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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浸出器出料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浸出器出料装置，
包
括浸出器和与浸出器连通的出料装置；
出料装置
包括出料刮板机和设置在出料刮板机中的出料
刮板；
出料刮板机一端设置有进料端，另一端设
置有出料端；
进料端与浸出器底部连通，
出料端
距离水平面的高度大于进料端距离水平面的高
度；
还包括存液装置和输送装置；
存液装置包括
存液箱和固液分离器，
存液箱与出料刮板机底部
连通；
固液分离器设置在存液箱与出料刮板机的
连通处；
输送装置两端分别与存液箱及浸出器连
通。本实用新型公开的浸出器出料装置，
有效提
高输送至蒸脱机的湿粕的沥干效果，
进而提高干
燥效果。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208308810 U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1 .一种浸出器出料装置，
包括浸出器和与所述浸出器连通的出料装置；
所述出料装置包括出料刮板机和设置在所述出料刮板机中的出料刮板；
所述出料刮板机一端设置有进料端，
另一端设置有出料端；
所述进料端与所述浸出器底部连通，
所述出料端距离水平面的高度大于所述进料端距
离水平面的高度；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存液装置和输送装置；
所述存液装置包括存液箱和固液分离器，
所述存液箱与所述出料刮板机底部连通；
所述固液分离器设置在所述存液箱与所述出料刮板机的连通处；
所述输送装置两端分别与所述存液箱及所述浸出器连通。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浸出器出料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固液分离器与所述出料刮板
机之间为可拆卸连接。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浸出器出料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出料刮板机底部开设有开
口，
所述固液分离器为栅板，
所述栅板与所述开口之间为过盈配合。
4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浸出器出料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出料刮板机底部开设有开
口，
所述固液分离器为滤网，
所述滤网与所述开口之间为过盈配合。
5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浸出器出料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出料刮板机与所述固液分离
器相对应的位置设置有可开合的维修窗。
6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浸出器出料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输送装置包括输入管道、输
出管道和齿轮泵；
所述输入管道一端与所述存液箱连通，
另一端与所述齿轮泵的吸入口连通；
所述输出管道一端与所述浸出器连通，
另一端与所述齿轮泵的排出口连通。
7 .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浸出器出料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输出管道与所述浸出器的第
一格喷淋管连通。
8 .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浸出器出料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齿轮泵的吸入口出设置有控
制阀。
9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浸出器出料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存液箱侧壁开设有观察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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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浸出器出料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油脂加工设备领域，
更具体地说，
特别涉及一种浸出器出料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山茶油是从山茶科(Camellia)油茶(Camellia oleiferaAbel)树种子中获得的，
是我国最古老的木本食用植物油之一，
是世界四大木本食用植物油种之一，
被誉为“中国的
橄榄油”。中国是世界上山茶科植物分布最广的国家，
是世界上最大的茶油生产基地，
加工
后的茶油以其味美、
营养价值高而深受人们的青睐，
成为人们最常用的食用油之一，
且随着
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
市场需求量也不断增大。
[0003] 山茶油的制取方法，
一般采用将山茶籽直接物理挤压出油，
山茶籽物体挤压出油
后的枯饼用浸出法工艺萃取毛茶油，
浸出毛茶油再去精炼出成品食用茶油等方法。
[0004] 目前，
利用浸出法生产植物油时，
浸出器出料刮板是将浸出湿粕输送至蒸脱机干
燥的运送设备，
在设计中刮板的进料端是浸没在浸出器底部的，
湿粕与混合油的料液中的，
刮板将湿粕从料液中捞出送往蒸脱机，
这个过程往往使得进入蒸脱机的湿粕所含混合油得
不到充分沥干，
影响了干燥效果。
[0005] 因此，
如何提高输送至蒸脱机的湿粕的沥干效果，
是本领域技术人员亟待解决的
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为提供一种浸出器出料装置，
其设置有存液装置和
输送装置，
有效提高输送至蒸脱机的湿粕的沥干效果，
进而提高干燥效果。
[0007] 一种浸出器出料装置，
包括浸出器和与所述浸出器连通的出料装置；
[0008] 所述出料装置包括出料刮板机和设置在所述出料刮板机中的出料刮板；
[0009] 所述出料刮板机一端设置有进料端，
另一端设置有出料端；
[0010] 所述进料端与所述浸出器底部连通，
所述出料端距离水平面的高度大于所述进料
端距离水平面的高度；
[0011] 还包括存液装置和输送装置；
[0012] 所述存液装置包括存液箱和固液分离器，
所述存液箱与所述出料刮板机底部连
通；
[0013] 所述固液分离器设置在所述存液箱与所述出料刮板机的连通处；
[0014] 所述输送装置两端分别与所述存液箱及所述浸出器连通。
[0015] 优选的，
所述固液分离器与所述出料刮板机之间为可拆卸连接。
[0016] 优选的，
所述出料刮板机底部开设有开口，
所述固液分离器为栅板，
所述栅板与所
述开口之间为过盈配合。
[0017] 优选的，
所述出料刮板机底部开设有开口，
所述固液分离器为滤网，
所述滤网与所
述开口之间为过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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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的 ，
所述出料刮板机与所述固液分离器相对应的位置设置有可开合的维修

窗。
[0019]

优选的，
所述输送装置包括输入管道、
输出管道和齿轮泵；
[0020] 所述输入管道一端与所述存液箱连通，
另一端与所述齿轮泵的吸入口连通；
[0021] 所述输出管道一端与所述浸出器连通，
另一端与所述齿轮泵的排出口连通。
[0022] 优选的，
所述输出管道与所述浸出器的第一格喷淋管连通。
[0023] 优选的，
所述齿轮泵的吸入口出设置有控制阀。
