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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脱水香葱用生产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脱水香葱用生产系

统，包括依次设置的清洗装置、第一提升输送装

置、切料装置、消毒漂洗装置、第二提升输送装

置、物料分配装置、离心脱水装置、导料输送装

置、第三提升输送装置、振动布料装置、输送烘干

装置；本实用新型具有自动化程度高、加工处理

量大的优点。本实用新型集清洗、切粒、消毒、脱

水、烘干功能，可将香葱加工成脱水香葱粒，加工

过程不需要人工操作，具有自动化程度高、加工

处理量大的优点；物料分配装置可将待脱水葱粒

分配到未工作的离心脱水装置中，实现香葱不停

机输送，全程不间断离心预脱水；本实用新型还

具有吹风预脱水以及预加热功能，进一步提高对

应工序的加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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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脱水香葱用生产系统，包括依次设置的清洗装置（1）、第一提升输送装置（2）、切

料装置（3）、消毒漂洗装置（4）、第二提升输送装置（5）、物料分配装置（6）、离心脱水装置

（7）、导料输送装置（8）、第三提升输送装置（9）、振动布料装置（10）、输送烘干装置（11），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清洗装置（1）的出料口与第一提升输送装置（2）的提升起始端连接，所述的

切料装置（3）的进料口与第一提升输送装置（2）的提升末尾端连接，所述的切料装置（3）的

出料口与消毒漂洗装置（4）的进料口连接，所述的消毒漂洗装置（4）的出料口与第二提升输

送装置（5）的提升起始端连接，所述的第二提升输送装置（5）上设有挡料网板（12），底部设

有吹风预脱水装置（13），所述的第二提升输送装置（5）的提升末尾端位于物料分配装置（6）

的一侧，物料分配装置（6）的另一侧设有若干个并列设置的离心脱水装置（7），所述的导料

输送装置（8）设于离心脱水装置（7）的出料口下方，导料输送装置（8）的输送末尾端与第三

提升输送装置（9）的提升起始端连接，所述的第三提升输送装置（9）的提升末尾端位于振动

布料装置（10）进料端的上方，所述的第三提升输送装置（9）上设有预热装置（15），所述的振

动布料装置（10）出料端与输送烘干装置（11）的进料端相对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脱水香葱用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清洗装置（1）包括清

洗箱体（1a）、第一网带输送装置（1b）、网板（1c）、第一高压喷淋装置（1d）、抽水装置（1e）、第

一喷气装置（1f）、第二喷气装置（1g），所述的第一网带输送装置（1b）设于清洗箱体（1a）内，

所述的第一网带输送装置（1b）包括清洗段以及清洗段两端的倾斜段，第一网带输送装置

（1b）的输送网带设有若干个等间距的隔板（1h），所述的网板（1c）设于清洗段上方，且网板

（1c）两侧分别与清洗箱体（1a）内壁固结，网板（1c）与隔板（1h）之间设有间隙，所述的第一

高压喷淋装置（1d）设于第一网带输送装置（1b）输送末尾的倾斜段的上方，所述的抽水装置

（1e）有多个，均设置于清洗段上方，多个抽水装置（1e）之间呈矩形阵列样式排列，所述的第

一喷气装置（1f）有多个，均设置于清洗段的下方，多个第一喷气装置（1f）之间呈矩形阵列

样式排列，两相邻第一喷气装置（1f）的间距等于两相邻隔板（1h）的间距，第一喷气装置

（1f）的直径小于两相邻隔板（1h）的间距，所述的第二喷气装置（1g）设于第一网带输送装置

（1b）侧面下方，第二喷气装置（1g）的直径大于第一喷气装置（1f）的直径。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脱水香葱用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预处理装置，所

