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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农副产品粗加工用花生去皮分筛装置

CN 208540693 U

(57)摘要
一种农副产品粗加工用花生去皮分筛装置，
包括机架，
机架从上至下依次安装有破壳机构、
去皮机构和筛分机构，
破壳机构的料斗内靠近进
料口处水平设有混料滚轴，
混料滚轴下侧设有至
少两组挤压滚轴组，
去皮机构的箱体内安装有滚
筒，
筛分机构的筛分管安装在出料斗底端，
筛分
管的一侧连通鼓风机，另一侧连通集污管，
筛分
管的下部设有导料管。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使
用方便，
功能齐全，
设置破壳机构、
去皮机构和筛
分机构，
能够对花生进行去壳、去皮、筛分处理，
提高花生去皮效率、
降低劳动力，
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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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农副产品粗加工用花生去皮分筛装置，
包括机架（1），
其特征在于：
所述机架（1）
从上至下依次安装有破壳机构、
去皮机构和筛分机构；
所述破壳机构包括料斗（2），
料斗（2）内靠近进料口（21）处水平设有混料滚轴（3），
混料
滚轴（3）下侧设有至少两组挤压滚轴组（4），
所述挤压滚轴组（4）包括两个对称设置的挤压
滚轴（41），
挤压滚轴（41）外壁轴向周向设有凸起部（42），
料斗（2）的出料口（22）与去皮机构
连通；
所述去皮机构包括箱体（5），
箱体（5）内安装有滚筒（6），
滚筒（6）中部设有旋转轴（61），
靠近滚筒（6）内壁处设有至少三条长条形的刷板（63），
刷板（63）上设有弹性刷毛（64），
旋转
轴（61）通过连接杆（62）与刷板（63）连接固定，
箱体（5）底部设有出料斗（51）；
所述筛分机构包括筛分管（8），
所述筛分管（8）安装在出料斗（51）底端，
筛分管（8）的一
侧连通鼓风机（81），
另一侧连通集污管（82），
筛分管（8）的下部设有导料管（83）。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副产品粗加工用花生去皮分筛装置，
其特征在于：
还设
有集料箱（9），
集料箱（9）设置在导料管（83）的底端，
集料箱（9）内安装有筛网（91）。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副产品粗加工用花生去皮分筛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
鼓风机（81）的出风口处设有风量调节阀（10）。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副产品粗加工用花生去皮分筛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
导料管（83）向下倾斜设置，
倾斜角为30°
～60°
。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副产品粗加工用花生去皮分筛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
挤压滚轴组（4）的挤压滚轴（41）之间的间隙为2～4厘米。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农副产品粗加工用花生去皮分筛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
挤压滚轴组（4）为4组，
且从上至下挤压滚轴组（4）的挤压滚轴（41）直径依次减小，
挤压滚轴
（41）的间隙依次减小。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副产品粗加工用花生去皮分筛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
凸起部（42）的横截面为半圆形，
凸起部（42）的材质为弹性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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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农副产品粗加工用花生去皮分筛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农副产品粗加工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农副产品粗加工用花生去皮
