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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的全自动立式炸馓子机，利用油的浮

力改变了传统的做法，使馓子从一开始分条、做

花定形、油炸、出锅都是立着完成。本发明采用了

智能控制，每个机器手为人性化设计，比人工更

准确，动作协调，前后次序有条不紊，同时，机器

手的数量可多可少，由用户产量来定。馓子从入

锅到出锅，都是在油内完成，不会出现花色（人工

在油炸中是无法把颜色做成一致），形状大小都

是由机器手控制，机器手大小形状一样（人工时，

做的大小是没有办法控制）。传统的炸馓子需要

三个人完成，本发明只需要一人即可，节省人工。

馓子在恒温内完成出锅，口感比人工做的更酥更

香，出锅的时间更为准确，颜色金黄，没有花色，

外观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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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自动立式炸馓子机，结构包括：机体、电柜、机器臂、机器手；其特征是：所述机体由

不锈钢型材焊结而成，所述电柜为独立单体，所述电柜由显示屏、伺服驱动器、步进驱动器、

PAC模块组成，所述机器臂由伺服电机（1）、滑台（2）、定位气缸（8）、第一接近开关（4）、第二

接近开关（5）、第三接近开关（6）和第四接近开关（7）、第一坦克链（3）、第一调节阀（9）组成，

所述机器手由步进电机（14）、气缸（12）、第五接近开关（11）、第二调节阀（13）、力度缓冲器

（15）、操作手指（16）组成，PAC模块发出脉冲使伺服驱动器、步进驱动器开始运行，由伺服驱

动器接到PAC模块指令后伺服电机（1）开始运行，运行快慢都可通过伺服驱动器自带调节按

键调节，由PAC模块发出的脉冲控制行程长度，每个行程长度的位置由第一接近开关（4）、第

二接近开关（5）、第三接近开关（6）和第四接近开关（7）控制，PAC模块发出的脉冲不稳时，由

第一接近开关（4）、第二接近开关（5）、第三接近开关（6）和第四接近开关（7）来控制机器臂

运行长度、定位气缸（8）的运行由机器臂到达指定位置后，PAC模块发出信号后，定位气缸

（8）自带气动电磁阀打开，气缸正常向下运行，定位气缸（8）的速度由气缸自带的第一调节

阀（9）控制，定位气缸（8）下到达位置后电磁阀接收到信号后信号灯会亮，如果行程不到没

收到信号，机器臂的下一个动作就不会去完成，机器臂运行到指令地址，开始计时，定位气

缸（8）下到指令位置后，由接近开关发出信号，开始延时，时间到后，气缸（12）接到指令开始

运行，作上下运行，运行频率次数力度可通过气缸（12）自带按键调节，运行次数结束后，做

个延时动态以实现长短定型，待时间到后，步进电机（14）开始运转，运转速度可通过步进驱

动器调节，在锅内时间到达时，机器臂开始运行，气缸（12）上行，待气缸（12）上自带电磁阀

灯亮，气缸（12）接收到信号后，做个延时，使油再次滴回锅内，接下来机器臂向起始位置走

去，当伺服电机（1）脉冲发射完后，还没走完行程时，利用接近开关可实现接着走下去动作，

实现降速，馓子也正好接进退馓助手中，机器臂继续向起始位置走去，馓子退下来后落放在

接盘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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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立式炸馓子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全自动立式炸馓子机，属于自动化食品机械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馓子是一种油炸食品，香脆精美。北方馓子以麦面为主料，南方馓子多以米面为主

料。在少数民族地区，馓子的品种繁多，风味各异，尤以河南省淮滨、江苏淮安、维吾尔族、东

乡族、纳西族、宁夏回族的馓子最为有名。以淮安的茶馓为最。制作馓子要用上好的面粉，加

少许食盐用水揉成面坯，然后饧面、切条，再搓成条状，环绕排满盆中，上面洒抹一些食用

油。待面条在盆中回透，弹拉力恰到好处时，将面条绕在手上，用手来回抻开，撑、绷成粗细

均匀一致的馓子条，然后放入油锅，用筷子轻轻翻动，掌握火候煎熬上色，炸成大把或小把

金黄焦脆的馓子。

[0003] 目前传统人工炸馓子从分条、做花定形、油炸直到出锅，馓子都是平放锅内完成。

人工在油炸中是无法把颜色做成一致，同时，做的大小是没有办法控制，传统的炸馓子只能

白天做。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全自动立式炸馓子机。

[0005] 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06] 全自动立式炸馓子机，包括：机体、电柜、机器臂、机器手；所述机体由不锈钢型材