述的预处理装置（14）包括预处理箱体（14a）、第二网带输送装置（14b）、切割去尾装置

（14c）、第二高压喷淋装置（14d）、接水槽（14e）、接料输送装置（14f），所述的预处理箱体

（14a）设于清洗装置（1）顶部，所述的第二网带输送装置（14b）设于预处理箱体（14a）内，所

述的切割去尾装置（14c）、第二高压喷淋装置（14d）沿第二网带输送装置（14b）的输送方向

依次设置，切割去尾装置（14c）位于第二网带输送装置（14b）一侧，第二高压喷淋装置（14d）

位于第二网带输送装置（14b）上方，所述的接水槽（14e）、接料输送装置（14f）分别设于第二

网带输送装置（14b）下方，接水槽（14e）与第二高压喷淋装置（14d）相对应，接料输送装置

（14f）与切割去尾装置（14c）相对应，所述的接料输送装置（14f）的输送末尾端相对的预处

理箱体（14a）的箱壁开有排料口，所述的第二网带输送装置（14b）的输送末尾端与下降输送

装置（16）的输送起始端相对应，下降输送装置（16）的输送末尾端与第一网带输送装置（1b）

的输送起始端相对应，下降输送装置（16）穿过预处理箱体（14a）以及清洗装置（1）顶部。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脱水香葱用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清洗箱体（1a）内的

下部设有水平分隔板（1h），将清洗箱体（1a）内分成上、下两层空间，下层空间内设有超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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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装置（1i），水平分隔板（1h）为不锈钢板。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脱水香葱用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物料分配装置（6）包

括分配输送装置（6a）、支架（6b）、活动导向器，所述的分配输送装置（6a）的输送起始端位于

第二提升输送装置（5）输送末尾端的下方，分配输送装置（6a）与导料输送装置（8）相互平

行，所述的支架（6b）、离心脱水装置（7）分别位于分配输送装置（6a）的两侧，所述的活动导

向器有多个，分别设于支架（6b）上，且活动导向器与离心脱水装置（7）一一对应；

所述的活动导向器包括活动导向板（6c）、气缸（6d），所述的活动导向板（6c）与分配输

送装置（6a）相互平行，活动导向板（6c）的长度大于分配输送装置（6a）的宽度，所述的气缸

（6d）设于支架（6b）上，所述的活动导向板（6c）的一端与支架（6b）活动连接，所述的气缸

（6d）的活塞杆与活动导向板（6c）连接，使气缸（6d）能够推动活动导向板（6c）向相对应的离

心脱水装置（7）移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脱水香葱用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输送烘干装置（11）

包括烘干箱体（11a）、烘干网带输送装置（11b）、电加热装置（11c）、葱粒打落装置，所述的烘

干网带输送装置（11b）有多个，从上到下依次水平设置于烘干箱体（11a）内，上下相邻两个

烘干网带输送装置（11b）中，上一个烘干网带输送装置（11b）的输送末尾端位于下一个烘干

网带输送装置（11b）的输送起始端的上方，最上层的烘干网带输送装置（11b）的输送起始端

穿出烘干箱体（11a），位于振动布料装置（10）出料端的下方，最下层的烘干网带输送装置

（11b）的输送末尾端穿出烘干箱体（11a），每个烘干网带输送装置（11b）上方均设有电加热

装置（11c），所述的烘干网带输送装置（11b）的输送末尾端的下方设有葱粒打落装置。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脱水香葱用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葱粒打落装置包括

轴（11d）、正向活动套（11e）、反向活动套（11f）、连接杆（11g）、打落板（11h）、转盘（11i）、电

机（11j），所述的正向活动套（11e）、反向活动套（11f）依次交替套设于轴（11d），且轴（11d）

的一端套设正向活动套（11e），另一端套设反向活动套（11f），所述的正向活动套（11e）的正

面设有开口，所述的反向活动套（11f）的背面设有开口，两相邻正向活动套（11e）之间通过

连接杆（11g）连接，且连接杆（11g）穿过两相邻正向活动套（11e）之间的反向活动套（11f）的

背面开口，两相邻反向活动套（11f）之间通过连接杆（11g）连接，且连接杆（11g）穿过两相邻

反向活动套（11f）之间的正向活动套（11e）的背面开口，所述的正向活动套（11e）的顶部以

及底部、反向活动套（11f）的顶部以及底部均固设有打落板（11h），所述的轴（11d）一端的正

向活动套（11e）的套口设有转盘（11i），另一端的反向活动套（11f）的套口设有转盘（11i），

所述的电机（11j）的动力输出轴分别转盘（11i）中心连接，两个转盘（11i）的转动方向相反。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脱水香葱用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机（11j）位于烘干

箱体（11a）外侧，电机（11j）的动力输出轴穿过烘干箱体（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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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脱水香葱用生产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蔬菜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脱水香葱用生产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香葱，又称：葱，为百合科葱属植物。其鳞茎聚生，矩圆状卵形、狭卵形或卵状圆柱

