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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食品售卖机的处理工艺，包

括以下步骤：顾客通过售卖机上的操作面板对所

需生鲜食品以及烹饪方式进行选择；然后通过售

卖机上预设的支付方式选择其中一种进行支付；

支付完毕后拿取机构自动根据选择将生鲜食品

送入相应的烹饪工站进行烹饪；烹饪好后的食品

通过拿取机构取出装盛到预置的熟食盒中；再在

传送带带动下移动至调料区进行调味；最后进行

包装并送至取物窗口处以供顾客拿取，整个过程

无需人工接触到食品进行操作，且食品是由生煮

熟的，因此不存在反复加热，所以口感好，营养也

不流失，而且卫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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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食品售卖机的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选择：顾客通过售卖机上的操作面板对所需生鲜食品以及该生鲜食品所需的烹饪

方式进行选择，包括有以下子步骤：

(a)、食品选择：顾客首先对所需生鲜食品进行选择；

(b)、烹饪选择：选择好生鲜食品后对应选择该生鲜食品所需要的烹饪方式，顾客可根

据售卖机上预设的烹饪方式选择其中一种烹饪方式；

所述食品选择包括有至少两类食品可供选择，每类食品中包含有一种或多种食品，顾

客在选取完一类食品中的食品后，需要对该食品的烹饪方式进行选择后才能进行下一类食

品的选择；

(2)、支付：根据选择的食品和烹饪方式自动算出总价，顾客通过售卖机上预设的支付

方式选择其中一种进行支付；

(3)、烹饪：支付完毕后拿取机构自动根据选择将生鲜食品送入相应的烹饪工站进行烹

饪；

所述售卖机中至少设有两个拿取机构，每个拿取机构在支付完毕后启动，移动至冷藏

区的输出口处将顾客所选择的生鲜食品、连同放置该生鲜食品的载具一并拿取；所述拿取

机构将该放置有生鲜食品的载具伸入到顾客所选择的烹饪工站中对该生鲜食品进行烹饪；

(4)、装盛：盛装区的位置设有运输装置，所述运输装置包括有熟食运输带和载具运输

带，所述熟食运输带将预置的熟食盒从上一个烹饪工站带动到下一个烹饪工站，在每个烹

饪工站的相应位置停留；根据系统设定的时间烹饪完毕，烹饪好后的食品通过拿取机构将

载具提起后移动到盛包区中预置的熟食盒的位置，将已经烹饪完毕的食品从载具中倒出到

熟食盒中；

所述拿取机构将已空的载具带动到所述载具运输带的上方，松开载具使载具落到载具

运输带上，所述载具运输带将载具运输到载具收集区的位置；所述拿取机构移动到初始位

置，停留，等待下一个指令；

(5)、调味：所述熟食运输带将装盛好所有食品后的该熟食盒移至调料区的位置停留，

在调料区根据顾客的选择加入相应的调料调味；

(6)、包装：所述熟食运输带将该熟食盒移至盛包区的包装机构处进行密封包装；

(7)、拿取：所述熟食运输带将包装好后的熟食盒移至取物窗口处以供顾客拿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食品售卖机的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b)中的烹饪

选择包括有多种烹饪方式，其中可供选择的烹饪方式根据该售卖机所设有的烹饪工站而

定，顾客仅可对操作面板上有亮起的烹饪方式进行选择。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食品售卖机的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的支付

方式包括有钱币、刷卡或扫码支付的一种支付方式或多种结合的支付方式。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食品售卖机的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售卖机中设有一个

或多个烹饪工站，每个烹饪工站对应一种烹饪方式，售卖管理员可对售卖机中的烹饪工站

进行更换调整。

5.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食品售卖机的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为可选

步骤，顾客可在操作面板选择所需调料或者跳过该调味步骤。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食品售卖机的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完成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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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售卖机的筷子存放区自动落下筷子餐包到取筷窗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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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食品售卖机的处理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食品售卖机，具体是一种食品售卖机的处理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较为常见的快速饮食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在人工售卖的快餐店，但由于受到