[0024] 优选的，
所述存液箱侧壁开设有观察窗。
[0025]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浸出器出料装置，
通过设置在存液箱与出料刮板机的连通处的
固液分离器，
利用出料刮板刮动清理固液分离器保持混合油液体持续排下，
以输送装置将
存液箱的混合油输送至浸出器，
有效提高输送至蒸脱机的湿粕的沥干效果，
进而提高干燥
效果。
附图说明
[002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
显而易见地，
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
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
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
还
可以根据提供的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7]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浸出器出料装置的示意图；
[0028]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浸出器出料装置的另一种实施方式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申请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结合本申请实
施例中的附图，
对本申请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
例仅仅是本申请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30] 基于本申请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
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
都应当属于本申请保护的范围。
[0031] 如图1所示，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浸出器出料装置，
包括浸出器1和与浸出器1连
通的出料装置；
[0032] 出料装置包括出料刮板机2和设置在出料刮板机2中的出料刮板3；
[0033] 出料刮板机2一端设置有进料端21，
另一端设置有出料端22；
[0034] 进料端21与浸出器1底部连通，
出料端22距离水平面的高度大于进料端21距离水
平面的高度；
[0035] 还包括存液装置和输送装置6；
[0036] 存液装置包括存液箱44和固液分离器5，
存液箱44与出料刮板机2底部连通；
[0037] 固液分离器5设置在存液箱44与出料刮板机2的连通处；
[0038] 输送装置6两端分别与存液箱44及浸出器1连通。
[0039] 在工作过程中，
出料刮板3持续对料液进行刮动，
且由于出料端22距离水平面的高
度大于进料端21距离水平面的高度，
使得料液持续排下并运动至固液分离器5处，
固液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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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5对料液进行固液分离，
使得混合油液体进入到存液箱44中，
之后由输送装置6输送至浸
出器1，
经试验测得，
送往蒸脱机的湿粕含混合油可由35％降至20％以下。
[0040] 当然，
出料刮板机2可以根据实际需要，
设置多种形状，
例如S型或者Z型，
在此不再
累述。
[0041]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浸出器出料装置，
通过设置在存液箱44与出料刮板机2
的连通处的固液分离器5，
利用出料刮板3刮动清理固液分离器5保持混合油液体持续排下，
以输送装置6将存液箱44的混合油输送至浸出器1，
有效提高输送至蒸脱机的湿粕的沥干效
果，
进而提高干燥效果。
[0042] 优选的，
为了方便维修，
或根据不同的油茶籽类型更换不同类型的固液分离器5，
固液分离器5与出料刮板机2之间为可拆卸连接。
[0043] 具体的，
出料刮板机2底部开设有开口，
固液分离器5为栅板，
栅板与开口之间为过
盈配合。
[0044] 当然，
栅板与开口之间除开过盈配合的连接方式外，
也可以采用其它例如卡扣连
接、
滑动连接等连接方式，
也可以采用过渡配合等连接方式，
只要可以满足对料液进行固液
分离即可。
[0045] 类似的，
出料刮板机2底部开设有开口，
固液分离器5为滤网，
滤网与开口之间为过
盈配合。
[0046] 在实际运用中 ，
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环境，
或者不同的原料类型，
选择栅板或滤
网，
同样，
也可以选择栅板的栅格的设置朝向或间隙，
例如，
考虑分离或过滤时气泡产生或
消散时，
可以设置成垂向栅格状，
利于气泡的阻断和溢出；
考虑油温的高低时，
如果油温较
高，
可以选择采用栅板，
如果油温较低，
可以选择采用滤网。
[0047] 优选的，
出料刮板机2与固液分离器5相对应的位置设置有可开合的维修窗7，
使得
维修人员直接打开维修窗7即可方便对固液分离器5进行维修或更换。
[0048] 优选的，
如图2所示，
输送装置6包括输入管道61、
输出管道62和齿轮泵63；
[0049] 输入管道61一端与存液箱44连通，
另一端与齿轮泵63的吸入口连通；
[0050] 输出管道62一端与浸出器1连通，
另一端与齿轮泵63的排出口连通。
[0051] 齿轮泵63是依靠泵缸与啮合齿轮间所形成的工作容积变化和移动来输送液体或
使之增压的回转泵。
由两个齿轮、泵体与前后盖组成两个封闭空间，
当齿轮转动时，
齿轮脱
开侧的空间的体积从小变大，
形成真空，
将混合油液体经由存液箱44、
输入管道61从吸入口
吸入，
齿轮啮合侧的空间的体积从大变小，
而将混合油液体经由排出口、
输出管道62挤入浸
出器1中去。
吸入腔与排出腔是靠两个齿轮的啮合线来隔开的，
齿轮泵63的排出口的压力完
全取决于泵出口处阻力的大小。
[0052] 在实际运用中，
可以根据实际需要，
选择不同容积或不同类型的齿轮泵63，
当然，
也可以采用其它类型的泵，
或者采用其它的输送装置6，
例如液体提升装置，
在此不再累述。
[0053] 优选的，
输出管道62与浸出器1的第一格喷淋管连通，
使得混合油液体经过第一格
喷淋管输送至含油量最高的新鲜茶粕中。
[0054] 优选的，
齿轮泵63的吸入口出设置有控制阀64，
齿轮泵63的输送量由吸入口的控
制阀64控制，
可根据需求控制输送量的大小。
[0055] 优选的，
为了便于观测存液箱44中的状况，
存液箱44侧壁开设有观察窗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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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一种浸出器出料装置进行了详细介绍。本文中应用了
具体个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
以上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
解本实用新型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应当指出，
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
在不
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
还可以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若干改进和修饰，
这些改进和修
饰也落入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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