形；鳞茎外皮红褐色、紫红色至黄白色，膜质或薄革质，不破裂，叶为中空的圆筒状，向顶端

渐尖，深绿色，常略带白粉，植株小，叶极细，质地柔嫩，味清香，微辣，主要用于调味和去腥。

原产于亚洲西部，在我国南方较为广泛地栽培，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地区也有栽培。香葱不仅

具有独特的香气，能够健脾开胃，增进食欲，而且还具有解热、抗菌的功效。

[0003] 香葱脱水后，其水分含量大大降低，脱水香葱具有新鲜香葱的色、香、味、形、质，而

且保存时间长，也便于运输，因此，越来越受到食品行业的青睐。现有技术的脱水香葱生产

工艺自动化程度较低，尤其是离心预脱水工序需要等待，无法连续不间断加工；而且成品脱

水香葱还存在卫生状况往往不达标、品质差等问题，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为此，研发一种能

够解决上述问题的脱水香葱用生产系统是非常必要的。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自动化程度高、可不间断离心预脱水的脱水香葱

用生产系统。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包括依次设置的清洗装置、第一提升输送装置、

切料装置、消毒漂洗装置、第二提升输送装置、物料分配装置、离心脱水装置、导料输送装

置、第三提升输送装置、振动布料装置、输送烘干装置，所述的清洗装置的出料口与第一提

升输送装置的提升起始端连接，所述的切料装置的进料口与第一提升输送装置的提升末尾

端连接，所述的切料装置的出料口与消毒漂洗装置的进料口连接，所述的消毒漂洗装置的

出料口与第二提升输送装置的提升起始端连接，所述的第二提升输送装置上设有挡料网

板，底部设有吹风预脱水装置，所述的第二提升输送装置的提升末尾端位于物料分配装置

的一侧，物料分配装置的另一侧设有若干个并列设置的离心脱水装置，所述的导料输送装

置设于离心脱水装置的出料口下方，导料输送装置的输送末尾端与第三提升输送装置的提

升起始端连接，所述的第三提升输送装置的提升末尾端位于振动布料装置进料端的上方，

所述的第三提升输送装置上设有预热装置，所述的振动布料装置出料端与输送烘干装置的

进料端相对应。

[000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07] 1、本实用新型集清洗、切粒、消毒、脱水、烘干功能，可将香葱加工成脱水香葱粒，

加工过程不需要人工操作，具有自动化程度高、加工处理量大的优点；物料分配装置可将待

脱水葱粒分配到未工作的离心脱水装置中，实现香葱不停机输送，全程不间断离心预脱水；

本实用新型系统还具有吹风预脱水以及预加热功能，进一步提高对应工序的加工效果；振

动布料装置起到葱粒分布均匀进入输送烘干装置的作用，使葱粒均匀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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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2、本实用新型生产系统的预处理装置具有香葱去尾功能，尾部可自动送出至预处

理装置外，便于收集，同时，预处理装置可对香葱高压喷淋预清洗，起到香葱表面泥土等杂

质松动的作用，并且也可将一部分杂质洗掉；

[0009] 3、清洗装置的网板与隔板构成容纳少量香葱的清洗区间，第一喷气装置喷出的压

缩空气使香葱在清洗区间内不断翻转，将杂质洗掉，并且清洗区间起到限制香葱偏转的作

用，防止香葱跑偏而影响后续工序处理；而第二喷气装置同时产生大量气泡，气泡在与香葱

接触过程中发生破裂，从而对香葱表面起到冲击和刷洗的作用，具有清洗彻底的优点；清洗

装置还具有超声波清洗功能，进一步提高清洗效果；第一高压喷淋装置可对清洗过的香葱

表面进一步高压喷淋清洗，将粘在香葱表面的漂浮物以及残留杂质冲掉；清洗过程中，也可

控制抽水装置对清洗段的清洗水上层进行抽水，将翻滚以及漂浮的杂质由抽水装置抽出统

一收集，水位传感器实时监测清洗装置内的水位；

[0010] 4、输送烘干装置内采用多个烘干网带输送装置从上到下排布的立式结构，配合电

加热装置，不仅节省空间，便于进出料，并且能够满足葱粒长时间烘干需求；

[0011] 5、葱粒打落装置的两相邻打落板之间不断错位往复移动，可将粘在烘干网带输送

装置的输送带上的未掉落葱粒刮动并打落，而落在打落板上的葱粒，在两个相邻的打落板

不断错位往复移动作用下，使葱粒不断被打落，防止粘黏，从而有效避免粘黏的葱粒烤糊的

问题，提高脱水香葱品质。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清洗装置及预处理装置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为物料分配装置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为输送烘干装置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为葱粒打落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6为图5中A-A处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8] 图7为图5中B-B处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1-清洗装置，1a-清洗箱体，1b-第一网带输送装置，1c-网板，1d-第一高压喷