场地和租金等因素的影响，很多人群聚集的地方都还是没有快餐店，造成购买不变，而且卫

生较无保障，存在从业人员交叉传染。第二种是方便面，方便面是众多消费者最方便携带又

能填饱肚子的选择，在旅游、出差、休闲娱乐时可轻松地在便利店、街边摊位购买到，但其量

少、营养差、多数为油炸食品且疑似有添加防腐剂；食用方便面时需有开水提供，利用开水

进行泡面，使用局限性较大。

[000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15.09.02公布了申请号为201510282330.9、

名称为一种用于智能烹饪食物机的烹饪食物工艺的发明专利，该专利是将准备好的食物分

装于碗中，然后冷藏于储碗机构内，顾客通过投币购买的方式购买选定的碗，支付后该碗直

接送入微波区加热，加热后送出到出碗仓。虽然相比于快餐店，可以应用于各个场所，而且

也比方便面更为有营养和方便，取出即可使用，比较方便，但由于碗内的食物是固定的，顾

客无法自由选择，而且碗内是属于已经煮熟过的食品，经过冰冻再微波加热，不仅使得口感

变差，且细菌也多，容易变质；另外用于装食物的碗必然为一次性碗，这种碗在微波加热过

程中容易产生危害身体的物质混入到食物中，对健康有害。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所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可自主选择各种生鲜

食品并进行现场烹饪成熟食的食品售卖机的处理方法，以此来满足顾客对食物和烹饪方式

选择的需求以及对健康饮食的需求。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食品售卖机的处理工艺，其特

点是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选择：顾客通过售卖机上的操作面板对所需生鲜食品以及该生鲜食品所需的

烹饪方式进行选择，包括有以下子步骤：

[0007] (a)、食品选择：顾客首先对所需生鲜食品进行选择；

[0008] (b)、烹饪选择：选择好生鲜食品后对应选择该生鲜食品所需要的烹饪方式，顾客

可根据售卖机上预设的烹饪方式选择其中一种烹饪方式；

[0009] 所述食品选择包括有至少两类食品可供选择，每类食品中包含有一种或多种食

品，顾客在选取完一类食品中的食品后，需要对该食品的烹饪方式进行选择后才能进行下

一类食品的选择；

[0010] (2)、支付：根据选择的食品和烹饪方式自动算出总价，顾客通过售卖机上预设的

支付方式选择其中一种进行支付；

[0011] (3)、烹饪：支付完毕后拿取机构自动根据选择将生鲜食品送入相应的烹饪工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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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烹饪；

