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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刺梨来料清洗设备

(57)摘要

本专利公开了一种刺梨来料清洗设备，属于

刺梨加工设备技术领域，包括清洗桶和挡板，挡

板一侧与清洗桶铰接，另一侧设有电磁块，电磁

块内设有励磁线圈，清洗桶上设有永磁体，还包

括驱动电机，驱动电机的轴伸端伸入清洗桶内，

在驱动电机的轴伸端固定连接有装料桶，装料桶

包括螺纹连接的内桶和外桶，外桶上设有第一进

料口，内桶上设有第二进料口，在外桶的第一进

料口处还设有盖板，在外桶上还开设有若干的第

一通孔，在内桶上开设有若干的第二通孔，在内

桶的底壁上还开设有第三通孔。本方案在对刺梨

进行多次清洗时，只需要对清洗水进行多次更

换，而待清洗的刺梨则不需要来回的进行更换，

故整个清洗过程十分简单，同时效率也大大的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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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刺梨来料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清洗桶和挡板，挡板一侧与清洗桶铰接，

挡板另一侧设有电磁块，电磁块内设有励磁线圈，清洗桶与电磁块对应的一侧设有永磁体，

还包括位于清洗桶上侧的驱动电机，驱动电机安装在外部机架上，驱动电机的轴伸端伸入

清洗桶内，在驱动电机的轴伸端伸入清洗桶的部分固定连接有装料桶，装料桶包括螺纹连

接的内桶和外桶，外桶上设有第一进料口，内桶上设有可与第一进料口相通的第二进料口，

在外桶的第一进料口处还设有盖板，在外桶上还开设有若干的第一通孔，在内桶上开设有

若干的即可与第一通孔相通也可与第一通孔完全错开的第二通孔，在内桶的底壁上还开设

有第三通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刺梨来料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驱动电机的轴伸端上固定连

接有套筒，装料桶固定连接在套筒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刺梨来料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驱动电机的轴伸端与套筒通

过花键进行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刺梨来料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内桶上设有用于对外桶安装

定位的第一凸起。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刺梨来料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内桶的内壁上设有增加对刺

梨摩擦效果的肋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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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刺梨来料清洗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刺梨加工设备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刺梨来料清洗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刺梨为蔷薇科植物缫丝花的果实。是贵州、鄂西等山区的天然野果。其果实多为扁

圆球形，横径一般为三至四厘米，果皮上密生小肉刺。

[0003] 刺梨在收获后，一般由果农手工对刺梨进行初级加工，将刺梨鲜果切为两半，然后

去除萼片和籽，刺梨加工厂将这些经过初级加工后的刺梨来料收购后，经过清洗、脱刺等处

理，再深加工为刺梨果脯等成品。

[0004] 刺梨加工厂往往需要对收购来的刺梨来料先进行清洗，去除刺梨来料中混杂的

泥、灰、叶、籽等残留物后，再进行后继脱刺等操作。目前，对刺梨来料的清洗仅仅是简单的

将刺梨来料倒入水池浸泡，工人用铲子、簸箕等工具手工进行清洗，这样一方面效率低下，

另一方面难以保障稳定的清洗质量。

[0005]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中国专利号ZL201410165214 .4公开了一种刺梨来料清洗装

置，其包括池体、装料桶，所述池体底部设置有支撑架，所述支撑架下方设置有搅拌叶片，所

述支撑架上方放置有所述装料桶，所述装料桶包括一个中空底座，所述中空底座周边设置

有多个支撑柱，所述支撑柱之间设置有多个环形加强筋，在最下方的环形加强筋底部设置

有密布多个直径为5-7mm通孔的半球形底板，所述装料桶侧壁密布有多个直径为3-5mm的通

孔。

[0006] 上述方案通过在浸泡刺梨来料的水中产生涡流，能够很好的清洗掉刺梨来料中的

泥、灰、叶、籽等残留物，同时，还能够起到一定的脱刺作用，但上述方案在使用时仍然存在

以下方面的问题：1、一般来说，在对刺梨进行清洗时，只清洗一次往往无法对刺梨表面清洗

的较为干净，而上述方案在对刺梨进行多次清洗时，每次清洗完成后，需要将刺梨和水完全

从装料桶中排出，然后再将刺梨再次放入到装料桶中进行清洗，这将造成整个操作过程的

繁琐，刺梨的清洗效率也将大大的降低；2、在刺梨清洗完成一次后，由于水和刺梨一起排

出，故水中的杂质很容易会再次粘附在刺梨表面，从而使得刺梨的清洗效果降低。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意在提供清洗过程简单且清洗效率可以大大提升的刺梨来料清洗设备。