焊结而成，所述电柜可以为独立单体或者一体，所述电柜由显示屏、伺服驱动器、步进驱动

器、PAC模块组成，所述机器臂由伺服电机、滑台、定位气缸、接近开关（第一接近开关、第二

接近开关、第三接近开关、第四接近开关）、第一坦克链、第一调节阀组成，所述机器手由步

进电机、震达气缸、第五接近开关、第二调节阀、力度缓冲器、操作手指组成，PAC模块发出脉

冲使伺服驱动器、步进驱动器开始运行，由伺服驱动器接到PAC模块指令后伺服电机开始运

行，运行快慢都可通过伺服驱动器自带调节按键调节，由PAC模块发出的脉冲控制行程长

度，每个行程长度的位置由接近开关（第一接近开关、第二接近开关、第三接近开关、第四接

近开关）控制，PAC模块发出的脉冲不稳时，由接近开关（第一接近开关、第二接近开关、第三

接近开关、第四接近开关）来控制机器臂运行长度、定位气缸的运行由机器臂到达指定位置

后，PAC模块发出信号后，定位气缸自带气动电磁阀打开，气缸正常向下运行，定位气缸的速

度由气缸自带的第一调节阀控制，定位气缸下到达位置后电磁阀接收到信号后信号灯会

亮，如果行程不到没收到信号，机器臂的下一个动作就不会去完成，机器臂运行到指令地

址，开始计时，定位气缸下到指令位置后，由接近开关发出信号，开始延时，时间到后，震达

气缸接到指令开始运行，作上下运行，运行频率次数力度可通过震达气缸自带按键调节，运

行次数结束后，做个延时动态，做个长短定型，待时间到后，步进电机开始运转，运转速度可

通过步进驱动器调节，在锅内时间到达时，机器臂开始运行，震达气缸上行，待震达气缸上

自带电磁阀灯亮，震达气缸接收到信号后，做个延时，使油再次滴回锅内，接下来机器臂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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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位置走去，当伺服电机脉冲发射完后，还没走完行程时，利用接近开关可实现接着走下

去动作，实现降速，馓子也正好接进退馓助手中，机器臂继续向起始位置走去，馓子退下来

后落放在接盘中间。

[0007] 本发明所取得的有益效果：

[0008] 由于本发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为全自动立式炸馓子机，利用油的浮力改变了

传统的做法，使馓子从一开始分条、做花定形、油炸、出锅都是立着完成。本发明采用了智能

控制，每个机器手为人性化设计，比人工更准确，动作协调，前后次序有条不紊，同时，机器

手的数量可多可少，由用户产量来定。馓子从入锅到出锅，都是在油内完成，不会出现花色

（人工在油炸中是无法把颜色做成一致），形状大小都是由机器手控制，机器手大小形状一

样（人工时，做的大小是没有办法控制）。传统的炸馓子需要三个人完成，本发明只需要一人

即可，节省人工。馓子在恒温内完成出锅，口感比人工做的更酥更香，出锅的时间更为准确，

颜色金黄，没有花色，外观漂亮。

[0009] 本发明机体设计紧凑、操作方便、轻松自如、美观大方实用。整个流程连贯成为一

件，操行自如。每个机器臂、都可单独操作，如遇故障自己也可单独停止，整机也可做急停，

每个动作之间，都做了延时，根据个人的要求，随时可调节快慢，轻松自如。在定位气缸下到

达位置后电磁阀接收到信号后信号灯会亮，如果行程不到没收到信号，机器臂的下一个动

作就不会去完成，也就是机器臂不会乱走动，这样能更好的保护机器手在运行时更安全，计

时更准确。

[0010] 本发明利用油的伏力，更好的保证馓子条在入锅后不粘条，摆放整齐，且不会在操

作手指上脱落，设有力度调节缓冲器，这样使馓子即将定型时花型即不绕的过紧，也不能太

松，还能保证在做花同时不让馓子条断掉，可根据客户要求做出你喜欢的花型，更保证不会

让馓子断条，节约在操作中浪费掉的材料。

[0011] 本发明油锅为下反式抽油烟，没有了油烟味道，工作环境舒适。传统的炸馓子只能

白天做，机器手炸馓子可以不分白天夜晚，颜色也不会因为看不清楚而花色，不会浪费原料

和电力资源。

[0012] 本发明全智能控制、一键启动、自动停止、每个机器手的动作间隔时间、力度都可

以调整，做到了人性化操作自如。智能控制快慢可调节，但不会影响馓子质量。全自动炸馓

子机为一体及，安装方便，家庭工厂门市都可以安装，（380伏-220伏）电压都可以用，机体为

不锈钢制作，干净卫生，便于清扫，经济耐用。

[0013]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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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等效物界定。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的原理框图。

[0016] 图中：1-伺服电机、2-滑台、3-第一坦克链、4-第一接近开关、5-第二接近开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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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接近开关、7-第四接近开关、8-定位气缸、9-第一调节阀、10-第二坦克链、11-第五接近

开关、12-震达气缸、13-第二调节阀、14-步进电机、15-力度缓冲器、16-操作手指。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在此发明的示意性实施例以及说明