分筛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农产品粗加工是指对农产品不涉及农产品内在成分改变的加工，
即对收获的各种
农新产品进行去籽、
净化、
分类、
晒干、剥皮、
沤软以及其他农新产品的初加工活动。花生食
用部分为花生果仁，
花生果仁外包有种皮，
种皮外还有果壳，
为了方便销售、
储存、
运输或深
加工，
花生需要进行去壳去皮处理，
传统去壳去皮为手工处理，
手工去皮不仅效率低而且卫
生难以达到标准，
因此常用花生去皮装置对花生进行去皮处理。
[0003] 现有技术的去皮装置功能单一，
不具备去壳功能，
需要先对花生进行去壳处理，
且
果仁常被破坏，
完整度不高，
导致品质下降。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基于上述理由，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
针对上述不足，
能够对花生进行去壳、去
皮、
筛分处理，
提高果仁完整度，
提供一种农副产品粗加工用花生去皮分筛装置。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农副产品粗加工用花生去皮分筛装置，
包括机架，
机架从上至下依次安装有
破壳机构、
去皮机构和筛分机构。
[0007] 所述破壳机构包括料斗，
料斗内靠近进料口处水平设有混料滚轴，
混料滚轴下侧
设有至少两组挤压滚轴组，
所述挤压滚轴组包括两个对称设置的挤压滚轴，
挤压滚轴外壁
轴向周向设有凸起部，
料斗的出料口与去皮机构连通。
[0008] 所述去皮机构包括箱体，
箱体内安装有滚筒，
滚筒中部设有旋转轴，
靠近滚筒内壁
处设有至少三条长条形的刷板，
刷板上设有弹性刷毛，
旋转轴通过连接杆与刷板连接固定，
箱体底部设有出料斗。
[0009] 所述筛分机构包括筛分管，
所述筛分管安装在出料斗底端，
筛分管的一侧连通鼓
风机，
另一侧连通集污管，
筛分管的下部设有导料管。
[0010] 进一步地，
还设有集料箱，
集料箱设置在导料管的底端，
集料箱内安装有筛网。
[0011] 进一步地，
所述鼓风机的出风口处设有风量调节阀。
[0012] 进一步地，
所述导料管向下倾斜设置，
倾斜角为30°
～60°
。
[0013] 进一步地，
所述挤压滚轴组的挤压滚轴之间的间隙为2～4厘米。
[0014] 进一步地，
所述挤压滚轴组为4组，
且从上至下挤压滚轴组的挤压滚轴直径依次减
小，
挤压滚轴的间隙依次减小。
[0015] 进一步地，
所述凸起部的横截面为半圆形，
凸起部的材质为弹性橡胶。
[0016] 由于采用了上述方案，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
使用方
便，
功能齐全，
设置破壳机构、
去皮机构和筛分机构，
能够对花生进行去壳、
去皮、
筛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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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将花生进行破壳处理，
在进行剥壳、去皮后进入筛分机构将果仁和果壳、种皮分离，
提高
花生去皮效率、
降低劳动力，
提高生产效率；
挤压滚轴的凸起部和滚筒中用于增加接触摩擦
的弹性刷毛均采用弹性橡胶，
对果仁损伤小，
提高果仁完整度，
从而提高产品品质。安装、
拆
卸方便，
便于维护和清洁。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实用新型挤压滚轴的一种实施方式结构示意图。
[0019] 附图标记：
1-机架，
2-料斗，
21-进料口 ，
22-出料口 ，
3-混料滚轴，
4-挤压滚轴组，
41-挤压滚轴，
42-凸起部，
5-箱体，
51-出料斗，
6-滚筒，
61-旋转轴，
62-连接杆，
63-刷板，
64弹性刷毛，
8-筛分管，
81-鼓风机，
82-集污管，
83-导料管，
9-集料箱，
91-筛网，
10-风量调节
阀。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结合附图及附图标记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做更详细的说明，
使熟悉本领
域的技术人在研读本说明书后能据以实施。
[0021] 实施例：
参见附图1、
