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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玉米油制备方法，其使用了

一种玉米油制备装置，该玉米油制备装置包括浸

泡池、盛放机构、打捞机构和搅拌机构，所述的浸

泡池为开口向上的矩形盒结构，浸泡池的底部设

置有盛放机构，浸泡池内靠近上端处设置有打捞

机构，浸泡池的内壁设置有搅拌机构，搅拌机构

位于盛放机构与打捞机构之间，本发明采用的盛

放机构可对玉米粒进行盛接，当玉米粒浸泡完成

之后，便于玉米粒的取处，同时采用的打捞机构

将漂浮在浸泡池水面上的杂物进行打捞，使得浸

泡池内的水较为干净，然后通过搅拌机构将水中

的玉米粒进行搅拌，使得玉米粒脱下的皮可以漂

浮在水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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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玉米油制备方法，其使用了一种玉米油制备装置，该玉米油制备装置包括浸泡

池(1)、盛放机构(2)、打捞机构(3)和搅拌机构(4)，其特征在于：采用上述玉米油制备装置

进行玉米油制备时具体制备方法如下：

S1、放水浸泡：将浸泡池(1)内的盛放机构(2)上放满水，然后将准备好的玉米粒倒入装

满水的浸泡池(1)内，使得玉米粒位于盛放机构(2)上；

S2、杂物打捞：S1步骤完成之后，通过打捞机构(3)将从玉米粒中漂浮上玉米粒皮等杂

物进行打捞；

S3、搅拌漂浮：S2步骤完成之后，通过搅拌机构(4)对盛放机构(2)上的玉米粒进行不定

时的搅拌，使得浸泡之后脱落的玉米粒皮漂浮到水面上；

S4、重复打捞：搅拌机构(4)停止搅拌时，通过打捞机构(3)将水面上浮上的玉米粒皮进

行再次打捞；

S5、压榨出油：当玉米粒浸泡完成之后将其取出，将玉米粒压榨使得玉米粒中的油脂提

炼出油；

所述的浸泡池(1)为开口向上的矩形盒结构，浸泡池(1)的底部设置有盛放机构(2)，浸

泡池(1)内靠近上端处设置有打捞机构(3)，浸泡池(1)的内壁设置有搅拌机构(4)，搅拌机

构(4)位于盛放机构(2)与打捞机构(3)之间；

所述的盛放机构(2)包括电动推杆(20)、滑槽(21)、弧形架(22)、滑动板(23)、支撑杆

(24)、匚形板(25)、支撑板(26)、弧形网板(27)和挡板(28)，所述的浸泡池(1)的底部安装有

电动推杆(20)，浸泡池(1)的前后内壁均开设有滑槽(21)，电动推杆(20)的移动杆上安装有

弧形架(22)，弧形架(22)前后两端均安装有滑动板(23)，滑动板(23)位于滑槽(21)内，滑动

板(23)的上端面通过支撑杆(24)安装有匚形板(25)，支撑杆(24)前后对称排布，前后两个

匚形板(25)时开口相对安装，匚形板(25)内设置有支撑板(26)，前后支撑板(26)之间安装

有弧形网板(27)，弧形网板(27)位于弧形架(22)上方，弧形网板(27)的前后两端均安装有

挡板(28)，前后两个挡板(28)上均开设有弧形凹槽；

所述的打捞机构(3)包括矩形凹槽(30)、电动滑块(31)、打捞盒(32)、收集盒(33)、限位

板(34)、匚形把手(35)、进料口(36)、进料板(37)、立板(38)和弹簧(39)，所述的浸泡池(1)