淋装置，1e-抽水装置，1f-第一喷气装置，1g-第二喷气装置，1h-隔板，1i-超声波发生装置，

1j-水位传感器，2-第一提升输送装置，3-切料装置，4-消毒漂洗装置，5-第二提升输送装

置，6-物料分配装置，6a-分配输送装置，6b-支架，6c-活动导向板，6d-气缸，7-离心脱水装

置，8-导料输送装置，9-第三提升输送装置，10-振动布料装置，11-输送烘干装置，11a-烘干

箱体，11b-烘干网带输送装置，11c-电加热装置，11d-轴，11e-正向活动套，11f-反向活动

套，11g-连接杆，11h-打落板，11i-转盘，11j-电机，12-挡料网板，13-吹风预脱水装置，14-

预处理装置，14a-预处理箱体，14b-第二网带输送装置，14c-切割去尾装置，14d-第二高压

喷淋装置，14e-接水槽，14f-接料输送装置，15-预热装置，16-下降输送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但不以任何方式对本实用新型加以

限制，基于本实用新型教导所作的任何变换或替换，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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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如附图1~图7所示本实用新型包括依次设置的清洗装置1、第一提升输送装置2、切

料装置3、消毒漂洗装置4、第二提升输送装置5、物料分配装置6、离心脱水装置7、导料输送

装置8、第三提升输送装置9、振动布料装置10、输送烘干装置11，所述的清洗装置1的出料口

与第一提升输送装置2的提升起始端连接，所述的切料装置3的进料口与第一提升输送装置

2的提升末尾端连接，所述的切料装置3的出料口与消毒漂洗装置4的进料口连接，所述的消

毒漂洗装置4的出料口与第二提升输送装置5的提升起始端连接，所述的第二提升输送装置

5上设有挡料网板12，底部设有吹风预脱水装置13，所述的第二提升输送装置5的提升末尾

端位于物料分配装置6的一侧，物料分配装置6的另一侧设有若干个并列设置的离心脱水装

置7，所述的导料输送装置8设于离心脱水装置7的出料口下方，导料输送装置8的输送末尾

端与第三提升输送装置9的提升起始端连接，所述的第三提升输送装置9的提升末尾端位于

振动布料装置10进料端的上方，所述的第三提升输送装置9上设有预热装置15，所述的振动

布料装置10出料端与输送烘干装置11的进料端相对应。

[0022] 优选地，所述的清洗装置1包括清洗箱体1a、第一网带输送装置1b、网板1c、第一高

压喷淋装置1d、抽水装置1e、第一喷气装置1f、第二喷气装置1g，所述的第一网带输送装置

1b设于清洗箱体1a内，所述的第一网带输送装置1b包括清洗段以及清洗段两端的倾斜段，

第一网带输送装置1b的输送网带设有若干个等间距的隔板1h，所述的网板1c设于清洗段上

方，且网板1c两侧分别与清洗箱体1a内壁固结，网板1c与隔板1h之间设有间隙，所述的第一

高压喷淋装置1d设于第一网带输送装置1b输送末尾的倾斜段的上方，所述的抽水装置1e有

多个，均设置于清洗段上方，多个抽水装置1e之间呈矩形阵列样式排列，所述的第一喷气装

置1f有多个，均设置于清洗段的下方，多个第一喷气装置1f之间呈矩形阵列样式排列，两相

邻第一喷气装置1f的间距等于两相邻隔板1h的间距，第一喷气装置1f的直径小于两相邻隔

板1h的间距，所述的第二喷气装置1g设于第一网带输送装置1b侧面下方，第二喷气装置1g

的直径大于第一喷气装置1f的直径。

[0023] 优选地，所述的预处理装置14包括预处理箱体14a、第二网带输送装置14b、切割去

尾装置14c、第二高压喷淋装置14d、接水槽14e、接料输送装置14f，所述的预处理箱体14a设

于清洗装置1顶部，所述的第二网带输送装置14b设于预处理箱体14a内，所述的切割去尾装

置14c、第二高压喷淋装置14d沿第二网带输送装置14b的输送方向依次设置，切割去尾装置

14c位于第二网带输送装置14b一侧，第二高压喷淋装置14d位于第二网带输送装置14b上

方，所述的接水槽14e、接料输送装置14f分别设于第二网带输送装置14b下方，接水槽14e与

第二高压喷淋装置14d相对应，接料输送装置14f与切割去尾装置14c相对应，所述的接料输

送装置14f的输送末尾端相对的预处理箱体14a的箱壁开有排料口，所述的第二网带输送装

置14b的输送末尾端与下降输送装置16的输送起始端相对应，下降输送装置16的输送末尾

端与第一网带输送装置1b的输送起始端相对应，下降输送装置16穿过预处理箱体14a以及

清洗装置1顶部。

[0024] 优选地，所述的清洗箱体1a内的下部设有水平分隔板1h，将清洗箱体1a内分成上、

下两层空间，下层空间内设有超声波发生装置1i，水平分隔板1h为不锈钢板。

[0025] 优选地，清洗箱体1a内设有水位传感器1j。

[0026] 优选地，所述的物料分配装置6包括分配输送装置6a、支架6b、活动导向器，所述的

分配输送装置6a的输送起始端位于第二提升输送装置5输送末尾端的下方，分配输送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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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与导料输送装置8相互平行，所述的支架6b、离心脱水装置7分别位于分配输送装置6a的