[0012] 所述售卖机中至少设有两个拿取机构，每个拿取机构在支付完毕后启动，移动至

冷藏区的输出口处将顾客所选择的生鲜食品、连同放置该生鲜食品的载具一并拿取；所述

拿取机构将该放置有生鲜食品的载具伸入到顾客所选择的烹饪工站中对该生鲜食品进行

烹饪；

[0013] (4)、装盛：盛装区的位置设有运输装置，所述运输装置包括有熟食运输带和载具

运输带，所述熟食运输带将预置的熟食盒从上一个烹饪工站带动到下一个烹饪工站，在每

个烹饪工站的相应位置停留；根据系统设定的时间烹饪完毕，烹饪好后的食品通过拿取机

构将载具提起后移动到盛包区中预置的熟食盒的位置，将已经烹饪完毕的食品从载具中倒

出到熟食盒中；

[0014] 所述拿取机构将已空的载具带动到所述载具运输带的上方，松开载具使载具落到

载具运输带上，所述载具运输带将载具运输到载具收集区的位置；所述拿取机构移动到初

始位置，停留，等待下一个指令；

[0015] (5)、调味：所述熟食运输带将装盛好所有食品后的该熟食盒移至调料区的位置停

留，在调料区根据顾客的选择加入相应的调料调味；

[0016] (6)、包装：所述熟食运输带将该熟食盒移至盛包区的包装机构处进行密封包装；

[0017] (7)、拿取：所述熟食运输带将包装好后的熟食盒移至取物窗口处以供顾客拿取。

[0018] 进一步为了能满足众多顾客的不同口味需求，所述步骤(b)中的烹饪选择包括有

多种烹饪方式，其中可供选择的烹饪方式根据该售卖机所设有的烹饪工站而定，顾客仅可

对操作面板上有亮起的烹饪方式进行选择。

[0019] 为了方便顾客支付费用，所述步骤(2)中的支付方式包括有钱币、刷卡或扫码支付

等的一种支付方式或多种结合的支付方式。甚至还可以加入赞助社会福利，配合政府给弱

势团体使用的月票或点数或密码来支付。

[0020] 为了满足不同地区的人对食品的烹饪方式和口味的需求，所述售卖机中设有一个

或多个烹饪工站，每个烹饪工站对应一种烹饪方式，售卖管理员可对售卖机中的烹饪工站

进行更换调整，以满足该售卖机所在地区的人们的喜好。

[0021] 本发明的步骤(5)为可选步骤，顾客可在操作面板选择所需调料或者跳过该调味

步骤。

[0022] 为了方便顾客用餐，所述步骤(2)完成后，所述售卖机的筷子存放区自动落下筷子

餐包到取筷窗口处。

[0023] 本发明由于采用在食品售卖机中出售冷藏的生鲜食品，顾客在操作面板上选定食

品以及食品对应的烹饪方式，再进行支付后即可将生鲜食品烹饪成为熟食，最后将所有煮

熟的熟食逐一放入到一次性熟食盒中，包装密封好后送到取物窗口处以供顾客拿取，无需

人工接触操作，且食品是由生煮熟的，因此不存在反复加热，所以口感好，营养也不流失，而

且卫生、健康；又由于设有多类食品供选择，可以包括有主食类、菜类、肉类等，顾客可自由

搭配选择，从而最终得到一份属于自己喜爱的美食，选择性多，能满足不同顾客的需求；而

且食品是在煮熟后才放入一次性熟食盒中的，故相对来说危险性要小很多，不会影响到身

体的健康。该食品售卖机的处理方法操作简单方便，出售全程安全卫生，能满足众多顾客的

饮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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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的简化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是本发明处理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如图1至图2所示，该实施例所述的一种食品售卖机包括有机架、安装于机架内的

冷藏区、加工区、盛包区、调味区、载具收集区、筷子存放区以及设置在机架面板上的操作面

板、取物窗口和取筷窗口，该生鲜食品存放在冷藏区中，冷藏区为密封的空间，仅在冷餐区

和加工区之间的位置设有若干个输出口供顾客所选择的生鲜食品从冷藏区送出来；该加工

区包括有拿取机构和烹饪工站，生鲜食品在该加工区被烹饪成熟食；该盛包区包括有装有

熟食盒的储盒装置、用于对熟食盒进行密封包装的包装机构、以及提供输送功能的运输装

置，该运输装置包含两条传送带，分别为熟食运输带和载具运输带，其中熟食运输带的初始

位置设置有空熟食盒放置区，其末端位置与取物窗口相对齐；调味区位于熟食运输带的后

半段位置；包装机构也位于熟食运输带的后半段位置，且处于调味区的后方；该载具运输带

用于输送放置该生鲜食品的载具，当烹饪好的食品从载具倒入到熟食盒中后，该载具就被

放置到该载具运输带上，该载具运输带的末端位置与载具收集区相对齐。

[0029] 如图3所示，该实施例食品售卖机的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0] (1)、选择：顾客通过售卖机上的操作面板对所需生鲜食品以及该生鲜食品所需的

烹饪方式进行选择；

[0031] (2)、支付：根据选择的食品和烹饪方式自动算出总价，顾客通过售卖机上预设的

支付方式选择其中一种进行支付；

[0032] (3)、烹饪：支付完毕后拿取机构自动根据选择将生鲜食品送入相应的烹饪工站进

行烹饪；

[0033] (4)、装盛：烹饪好后的食品通过拿取机构取出装盛到预置的熟食盒中；

[0034] (5)、调味：装盛好所有食品后该熟食盒在熟食运输带带动下移动至调料区，在调

料区根据顾客的选择加入相应的调料调味；

[0035] (6)、包装：在熟食运输带的带动下该熟食盒传送至包装机构的位置进行密封包

装；

[0036] (7)、拿取：包装好后的熟食盒在熟食运输带的继续带动下移动至取物窗口处以供

顾客拿取。

[0037] 其中，步骤(1)还包括有以下子步骤：

[0038] (a)、食品选择：顾客首先对所需生鲜食品进行选择；

[0039] (b)、烹饪选择：选择好生鲜食品后对应选择该生鲜食品所需要的烹饪方式，顾客

可根据售卖机上预设的烹饪方式选择其中一种烹饪方式；

[0040] 该步骤(a)中的食品选择包括有至少两类食品可供选择，如主食类、菜类、肉类等，

每类食品中包含有一种或多种食品，如主食类可包括有米饭、粉、面等，顾客在选取完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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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中的食品后，需要对该食品的烹饪方式进行选择后才能进行下一类食品的选择；该步

