压模举升轴、压模直线轴承和压模连

接轴，所述压模伸缩缸与所述压模举升梁铰接，所述压模举升轴与所述压模举升梁固定，所

述压模举升轴滑动于所述压模直线轴承，所述压模直线轴承固定于所述机架，所述压模连

接轴的下端与所述压模固定连接，所述压模连接轴的上端固定连接于所述压模举升梁，每

个所述压模均固定连接有一根所述压模举升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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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饼成型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米饼成型机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米饼是一种以大米为主要原料，压胚成型的一种食品，可以作为糕点、休闲食品，

也可以作为主要的快餐主食。目前，米饼一般是通过手工、滚压方式制作而成，这种方式效

率低，而且容易黏在模具上，需要人工把米饼取下来，自动化程度低。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不足，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全自动化米饼成型

机，以提高米饼生产效率。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米饼成型机，包括：机架，沿料的运动方向，所述机架设有料斗、拨辊、挤压装

置、切割装置、推料装置和成型装置，所述机架上还设有水平的料斗传送带、切断传送带和

成型传送带，

[0006] 所述料斗位于所述料斗传送带的上方，所述拨辊位于所述料斗传送带下料端的上

方，所述挤压装置的进料口位于所述料斗传送带下料端的下方，所述挤压装置的出料口位

于所述切断传送带上料端的上方，所述切割装置和所述推料装置均位于所述切断传送带的

上方，所述成型传送带的上料端与所述切断传送带的下料端相对应，所述成型装置位于所

述成型传送带的上方。

[0007] 优选地，所述挤压装置包括若干对沿料的运动方向顺次设置的挤压辊，每一对中

的两个所述挤压辊间隔设置，且每一对中的两个所述挤压辊的间距逐渐变小。

[0008] 优选地，所述挤压辊设有三对，沿料的运动方向，三对所述挤压辊分别为第一上挤

压辊和第一下挤压辊、第二上挤压辊和第二下挤压辊、第三上挤压辊和第三下挤压辊，所述

第二上挤压辊和所述第二下挤压辊之间间距、所述第三上挤压辊和所述第三下挤压辊之间

间距分别通过间距调节装置调节；

[0009] 所述间距调节装置包括调节板、中间连杆和轴摆臂，所述调节板的第一端转动于

所述第一上挤压辊的端部，所述调节板的第二端与所述中间连杆的第一端铰接，所述中间

连杆的第二端与所述轴摆臂的第一端铰接，所述轴摆臂的第二端固定连接有摆臂轴，所述

第二上挤压辊和所述第三上挤压辊转动安装于所述调节板上；

[0010] 或者，所述间距调节装置包括调节板、中间连杆和轴摆臂，所述调节板的第一端转

动于所述第一下挤压辊的端部，所述调节板的第二端与所述中间连杆的第一端铰接，所述

中间连杆的第二端与所述轴摆臂的第一端铰接，所述轴摆臂的第二端固定连接有摆臂轴，

所述第二下挤压辊和所述第三下挤压辊转动安装于所述调节板上。

[0011] 优选地，所述切断传送带的上方设有饼带规整装置，所述饼带规整装置位于所述

挤压装置和所述切割装置之间，所述饼带规整装置包括固定设置的安装架，所述安装架上

说　明　书 1/7 页

4

CN 210671982 U

4



固定设有两根间隔平行的导条，所述导条沿所述切断传送带的长度方向设置。

[0012] 优选地，所述切割装置包括沿所述切断传送带宽度方向设置的滑架，所述滑架的

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有托架，所述托架连接于连接板，每个所述连接板分别连接有滑架升降