附图2，
一种农副产品粗加工用花生去皮分筛装置，
包括机架
1，
所述机架1从上至下依次安装有破壳机构、
去皮机构和筛分机构。
[0022] 具体的，
所述破壳机构包括料斗2，
料斗2为漏洞形结构，
料斗2内靠近进料口21处
水平设有混料滚轴3，
混料滚轴3的中心轴水平设置，
混料滚轴3绕中心轴滚动，用于调整花
生进料速度和进料密度并引导花生进入料斗2内。混料滚轴3下侧设有至少两组挤压滚轴组
4，
挤压滚轴组4用于将花生果壳以机械挤压的形式挤破，
便于后续去皮，
防止部分花生果壳
坚固无法破壳导致去皮操作失效。所述挤压滚轴组4水平设置，
挤压滚轴组4包括两个对称
设置的挤压滚轴41，
挤压滚轴41外壁轴向周向设有用于挤压花生的凸起部42，
料斗2的出料
口22与去皮机构连通。
[0023] 优选地，
所述挤压滚轴组4为4组，
且从上至下挤压滚轴组4的挤压滚轴41直径依次
减小，
挤压滚轴41的间隙依次减小，
从而保证颗粒较小的花生果壳也能被挤碎。挤压滚轴组
4的设置是为了将果壳挤碎，
为了防止花生果仁一同被挤碎，
所述挤压滚轴组4的挤压滚轴
41之间的间隙为2～4厘米。
最下侧挤压滚轴组4的挤压滚轴41最小间距不小于2厘米。
[0024] 本实施例中所述凸起部42的横截面为半圆形，
为了避免对果仁造成破坏，
凸起部
42的材质为弹性橡胶。
[0025] 所述去皮机构包括箱体5，
箱体5内安装有滚筒6，
所述滚筒6水平设置，
滚筒6能够
绕中心轴旋转，
滚筒6中部设有旋转轴61，
靠近滚筒6内壁处设有至少三条长条形的刷板63，
刷板63周向均匀分布，刷板63上设有弹性刷毛64，
弹性刷毛64用于拨动滚筒6内壁处的花
生，
起到搅拌作用，
同时能够增加花生果仁之间的摩擦，
旋转轴61通过连接杆62与刷板63连
接固定，
旋转轴61能够带动刷板63旋转，
箱体5底部设有出料斗51。
[0026] 所述筛分机构包括筛分管8）所述筛分管8安装在出料斗51底端，
筛分管8的一侧连
通鼓风机81，
鼓风机81用于筛选果仁、
分出果壳和种皮，
筛分管8另一侧连通集污管82，
集污
管82用于收集果壳和种皮，
筛分管8的下部设有导料管83，
导料管83用于导出果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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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地，
所述导料管83向下倾斜设置，
倾斜角为30 °
～60 °
，
方便导出果仁，
防止垂
直下落引起的飞溅或破碎。
[0028] 本实施例中所述鼓风机81的出风口处设有风量调节阀10，
用于调节风量大小，
从
而根据花生品种、
大小来调节风量，
达到能够改变果壳、种皮运动方向，
但不影响果仁下落
的风量。
[0029] 本实施例中还设有集料箱9，
集料箱9设置在导料管83的底端，用于收集导出的果
仁，
集料箱9内安装有筛网91，
筛网91用于过滤果仁中夹杂的小颗粒果壳、种皮碎片，
也用于
过滤碎裂的果仁，
提升整体品质，
避免二次筛分带来的麻烦。
[0030] 使用时，
先将花生倒入料斗2的进料口21，
混料滚轴3滚动，
带动花生匀速匀量的进
入料斗2内部，
料斗2内的挤压滚轴组4将花生的果壳挤碎，
果壳碎裂的花生从料斗2的出料
口22进入去皮机构的滚筒6中。滚筒6转动带动花生翻转，
花生随着滚筒6升至滚筒6高点掉
落，
花生之间摩擦、碰撞，
带动果壳脱离，
种皮掉落达到去皮的效果。
同时，
旋转轴61转动带
动刷板63转动，
刷板63起到搅拌得作用，
促进花生运动产生碰撞摩擦，
刷板63上的弹性刷毛
64接触花生，
增大摩擦，
促进种皮脱落，
去皮后的花生果仁连带着果壳和种皮一同从箱体5
底部设有出料斗51排出，
进入筛分机构的筛分管8中。开启鼓风机81，
在鼓风机81风力作用
下，
重量轻、表面积大的果壳和种皮被吹动改变运动方向进入在鼓风机81对侧的集污管82
中，
而果仁则通过导料管83导出进入导料管83底部的集料箱9中，
集料箱9中的筛网91进一
步筛分出碎裂的果仁和一些小颗粒杂质，
得到成品。
[0031]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实施例进行了示例性描述，
本实用新型具体实现并不受上述方
式的限制，
只要采用了本实用新型的方法构思和技术方案进行的各种非实质性的改进，
或
未经改进将本实用新型的构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他场合的，
均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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