骤(b)中的烹饪选择包括有多种烹饪方式，其中可供选择的烹饪方式根据该售卖机所设有

的烹饪工站而定，顾客仅可对操作面板上有亮起的烹饪方式进行选择。该步骤(2)中的支付

方式包括有纸币、钱币、刷卡或扫码支付等的一种支付方式或多种结合的支付方式；甚至还

可以加入赞助社会福利，配合政府给弱势团体使用的月票或点数或密码来支付。该售卖机

中的拿取机构至少设有两个，每个拿取机构包括以下步骤：

[0041] (a)、在支付完毕后拿取机构启动，移动至冷藏区的输出口处将顾客所选择的生鲜

食品，连同放置该生鲜食品的载具一并夹持住；

[0042] (b)、拿取机构将该放置有生鲜食品的载具伸入到顾客所选择的烹饪工站中对该

生鲜食品进行烹饪；

[0043] (c)、根据系统设定的时间烹饪完毕后，拿取机构将载具提起后移动到预置熟食盒

的位置，将已经烹饪完毕的食品从载具中倒出到熟食盒中；

[0044] (d)、拿取机构将已空的载具带动到载具运输带的上方后，松开拿取机构使载具落

到载具运输带上，最终在载具运输带的运输下进入到载具收集区；

[0045] (e)、拿取机构移动到初始位置，停留，等待下一个指令。

[0046] 当支付完毕后，该售卖机的筷子存放区自动落下筷子餐包到取筷窗口处，供顾客

拿取使用。

[0047] 实施例一：

[0048] 假设该实施例的食品售卖机中的生鲜食品包括有主食类、菜类、肉类，这三类食品

分别放置冷藏区的三个不同区域内，每个区域对应有一个输出口；其中主食类包括有未煮

过的米粉、河粉、面饼、以及已经煮熟过的米饭；菜类包括有已洗干净并切好的青菜、瓜；肉

类包括已洗干净并切好的猪肉、鸡肉、鸭肉和牛肉；以上每种食品都通过载具分开装盛，每

一个载具算一份，而且根据所装盛的食品不同，载具也有所不同，如装盛米粉、河粉、面饼的

载具是布满漏孔的载具，这些载具都是采用可用于烹饪上的金属材料制成。而该食品售卖

机中设置的烹饪工站有四个，这四个烹饪工站分别为蒸工站、煮工站、炸工站和炒工站。该

食品售卖机共设有四个拿取机构。现有顾客要牛肉汤河粉，再配些青菜，那么其处理方法如

下：

[0049] (1)、选择：顾客通过售卖机上的操作面板，先选择一份河粉，对应选择水煮的烹饪

方式；接着选择一份青菜，对应选择水煮的烹饪方式；再选择一份牛肉，对应选择爆炒的烹

饪方式；

[0050] (2)、支付：根据选择的食品和烹饪方式自动算出总价，顾客通过操作面板操作生

成一个二维码，然后通过手机扫描该二维码进行支付；支付完毕后，这三份食品自动落入到

各自的输出口中；

[0051] (3)、烹饪：第一个拿取机构自动河粉的载具夹持住，然后将整个载具移动放入煮

工站的锅中进行水煮；接着第二个拿取机构将青菜的载具夹持住，然后同样移动放入到煮

工站的锅中进行水煮；同时第三个拿取机构将牛肉的载具夹持住，然后移动到炒工站的锅

位置后将载具中的牛肉倒入锅中进行爆炒，爆炒完后通过专门夹持炒工站中的熟食的第四

个拿取机构将牛肉夹起来；

[0052] (4)、装盛：按照顺序，先将第一个拿取机构所夹持的煮好的河粉从载具中倒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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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在熟食运输带初始端位置的饭盒中；接着第二个拿取机构将煮好的青菜从载具中倒入