机构，所述滑架设有切断刀和两套分别位于所述滑架两端的割分机构，所述切断刀沿所述

切断传送带的宽度方向设置。

[0013] 优选地，所述滑架升降机构包括滑架举升缸、滑架举升梁、滑架直线轴承和滑架举

升轴，所述滑架举升缸与所述滑架举升梁之间铰接连接，所述滑架举升轴的下端与所述滑

架举升梁固定，所述滑架举升轴的上端与所述连接板固定，所述滑架举升轴滑动设于所述

滑架直线轴承内，所述滑架直线轴承固定于所述机架。

[0014] 优选地，所述割分机构包括固定于所述滑架且沿所述切断传送带宽度方向的分隔

刀导轨，所述分隔刀导轨滑动连接有至少一个滑块，每个滑块固定有一个分隔刀，所述分隔

刀沿所述切断传送带的长度方向延伸，每个所述滑块均固定连接于驱动杆，所述驱动杆端

部转动连接有滚子，所述滚子设于平面凸轮的滑槽内，所述滑槽与所述切断传送带的长度

方向之间夹有锐角，所述滑架连接有用于让所述滑架沿所述切断传送带长度方向往复运动

的往复驱动机构；

[0015] 所述往复驱动机构包括滑架导轨、摆臂和连接杆，滑架导轨固定于所述连接板，所

述滑架导轨沿所述切断传送带的长度方向设置，所述托架滑动于所述滑架导轨，所述连接

杆的一端与所述滑架铰接，所述连接杆的另一端与所述摆臂的一端铰接，所述摆臂的另一

端固定连接有摆臂轴，所述摆臂轴由电机驱动。

[0016] 优选地，所述推料装置包括推料安装板，所述推料安装板固定于所述滑架，所述推

料安装板固定有沿所述切断传送带宽度方向均布的推料板，所述推料板的数目与所述分隔

刀的数目一致。

[0017] 优选地，所述切断传送带和所述成型传送带之间设有分隔装置，所述分隔装置包

括沿所述切断传送带宽度方向设置的分隔安装板，所述分隔安装板上固定设有沿所述切断

传送带宽度方向均布的分隔板，相邻的所述分隔板之间间隔形成过料通道，所述过料通道

与所述推料板的位置和数目一一对应。

[0018] 优选地，所述成型装置包括初成型模具和终成型模具，所述初成型模具和所述终

成型模具的位置和数目与所述过料通道一一对应，每个所述初成型模具和每个所述终成型

模具均包括中空的模具和在所述模具内上下运动的压模，所述模具固定于模具板，所述模

具板连接有模具升降机构，所述压模连接有压模升降机构；

[0019] 所述模具升降机构包括模具伸缩缸、模具举升梁、模具直线轴承和模具举升轴，所

述模具伸缩缸与所述模具举升梁铰接，所述模具举升轴的下端固定于所述模具举升梁，所

述模具举升轴的上端与所述模具板固定连接，所述模具举升轴滑动于所述模具直线轴承

内；

[0020] 所述压模升降机构包括压模伸缩缸、压模举升梁、压模举升轴、压模直线轴承和压

模连接轴，所述压模伸缩缸与所述压模举升梁铰接，所述压模举升轴与所述压模举升梁固

定，所述压模举升轴滑动于所述压模直线轴承，所述压模直线轴承固定于所述机架，所述压

模连接轴的下端与所述压模固定连接，所述压模连接轴的上端固定连接于所述压模举升

梁，每个所述压模均固定连接有一根所述压模举升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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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22] 制取米饼时，将熟化的米饭倒入料斗，由料斗传送带输送至拨辊处，拨辊把米饭打

松并轴向分布均匀，送入挤压装置，米饭由挤压装置的挤压辊挤压压缩到一定密度后，在切

断传送带上堆积成厚度均匀的米饼带，再通过切割装置切断、切割、分离等一系列动作，分

割出大小适合的数等份米饼块，再经过初成型、终成型两次成型，加工出设定形状、重量的

米饼，米饼最终由成型传送带输出。整个米饼的生产过程中，完全是自动的，实现了米饼的

自动化生产，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成本低，且米饼不会黏在模具上，不需要抠米饼，省时省

力，降低了工作人员的负担。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实用新型米饼成型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图1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是图1中挤压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是图2中饼带规整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5是图1中切割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6是图5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9] 图7是凸轮机构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30] 图8是切割装置切割米饼带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9是切割装置中四把分隔刀分隔米饼块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10是图2中推料装置旋转90°后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11是图2中分隔装置旋转90°后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12是初成型模具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13是本实用新型米饼成型机的工作流程图；