两侧，所述的活动导向器有多个，分别设于支架6b上，且活动导向器与离心脱水装置7一一

对应；

[0027] 所述的活动导向器包括活动导向板6c、气缸6d，所述的活动导向板6c与分配输送

装置6a相互平行，活动导向板6c的长度大于分配输送装置6a的宽度，所述的气缸6d设于支

架6b上，所述的活动导向板6c的一端与支架6b活动连接，所述的气缸6d的活塞杆与活动导

向板6c连接，使气缸6d能够推动活动导向板6c向相对应的离心脱水装置7移动。

[0028] 优选地，所述的输送烘干装置11包括烘干箱体11a、烘干网带输送装置11b、电加热

装置11c、葱粒打落装置，所述的烘干网带输送装置11b有多个，从上到下依次水平设置于烘

干箱体11a内，上下相邻两个烘干网带输送装置11b中，上一个烘干网带输送装置11b的输送

末尾端位于下一个烘干网带输送装置11b的输送起始端的上方，最上层的烘干网带输送装

置11b的输送起始端穿出烘干箱体11a，位于振动布料装置10出料端的下方，最下层的烘干

网带输送装置11b的输送末尾端穿出烘干箱体11a，每个烘干网带输送装置11b上方均设有

电加热装置11c，所述的烘干网带输送装置11b的输送末尾端的下方设有葱粒打落装置。

[0029] 优选地，所述的葱粒打落装置包括轴11d、正向活动套11e、反向活动套11f、连接杆

11g、打落板11h、转盘11i、电机11j，所述的正向活动套11e、反向活动套11f依次交替套设于

轴11d，且轴11d的一端套设正向活动套11e，另一端套设反向活动套11f，所述的正向活动套

11e的正面设有开口，所述的反向活动套11f的背面设有开口，两相邻正向活动套11e之间通

过连接杆11g连接，且连接杆11g穿过两相邻正向活动套11e之间的反向活动套11f的背面开

口，两相邻反向活动套11f之间通过连接杆11g连接，且连接杆11g穿过两相邻反向活动套

11f之间的正向活动套11e的背面开口，所述的正向活动套11e的顶部以及底部、反向活动套

11f的顶部以及底部均固设有打落板11h，所述的轴11d一端的正向活动套11e的套口设有转

盘11i，另一端的反向活动套11f的套口设有转盘11i，所述的电机11j的动力输出轴分别转

盘11i中心连接，两个转盘11i的转动方向相反。

[0030] 优选地，所述的电机11j位于烘干箱体11a外侧，电机11j的动力输出轴穿过烘干箱

体11a。

[0031] 优选地，所述的烘干箱体11a的两侧设有轴流风机，顶部设有离心风机。

[0032] 优选地，所述的打落板11h的宽度小于或等于葱粒的最大长度。

[0033] 优选地，所述的打落板11h的顶部设有刮头。

[0034] 优选地，所述的刮头为毛刷刮头。

[0035] 优选地，所述的消毒漂洗时间为0.5~2min，所述的预热的温度为50~60℃，预热时

间为0.5~2min，所述的烘干的温度为70~90℃，烘干时间为10~30min。

[0036]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首先香葱进入预处理箱体14a并落在第二网

带输送装置14b上开始输送，到达切割去尾装置14c时，香葱尾部被切下，掉落在接料输送装

置14f上，并输送至排料口排出；去尾的香葱继续输送，当经过第二高压喷淋装置14d时，第

二高压喷淋装置14d喷出的清洗水对香葱进行预清洗，杂质随着清洗水掉落在接水槽14e中

收集；香葱被输送至第二网带输送装置14b的输送末端，再经下降输送装置16，将香葱送入

清洗箱体1a内的第一网带输送装置1b；香葱经过第一网带输送装置1b输送起始端的倾斜

段，进入清洗段的清洗水中，网板1c与隔板1h构成容纳少量香葱的清洗区间，第一喷气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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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喷出的压缩空气使香葱在清洗区间内不断翻转，将杂质洗掉，并且清洗区间起到限制香