用来解释本发明，但并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0018] 实施例1：

[0019] 如图1、图2所示，全自动立式炸馓子机，包括：机体、电柜、机器臂、机器手；所述机

体由不锈钢型材焊结而成，所述电柜可以为独立单体或者一体，所述电柜由显示屏、伺服驱

动器、步进驱动器、PAC模块组成，所述机器臂由伺服电机1、滑台2、定位气缸8、接近开关（第

一接近开关4、第二接近开关5、第三接近开关6、第四接近开关7）、第一坦克链3、第一调节阀

9组成，所述机器手由步进电机14、震达气缸12、第五接近开关11、第二调节阀13、力度缓冲

器15、操作手指16组成，PAC模块发出脉冲使伺服驱动器、步进驱动器开始运行，由伺服驱动

器接到PAC模块指令后伺服电机1开始运行，运行快慢都可通过伺服驱动器自带调节按键调

节，由PAC模块发出的脉冲控制行程长度，每个行程长度的位置由接近开关（第一接近开关

4、第二接近开关5、第三接近开关6、第四接近开关7）控制，PAC模块发出的脉冲不稳时，由接

近开关（第一接近开关4、第二接近开关5、第三接近开关6、第四接近开关7）来控制机器臂运

行长度、定位气缸8的运行由机器臂到达指定位置后，PAC模块发出信号后，定位气缸8自带

气动电磁阀打开，气缸正常向下运行，定位气缸8的速度由气缸自带的第一调节阀9控制，定

位气缸8下到达位置后电磁阀接收到信号后信号灯会亮，如果行程不到没收到信号，机器臂

的下一个动作就不会去完成，机器臂运行到指令地址，开始计时，定位气缸8下到指令位置

后，由接近开关发出信号，开始延时，时间到后，震达气缸12接到指令开始运行，作上下运

行，运行频率次数力度可通过震达气缸12自带按键调节，运行次数结束后，做个延时动态，

做个长短定型，待时间到后，步进电机14开始运转，运转速度可通过步进驱动器调节，在锅

内时间到达时，机器臂开始运行，震达气缸12上行，待震达气缸12上自带电磁阀灯亮，震达

气缸12接收到信号后，做个延时，使油再次滴回锅内，接下来机器臂向起始位置走去，当伺

服电机1脉冲发射完后，还没走完行程时，利用接近开关可实现接着走下去动作，实现降速，

馓子也正好接进退馓助手中，机器臂继续向起始位置走去，馓子退下来后落放在接盘中间。

[0020] 由于本发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为全自动立式炸馓子机，利用油的浮力改变了

传统的做法，使馓子从一开始分条、做花定形、油炸、出锅都是立着完成。本发明采用了智能

控制，每个机器手为人性化设计，比人工更准确，动作协调，前后次序有条不紊，同时，机器

手的数量可多可少，由用户产量来定。馓子从入锅到出锅，都是在油内完成，不会出现花色

（人工在油炸中是无法把颜色做成一致），形状大小都是由机器手控制，机器手大小形状一

样（人工时，做的大小是没有办法控制）。传统的炸馓子需要三个人完成，本发明只需要一人

即可，节省人工。馓子在恒温内完成出锅，口感比人工做的更酥更香，出锅的时间更为准确，

颜色金黄，没有花色，外观漂亮。本发明机体设计紧凑、操作方便、轻松自如、美观大方实用。

整个流程连贯成为一件，操行自如。每个机器臂、都可单独操作，如遇故障自己也可单独停

止，整机也可做急停，每个动作之间，都做了延时，根据个人的要求，随时可调节快慢，轻松

自如。在定位气缸8下到达位置后电磁阀接收到信号后信号灯会亮，如果行程不到没收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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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机器臂的下一个动作就不会去完成，也就是机器臂不会乱走动，这样能更好的保护机器

手在运行时更安全，计时更准确。本发明利用油的伏力，更好的保证馓子条在入锅后不粘

条，摆放整齐，且不会在操作手指16上脱落，设有力度调节缓冲器，这样使馓子即将定型时

花型即不绕的过紧，也不能太松，还能保证在做花同时不让馓子条断掉，可根据客户要求做

出你喜欢的花型，更保证不会让馓子断条，节约在操作中浪费掉的材料。本发明油锅为下反

式抽油烟，没有了油烟味道，工作环境舒适。传统的炸馓子只能白天做，机器手炸馓子可以

不分白天夜晚，颜色也不会因为看不清楚而花色，不会浪费原料和电力资源。本发明全智能

控制、一键启动、自动停止、每个机器手的动作间隔时间、力度都可以调整，做到了人性化操

作自如。智能控制快慢可调节，但不会影响馓子质量。全自动炸馓子机为一体及，安装方便，

家庭工厂门市都可以安装，（380伏-220伏）电压都可以用，机体为不锈钢制作，干净卫生，便

于清扫，经济耐用。

[0021] 整个流程可做多组机器臂现以八组为准，当第一个机器臂从（三）点退后的同时，

第二个机器臂向前第（三）点运行，这时的时间可调节，在第二个机器臂退后的同时，第三个

机器臂也开始运行，第三个退时，第四运行，第四退时，第五运行，第五退时，第六运行，第六

退时，第七运行，第七退时，第八运行，每个机器臂运行时都做了延时，第八个机器臂退时，

第一轮已经走完，接下来第一只机器臂接着运行，就这样周而复始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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