[0036] 图中：1-机架；2-料斗传送带；3-切断传送带；4-成型传送带；5-料斗；6-拨辊；7-挤

压装置；70-摆臂轴；71-第一上挤压辊；72-第一下挤压辊；73-第二上挤压辊；74-第二下挤

压辊；75-第三上挤压辊；76-第三下挤压辊；77-调节板；78-中间连杆；79-轴摆臂；8-饼带规

整装置；81-安装架；82-导条；9-切割装置；91-滑架；92-滑架升降机构；921-滑架举升缸；

922-滑架举升梁；923-滑架举升轴；924-滑架直线轴承；93-切断刀；94-连接板；95-割分机

构；950-连接杆；951-分隔刀导轨；952-滑块；953-分隔刀；954-驱动杆；955-摆臂；956-摆臂

轴；957-从动带轮；958-平面凸轮；9581-滑槽；959-滑架导轨；96-托架；10-推料装置；101-

推料安装板；102-推料板；11-分隔装置；111-分隔安装板；112-分隔板；12-初成型模具；

121-模具；122-压模；123-模具板；124-模具升降机构；1241-模具伸缩缸；1242-模具举升

梁；1243-模具直线轴承；1244-模具举升轴；125-压模升降机构；1251-压模伸缩缸；1252-压

模举升梁；1253-压模直线轴承；1254-压模举升轴；1255-压模连接轴；1256-螺母；1257-弹

簧；13-米饼带；14-米饼块；15-初成型米饼；16-米饼；17-主动带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

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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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且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38] 如图1和图2共同所示，一种米饼成型机，包括：机架1，沿料的运动方向，机架1上顺

次设有料斗5、拨辊6、挤压装置7、饼带规整装置8、切割装置9、推料装置10、分隔装置11、初

成型装置12和终成型装置13。机架1上还设有水平设置的料斗传送带2、切断传送带3和成型

传送带4。

[0039] 料斗5位于料斗传送带2的上方，拨辊6位于料斗传送带2下料端的上方，挤压装置7

的进料口位于料斗传送带2下料端的下方，挤压装置7的出料口位于切断传送带3上料端的

上方，饼带规整装置8、切割装置9和推料装置10均位于切断传送带3的上方，成型传送带4的

上料端与切断传送带3的下料端相对应，切断传送带3高于成型传送带4，初成型装置12和终

成型装置13位于成型传送带4的上方。

[0040] 拨辊6包括辊体，辊体上设有多个辊齿。拨辊6转动时，由辊齿将熟制的米饭打松，

并让米饭沿拨辊6的轴向均匀分布。

[0041] 如图3所示，挤压装置7包括若干对沿米饭的运动方向顺次转动设置的挤压辊，每

一对中的两个挤压辊间隔设置，且每一对中的两个挤压辊的间距逐渐变小。本实施例中，挤

压辊设有三对，三对挤压辊分别为第一上挤压辊71和第一下挤压辊72、第二上挤压辊73和

第二下挤压辊74、第三上挤压辊75和第三下挤压辊76，第二上挤压辊73和第二下挤压辊74

之间间距、第三上挤压辊75和第三下挤压辊76之间间距分别通过间距调节装置调节。

[0042] 间距调节装置包括调节板77、中间连杆78和轴摆臂79，调节板77的第一端转动安

装于第一上挤压辊71的端部，调节板77的第二端与中间连杆78的第一端铰接，中间连杆78

的第二端与轴摆臂79的第一端铰接，轴摆臂79的第二端固定连接有摆臂轴70，摆臂轴70由

电机驱动，第二上挤压辊73和第三上挤压辊75分别转动安装于调节板77上。

[0043] 当电机驱动摆臂轴70转动时，轴摆臂79摆动，轴摆臂79驱动中间连杆78运动，中间

连杆78驱动调节板77绕第一上挤压辊71的端部转动，进而调节第二上挤压辊73与第二下挤

压辊74之间间距和第三上挤压辊75与第三下挤压辊76之间间距，以根据需要挤压出不同厚

度、不同密度的米饼带13。

[0044] 除上述结构外，也可以将第二下挤压辊74和第三下挤压辊76转动安装于调节板

77，调节板77的第一端转动安装于第一下挤压辊72的端部，在此不再详细图示。

[0045] 如图4所示，饼带规整装置8包括固定设置的安装架81，安装架81固定设有两根间

隔平行的导条82，导条82沿切断传送带3的长度设置。

[0046] 如图5、图6、图7、图8和图9共同所示，切割装置9包括沿切断传送带3宽度方向设置

的滑架91，滑架91的两端分别固定有托架96，托架96连接于连接板94，每个连接板94分别连

接有一套滑架升降机构92，滑架91设有切断刀93和两套分别位于滑架91两端的割分机构

95，切断刀93沿切断传送带3的宽度方向设置。

[0047] 滑架升降机构92包括滑架举升缸921、滑架举升梁922、滑架直线轴承924和两根滑

架举升轴923，滑架举升缸921固定于机架1，滑架举升缸921与滑架举升梁922之间通过关节

轴承铰接连接，两根滑架举升轴923的下端与滑架举升梁922固定，两根滑架举升轴923的上

端与连接板94固定，滑架举升轴923滑动设于滑架直线轴承924内，滑架直线轴承924固定于

机架1。滑架直线轴承924优选为含油轴承。

[0048] 割分机构95包括固定于滑架91且沿切断传送带宽度方向的分隔刀导轨951，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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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导轨951滑动连接有两个滑块952，每个滑块952均固定有一个分隔刀953，分隔刀953沿切