[0008] 本方案中的一种刺梨来料清洗设备，包括清洗桶和挡板，挡板一侧与清洗桶铰接，

挡板另一侧设有电磁块，电磁块内设有励磁线圈，清洗桶与电磁块对应的一侧设有永磁体，

还包括位于清洗桶上侧的驱动电机，驱动电机安装在外部机架上，驱动电机的轴伸端伸入

清洗桶内，在驱动电机的轴伸端伸入清洗桶的部分固定连接有装料桶，装料桶包括螺纹连

接的内桶和外桶，外桶上设有第一进料口，内桶上设有可与第一进料口相通的第二进料口，

在外桶的第一进料口处还设有盖板，在外桶上还开设有若干的第一通孔，在内桶上开设有

若干的即可与第一通孔相通也可与第一通孔完全错开的第二通孔，在内桶的底壁上还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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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第三通孔。

[0009] 设置清洗桶，用于放置清洗用水，设置挡板并将挡板一侧与清洗桶铰接，另一侧通

过电磁块与清洗桶上的永磁体进行配合，用于在正常清洗时，挡板与清洗桶配合防止水的

泄漏，在需要排出水时，将挡板绕铰接处转动，实现水的排泄。设置驱动电机，用于提供动

力，驱动电机的轴伸上固定连接装料桶，在驱动电机的带动下，装料桶随着驱动电机的轴伸

端一下高速旋转，将装料桶设置为螺纹连接的内桶和外桶，螺纹的方式即能实现内桶和外

桶在正常时的连接，同时又能实现内桶和外桶之间的相互转动。在外桶上设有第一进料口，

用于放入刺梨，内桶上设有与第一进料口相通的第二进料口，用于使刺梨从外部进入到内

桶内部，在外桶上设有若干的第一通孔，内桶上设有可与第一通孔相通的第二通孔，从而使

得清洗桶内的水可通过第一通孔和第二通孔进入到内桶内，并对内桶内的刺梨进行清理，

在内桶上的第二通孔还可与第一通孔完全错开，从而使得水无法经第一通孔和第二通孔进

入到内桶内，方便对清洗桶内的水进行排出。

[0010] 本方案的工作原理是：当需要对刺梨进行清洗时,电磁块内的励磁线圈处于断电

状态,此时清洗桶上的永磁体将对电磁块产生吸引力,进而使挡板与清洗桶之间紧密的贴

合,此时将清洗刺梨的用水放入到清洗桶和挡板形成的空间内。

[0011] 打开第一进料口处的盖板，将需要清洗的刺梨分别经第一进料口和第二进料口进

入到内桶内部，转动外桶，使外桶上第一通孔和内桶上的第二通孔相通，此时清洗桶内的水

将经第一通孔和第二通孔进入到内桶的内部，启动驱动电机，驱动电机做高速旋转，驱动电

机旋转的同时将带动内桶和外桶一起做高速旋转，在高速旋转的同时，内桶内的刺梨将与

清洗桶内的水相互作用，进而实现对刺梨的清洗。

[0012] 当对刺梨完成第一遍的清理后，清洗刺梨后产生的一些叶子等轻质杂质会漂浮在

清洗桶的水面上，而一些较重的如泥、籽等将汇聚在清洗桶的底部，这些杂质如不能有效处

理后再重新加入清洗水，则清洗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在本方案中，当完成一次清洗后，转动