葱偏转的作用，防止香葱跑偏而影响后续工序处理；而第二喷气装置1g同时产生大量气泡，

气泡在与香葱接触过程中发生破裂，从而对香葱表面起到冲击和刷洗的作用；也可在输送

清洗过程中开启超声波发生装置1i，进行超声波清洗；香葱经过清洗段被输送至第一网带

输送装置1b输送末尾端的倾斜段时，第一高压喷淋装置1d将对香葱进行高压喷淋清洗，然

后经过清洗的香葱由清洗装置的出料口出料；清洗过程中，也可控制抽水装置1e对清洗段

的清洗水上层进行抽水，将翻滚以及漂浮的杂质由抽水装置抽出统一收集，水位传感器1j

实时监测清洗装置1内的水位；

[0037] 香葱经第一提升输送装置2提升，从切料装置3的进料口进入切料装置3内并切割

成葱粒，葱粒由切料装置3的出料口出料并进入消毒漂洗装置4进行消毒漂洗，消毒后的葱

粒经消毒漂洗装置4的出料口，再由第二提升输送装置5提升，提升过程中吹风预脱水装置

13对葱粒吹风，将葱粒一部分水分带走，挡料网板12起到防止葱粒被吹走的作用；

[0038] 然后葱粒落在分配输送装置6a的输送起始端，同时第一个活动导向器的气缸6d启

动，将活动导向板6c推动，使活动导向板6c斜跨在分配输送装置6a上，香葱在输送过程中，

被倾斜的活动导向板6c导向，落入第一个活动导向器相对应的离心脱水装置7的进料口，装

料完毕后，气缸6d带动活动导向板6c回到起始位置；同时，第二个活动导向器的气缸6d启

动，将活动导向板6c推动，使活动导向板6c斜跨在分配输送装置6a上，后续香葱在输送过程

中，被倾斜的活动导向板6c导向，落入第二个活动导向器相对应的离心脱水装置7的进料

口，装料完毕后，气缸6d带动活动导向板6c回到起始位置；依次类推，活动导向器将葱粒分

配到未工作的离心脱水装置7中；离心脱水装置7脱水完毕后，葱粒由离心脱水装置7的出料

口落在导料输送装置8上；

[0039] 经导料输送装置8输送、第三提升输送装置9提升，提升过程中，预热装置15对葱粒

进行预加热；然后葱粒落在振动布料装置10中，振动布料装置10将葱粒均匀布料在最上层

的烘干网带输送装置11b的输送起始端上，葱粒进入烘干箱体11a内，输送过程中，电加热装

置11c对葱粒不断加热烘干；最上层的烘干网带输送装置11b的上葱粒输送至末尾端时，落

在下一层烘干网带输送装置11b上继续输送并烘干，依次类推直至从最下层的烘干网带输

送装置11b的输送末尾端送出烘干箱体11a，即为制成品脱水香葱；

[0040] 葱粒下落过程中，两个电机11j分别带动对应的转盘11i转动相同角度后再反向转

动相同角度并不断重复，且两个转盘之间的转动方向相反，即正向活动套11e与反向活动套

11f之间不断错位转动，使两个相邻的打落板11h之间不断错位往复转动，转动过程中的打

落板11h顶部将粘在烘干网带输送装置的输送带上的葱粒刮动并打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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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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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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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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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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