断传送带3的长度方向延伸，每个滑块952均固定连接于驱动杆954，驱动杆954端部转动连

接有滚子，滚子位于平面凸轮958的滑槽9581内，滑槽9581与切断传送带3的传送方向之间

夹有锐角α，滑架91连接有用于让滑架91沿切断传送带3的长度方向往复运动的往复驱动机

构。

[0049] 往复驱动机构包括滑架导轨959、摆臂955和连接杆950，滑架导轨959固定于连接

板94，滑架导轨959沿切断传送带3的长度方向设置，托架96滑动于滑架导轨959，连接杆950

的一端与滑架91通过关节轴承铰接，连接杆950的另一端与摆臂955的一端通过关节轴承铰

接，摆臂955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有摆臂轴956，摆臂轴956固定连接有从动带轮957，从动带轮

957带传动连接有主动带轮17，主动带轮17由电机驱动。

[0050] 如图8所示，为切断刀93和分隔刀953切割米饼带13时的结构示意图，此时，两套割

分机构95中分别位于最内侧的两个分隔刀953贴合在一起形成一把分隔刀。如图9所示，为

分隔刀953分隔米饼块14时的结构示意图，此时，四把分隔刀953分别推动一块米饼块14沿

宽度方向向外运动，将四块米饼块14分开。如图7所示，为滑架91从滑槽9581一端运动至另

一端时的结构示意图。

[0051] 如图10所示，推料装置10包括推料安装板101，推料安装板101固定于滑架91，推料

安装板101固定有沿切断传送带3宽度方向均布的推料板102，推料板102推料的一侧为圆弧

形，推料板102的数目与分隔刀953的数目一致。

[0052] 如图11所示，切断传送带3和成型传送带4之间设有分隔装置11，分隔装置11包括

沿切断传送带3宽度方向设置的分隔安装板111，分隔安装板111上固定设有沿切断传送带3

宽度方向均布的分隔板112，分隔板112靠近推料板102的一端为锥形，相邻的分隔板112之

间间隔形成过料通道，过料通道与推料板102的位置和数目一一对应。

[0053] 如图12所示，成型装置包括初成型模具12和终成型模具13，初成型模具12和终成

型模具13的位置和数目与过料通道一一对应。初成型模具12和终成型模具13结构和工作原

理相同，以初成型模具12为例，解释说明成型模具的结构和工作原理，每个初成型模具12均

包括中空的模具121和在模具121内上下运动的压模122，模具121靠近分隔装置11的一侧上

部开口，与圆弧形的推料板102配合形成整圆，模具121固定于模具板123，模具板123连接有

模具升降机构124，压模连接有压模升降机构125。

[0054] 模具升降机构124包括模具伸缩缸1241、模具举升梁1242、模具直线轴承1243和模

具举升轴1244，模具伸缩缸1241固定于机架1，模具伸缩缸1241与模具举升梁1242通过关节

轴承铰接，模具举升轴1244的下端固定于模具举升梁1242，模具举升轴1244的上端与模具

板123固定连接，模具举升轴1244滑动于模具直线轴承1243内，模具直线轴承1243固定于机

架1。模具直线轴承1243优选为含油轴承。

[0055] 压模升降机构125包括压模伸缩缸1251、压模举升梁1252、压模直线轴承1253、压

模举升轴1254和压模连接轴1255，压模伸缩缸1251固定于机架1，压模伸缩缸1251与压模举

升梁1252通过关节轴承铰接，压模举升轴1254与压模举升梁1252固定，压模举升轴1254滑

动于压模直线轴承1253，压模直线轴承1253固定于机架1，压模连接轴1255的下端与压模

122固定连接，压模连接轴1255的上端与压模举升梁1252固定，压模连接轴1255上还固定设

有螺母1256，螺母1256与压模举升梁1252之间设有套设于压模连接轴1255外的弹簧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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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压模122均固定连接有一根压模连接轴1255。压模直线轴承1253优选为含油轴承。