外桶，使外桶上的第一通孔和内桶上的第二通孔完全错开，此时清洗桶的水分将无法进入

到内桶内部，给电磁块内的励磁线圈通电，使电磁块产生与永磁体相同的极性，根据同性相

斥的原理，电磁块将带动挡板绕与清洗桶的铰接处转动，从而将清洗桶内的水分包含杂质

一起排出，内桶中的水也将从低壁上的第三通孔排出，当水分完全排出后，停止向电磁块内

的励磁线圈通电，挡板绕铰接处往回转动并与清洗桶紧密贴合，此时重新向清洗桶内倒入

清洗用水，同时往回转动外桶，使外桶上的第一通孔与内桶上的第二通孔相通，此时清洗用

水再次进入到内桶内，启动驱动电机，在驱动电机的带动下，内桶和外桶一起高速旋转，再

次对内桶内的刺梨进行清洗，如此往复，即可对内桶内的刺梨进行有效的清洗。

[0013] 本方案的优点在于：本方案通过内桶和外桶的设计，在对刺梨进行清洗时，清洗用

水可自由的进入到内桶内，当需要更换清洗用水时，转动外桶可使内桶内的刺梨和清洗桶

内的水分实现分离，从而方便的将清洗桶内的水分排出，再次清洗时，只需要重新放入清洗

水即可，因此本方案在对刺梨进行多次清洗时，只需要对清洗水进行多次更换，而待清洗的

刺梨则不需要来回的进行更换，故本方案对刺梨的整个清洗过程十分简单，同时效率也大

大的提高。

[0014] 进一步，驱动电机的轴伸端上固定连接有套筒，装料桶固定连接在套筒上。

[0015] 若是直接将装料桶连接在驱动电机的轴伸端上，由于装料桶需要容纳较大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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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梨，故装料桶的轴向尺寸较大，这也必将导致驱动电机的轴伸端需要较长的长度，若是驱

动电机的轴伸端过长，在驱动电机高速旋转的过程中，驱动电机的轴伸端容易发生断裂现

象，驱动电机的轴伸端若是发生断裂，将会导致整个驱动电机不能正常工作，在驱动电机的

轴伸端上连接套筒，并将装料桶固定连接在套筒上，驱动电机的轴伸端的长度将大大减小，

从而也大大的减小了断裂发生的概率，同时若是套筒发生断裂，直接更换套筒即可，不会对

整个驱动电机产生影响。

[0016] 进一步，驱动电机的轴伸端与套筒通过花键进行连接。花键是一种常见的连接方

式，花键连接的方式安装和拆卸方便，将驱动电机的轴伸端与套筒采用花键的方式进行连

接，方便对驱动电机的轴伸端和套筒之间进行安装和拆卸。

[0017] 进一步，内桶上设有用于对外桶安装定位的第一凸起。在对内桶和外桶进行连接

时，内桶上的第一凸起用于对外桶的安装位置进行定位，从而保证了内桶和外桶之间位置

的准确性。

[0018] 进一步，内桶的内壁上设有增加对刺梨摩擦效果的肋条。当内桶在驱动电机的带

动下高速旋转时，内桶内壁上的肋条能增加对刺梨的摩擦效果，提高刺梨的清洗效果。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刺梨来料清洗设备清洗刺梨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刺梨来料清洗设备排水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图1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3] 说明书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包括：清洗桶1、永磁体11、挡板2、电磁块21、直流励磁线