到该饭盒中河粉的上面；最后第四个拿取机构将所夹持的牛肉放置到青菜的上面，完成装

盛；

[0053] (5)、调味：装盛好所有食品后该饭盒在熟食运输带带动下移动至调料区，在调料

区根据顾客的选择加入骨头汤、葱丝等调料；

[0054] (6)、包装：调味完毕后再次在熟食运输带的带动下该饭盒传送至包装机构进行密

封包装，如盖上饭盒盖；

[0055] (7)、拿取：最后在该熟食运输带的带动下将该包装好后的饭盒移动至取物窗口处

以供顾客拿取。

[0056] (8)、回收：在步骤(4)后，倒空食品的载具在其对应的拿取机构带动下移动到与载

具收集区对齐的载具运输带上，然后拿取机构松开使载具落到该载具运输带上，在该载具

运输带的带动下送至载具收集区中。

[0057] 实施例二：

[0058] 假设该实施例的食品售卖机中的生鲜食品包括有主食类、主配料类、辅配料类，这

三类食品分别放置冷藏区的三个不同区域内，每个区域对应有一个输出口；其中主食类为

发酵好的已做成圆盘状的面团；主配料类包括有已洗干净并切好的火腿、培根、鲜虾等；辅

配料类包括已洗干净并切好的洋葱、青椒、胡萝卜以及芝士等；以上每种食品都通过载具分

开装盛，每一个载具算一份，而且根据所装盛的食品不同，载具也有所不同，如装面团的载

具是具有尺寸大小区别的披萨盘，这些载具都是采用可用于烹饪上的金属材料制成。而该

食品售卖机中设置的烹饪工站仅有一个，该烹饪工站为烤箱。该食品售卖机共设有两个拿

取机构。现有顾客要一份6寸的火腿培根披萨，配上青椒和芝士，那么其处理方法如下：

[0059] (1)、选择：顾客通过售卖机上的操作面板，先选择一份6寸披萨，对应选择烘烤的

烹饪方式，由于仅有一个烹饪工站，所以操作面板上可供选择的烹饪方式也仅有一个，即烘

烤；接着选择两份主配料类，一份为火腿、一份为培根，对应选择烘烤的烹饪方式；再选择两

份辅配料类，一份青椒、一份为芝士，对应选择烘烤的烹饪方式；

[0060] (2)、支付：根据选择的食品和烹饪方式自动算出总价，顾客将纸币从操作面板的

纸币口处放入，扣除相应的费用后，余额以钱币的方式退还到钱币口处；支付完毕后，这四

份食品自动落入到各自的输出口中；

[0061] (3)、烹饪：第一个拿取机构自动河粉的载具夹持住，然后移动到烹饪工站的上方

停止；接着第二个拿取机构逐个将一份火腿、一份培根、一份青椒和一份芝士夹持到该面团

上方，然后将这四份食品均匀铺洒面团上面；最后第一拿取机构将整个披萨盘放入到烹饪

工站的烤箱中进行烘烤；

[0062] (4)、装盛：烘烤完成后，第一个拿取机构将该制作完成的披萨连同载具夹持出来，

并将披萨放入到停留在熟食运输带初始端位置的披萨纸盒中；

[0063] (5)、包装：披萨无需增加配料，故在熟食运输带的带动下该披萨纸盒直接传送至

包装机构进行密封包装，如盖上纸盒盖；

[0064] (6)、拿取：最后在该熟食运输带的带动下将该包装好后的饭盒移动至取物窗口处

以供顾客拿取。

[0065] (7)、回收：在步骤(4)后，倒空食品的载具在其对应的拿取机构带动下移动到与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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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收集区对齐的载具运输带上，然后拿取机构松开使载具落到该载具运输带上，在该载具

运输带的带动下送至载具收集区中。

[0066] 尽管本发明是参照具体实施例来描述，但这种描述并不意味着对本发明构成限

制。参照本发明的描述，所公开的实施例的其他变化，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都是可以预料

的，这种的变化应属于所属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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