[0056] 如图13所示，本实用新型米饼成型机的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如下：

[0057] 熟制的米饭由料斗5进入并落到料斗传送带2上，在料斗传送带2的下料端，由转动

的拨辊6将米饭打松、打均后送入挤压装置7中；

[0058] 由三对挤压辊将米饭挤压压缩成一定密度的米饼带13，米饼带13送入切断传送带

3，切断传送带3上的米饼带13通过两条导条82之间的空隙时，由两条导条82对米饼带13的

边缘规整，使得米饼带13的边缘整齐，米饼带13各处的宽度一致；

[0059] 米饼带13经过切割装置9时，在初始工作位，两套割分机构95中分别位于最内侧的

两个分隔刀953贴合在一起形成一把分隔刀，滑架举升缸921回缩，滑架举升轴923带动滑架

91下降，使得切断刀93沿宽度方向切割下一段米饼带13，同时，三把分隔刀953共同将切割

下的米饼带13沿宽度方向均分成四份米饼块14，电机通过带传动机构驱动摆臂轴956转动，

摆臂轴956驱动摆臂955摆动，摆臂955通过连接杆950驱动滑架1沿滑架导轨959向切断传送

带3的长度方向运动，在平面凸轮958作用下，驱动杆954向外运动，则四把分隔刀953分别驱

动四块米饼块14向外运动，将四块米饼块14分开，同时，切断刀93推动四块米饼块14至四个

推料板102的初始工作位，同时，四个推料板102推动上一次切割装置9切割出的四块米饼块

14穿过过料通道至初成型模具12的工作位；当电机反向转动，摆臂轴956驱动摆臂955反向

摆动，则滑架91反向运动复位，两套割分机构95中分别位于最内侧的两个分隔刀953贴合在

一起形成一把分隔刀，同时，滑架举升缸921伸长，带动滑架91向上运动至初始位置，切断刀

93、分隔刀953运动至切断传送带3上方的初始位置，四个推料板102跟随滑架91复位；

[0060] 模具伸缩缸1241回缩，驱动模具板123向下移动，直至米饼块14位于模具121的空

腔内，压模伸缩缸1251伸长，驱动压模122向下运动压缩米饼块14，米饼块14压缩成为初成

型米饼15，然后模具伸缩缸1241伸长，驱动模具板123向上移动，压模伸缩缸1251回缩，驱动

压模122向上运动，初成型米饼15脱离模具121支撑于成型传送带4，初成型米饼15不会黏在

模具121内，成型传送带4将初成型米饼15运送至终成型模具13的工作位；

[0061] 终成型模具13的模具伸缩缸回缩，驱动模具板向下移动，直至初成型米饼15位于

模具的空腔内，然后压模伸缩缸伸长，驱动压模向下运动压缩初成型米饼15，初成型米饼15

压缩成为所需要的米饼16，然后模具伸缩缸伸长，驱动模具板向上移动，压模伸缩缸回缩，

驱动压模向上运动，米饼16脱离模具支撑于成型传送带4，并由成型传送带4输送到指定位

置。

[0062] 本实施例中，初成型模具12和终成型模具13是相对独立的，也可以将初成型模具

12和终成型模具13做成一体，即模具板上同时有初成型的模具121和终成型的模具，初成型

的压模122和终成型的压模连接于同一个压模举升梁，在此不再详细图示。

[0063] 本实施例中，一次可以生产出四个米饼16，实际工作中，可根据需要设置分隔刀

953的数量，如一次切分出6块、8块等米饼块14，相应地，推料板102、过料通道、初成型的模

具121和终成型的模具等也设置为6个、8个等。

[0064] 本实施例中，初成型的模具121和终成型的模具为圆形，生产出的是圆形的米饼

16，实际生产时，初成型的模具121和终成型的模具根据需要可以做成正方向、矩形、三角形

或椭圆形等形状，在此不再一一举例。

[0065] 本实用新型的米饼成型机整个米饼的生产过程中，完全是自动的，实现了米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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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生产，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成本低，且米饼不会黏在模具上，不需要抠米饼，省时省

力，降低了工作人员的负担。

[0066] 以上所述为本实用新型最佳实施方式的举例，其中未详细述及的部分均为本领域

普通技术人员的公知常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任何基于本实

用新型的技术启示而进行的等效变换，也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7/7 页

10

CN 210671982 U

10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9 页

11

CN 210671982 U

1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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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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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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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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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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