圈22、驱动电机3、套筒4、内桶5、第二进料口51、外桶6、第一进料口61、盖板7。

[0024] 实施例基本如附图1和如图2所示：一种刺梨来料清洗设备，包括清洗桶1，在清洗

桶1的右下侧铰接有挡板2，如图3所示，在清洗桶1的左下侧设有永磁体11，在挡板2的左侧

设有电磁块21，在电磁块21上开设有卡槽，卡槽内设有直流励磁线圈22，直流励磁线圈22的

噪声、脉动小，工作性能更加稳定可靠，当直流励磁线圈22断电时，电磁块21没有电磁力，此

时永磁体11将对电磁块21产生吸引力，进而使得挡板2与清洗桶1之间紧密贴合，当向直流

励磁线圈22内通入电流，并使电磁块21具有与永磁体11相同的极性，此时根据同性相斥的

原理，电磁块21与永磁体11之间相互排斥，从而使得挡板2绕铰接处旋转实现挡板2与清洗

桶1之间的分离。

[0025] 在清洗桶1上侧的支架上安装有驱动电机3，驱动电机3为变频驱动电机，当向变频

驱动电机通入不同频率的电流时，变频驱动电机可产生不同的转速，从而满足不同刺梨的

清洗需要。

[0026] 在驱动电机3的轴伸端上连接有套筒4，驱动电机3的轴伸端与套筒4采用花键的方

式进行连接，其中在套筒4上开设有外花键，在驱动电机3的轴伸端上开设有内花键，在将驱

动电机3的轴伸端与套筒4进行连接时，直接将驱动电机3轴伸端上的内花键与套筒4上的外

花键进行连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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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在套筒4上套设有装料桶，装料桶包括螺纹连接的内桶5和外桶6，其中内桶5直接

套设在套筒4上，外桶6套设在内桶5上，在内桶5的下侧设有第一凸起，在将外桶6安装在内

桶5上时，内桶5上的第一凸起可对外桶6的安装位置进行限位。

[0028] 在内桶5的内壁上设有若干的肋条，在内桶5的侧壁开设有若干的第二通孔，在内

桶5的底壁上开设有若干的第三通孔，在内桶5的侧壁上还开设有第二进料口51，在外桶6的

侧壁上开设有第一通孔和第一进料口61，第一进料口61处设有盖板7，第一进料口61可与第

二进料口51相通，当外桶6安装在内桶5上时，外桶6上的第一通孔可与内桶5上的第二通孔

相通，当转动外桶6在内桶5上的位置时，外桶6上的第一通孔还可与内桶5上的第二通孔完

全错开。

[0029] 本方案在对刺梨进行清洗时，先使电磁块21内的励磁线圈处于断电状态，此时清

洗桶1上的永磁体11将对电磁块21产生吸引力，进而使挡板2与清洗桶1之间紧密的贴合,此

时将清洗刺梨的用水放入到清洗桶1和挡板2形成的空间内。

[0030] 打开第一进料口61处的盖板7，将需要清洗的刺梨分别经第一进料口61和第二进

料口51进入到内桶5内部，转动外桶6，使外桶6上第一通孔和内桶5上的第二通孔相通，此时

清洗桶1内的水将经第一通孔和第二通孔进入到内桶5的内部，启动驱动电机3，驱动电机3

做高速旋转，驱动电机3旋转的同时将同时带动内桶5和外桶6一起做高速旋转，在高速旋转

的同时，内桶5内的刺梨将与清洗桶1内的水相互作用，进而实现对刺梨的清洗。

[0031] 当对刺梨完成第一遍的清理后，清洗刺梨后产生的一些叶子等轻质杂质会漂浮在

清洗桶1的水面上，而一些较重的如泥、籽等将汇聚在清洗桶1的底部，这些杂质如不能有效

处理后再重新加入清洗水，则清洗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在本方案中，当完成一次清洗后，转

动外桶6，使外桶6上的第一通孔和内桶5上的第二通孔完全错开，此时清洗桶1的水分将无

法进入到内桶5内部，给电磁块21内的励磁线圈通电，使电磁块21产生与永磁体11相同的极

性，根据同性相斥的原理，电磁块21将带动挡板2绕与清洗桶1的铰接处转动，从而将清洗桶

1内的水分包含杂质一起排出，内桶5中的水也将从低壁上的第三通孔排出，当清洗桶1内的

水分完全排出后，停止向电磁块21内的励磁线圈通电，挡板2绕铰接处往回转动并与清洗桶

1紧密贴合，此时重新向清洗桶1内倒入清洗用水，同时往回转动外桶6，使外桶6上的第一通

孔与内桶5上的第二通孔相通，此时清洗用水再次进入到内桶5内，启动驱动电机3，在驱动

电机3的带动下，内桶5和外桶6一起高速旋转，再次对内桶5内的刺梨进行清洗，如此往复，

即可对内桶5内的刺梨进行有效的清洗。

[0032]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实施例，方案中公知的具体结构及特性等常识在此未作

过多描述。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结构的前提下，还可以

作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也应该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这些都不会影响本发明实施的

效果和专利的实用性。本申请要求的保护范围应当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中的

具体实施方式等记载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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