靠近上端处前后内壁上均开设有矩形凹槽(30)，矩形凹槽(30)内设置有电动滑块(31)，电

动滑块(31)之间安装有打捞盒(32)，打捞盒(32)的上端面开设有矩形通槽，打捞盒(32)的

上端面开设有卡槽，卡槽是矩阵排布，卡槽位于矩形通槽的两侧，卡槽内设置有限位板

(34)，限位板(34)之间安装有收集盒(33)，收集盒(33)位于矩形通槽内，收集盒(33)是矩形

空腔结构，收集盒(33)的上端面安装有匚形把手(35)，收集盒(33)靠近上端处左右对称开

设有排水圆孔，排水圆孔贯穿打捞盒(32)，排水圆孔是矩阵排布，收集盒(33)的左右两端面

开设有进料通槽，收集盒(33)的下端面开设有沥水孔，沥水孔是矩阵排布，打捞盒(32)的左

右两端面均开设有进料口(36)，进料口(36)与矩形通槽连通，进料口(36)位置与进料通槽

位置相对应，左右两个进料口(36)内均安装有立板(38)，进料口(36)内铰接有进料板(37)，

进料板(37)的右端面与立板(38)之间通过弹簧(39)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玉米油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搅拌机构(4)包括

搅拌轴(40)、搅拌叶片(41)、控水通槽(42)和Z形杆(43)，所述的浸泡池(1)的左右内壁之间

通过轴承安装有搅拌轴(40)，搅拌轴(40)的右端穿设浸泡池(1)安装有Z形杆(43)，搅拌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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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沿周向等距离安装有搅拌叶片(41)，搅拌叶片(41)沿搅拌轴(40)周向等距离交错排

布。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玉米油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浸泡池(1)的右端

面开设有放水通槽，放水通槽位于弧形架(22)的下方，放水通槽内安装有过滤网板(10)，浸

泡池(1)的右端面安装有存水板(11)、存水板(11)为开口向左的矩形空腔结构，存水板(11)

位于放水通槽上，且与存水板(11)尺寸大于过滤网板(10)，存水板(11)的后端面开设有排

水孔，排水孔上安装有排水管(1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玉米油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浸泡池(1)的左端

面开设有出料通槽(13)，出料通槽(13)前后两端均开设有放置槽，放置槽内铰接有开合板

(14)，开合板(14)的右端面安装有拉动板(15)，拉动板(15)为匚形结构。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玉米油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浸泡池(1)的左端

面前后对称安装有挡块(16)，挡块(16)位于出料通槽(13)上方，挡块(16)的上端面开设有

限位通槽，限位通槽内均设置后有卡柱(17)，前后卡柱(17)之间通过连接板(18)相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玉米油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打捞盒(32)的左端

面前后对称安装有导向板(320)，导向板(320)为三角形结构，前后导向板(320)的斜边均向

外侧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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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玉米油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玉米油制备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玉米油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玉米是禾本科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又名苞谷、苞米棒子、玉蜀黍、珍珠米等，原产于

中美洲和南美洲，它是世界重要的粮食作物，广泛分布于美国、中国、巴西和其他国家，玉米

与传统的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相比，玉米具有很强的耐旱性、耐寒性、耐贫瘠性以及极好

的环境适应性，玉米的营养价值较高，是优良的粮食作物，作为中国的高产粮食作物，玉米

是畜牧业、养殖业、水产养殖业等的重要饲料来源，也是食品、医疗卫生、轻工业、化工业等

的不可或缺的原料，由于玉米资源极为丰富、廉价且易于获得，它们还具有许多生物活性，

如抗氧化、抗肿瘤、降血糖、提高免疫力和抑菌杀菌等，其具有广阔的开发及应用前景，玉米

油，又叫粟米油、玉米胚芽油，它是从玉米胚芽中提炼出的油，在从玉米粒中提炼出油时需

要将其事先进行浸泡，之后进行压榨，但在玉米油制备过程中会出现以下问题：

[0003] 1、在玉米油制备过程中需要将玉米粒倒入浸泡池中进行浸泡，便于玉米粒的胚芽

提取，将玉米粒倒入浸泡池之后，因玉米粒上粘附的有玉米粒和一些杂物，使得浸泡池中的

水面上漂浮物较多，使得浸泡池看上去较为脏乱，同时在排水时，杂物易再次粘附到玉米粒

上；

[0004] 2、在玉米粒进行浸泡的过程中，玉米粒因浸泡之后脱皮，但这些玉米粒皮被压在

一起，难以漂浮到水面上，从而在玉米粒取出时再次粘附到玉米粒上。

发明内容

[0005] (一)技术方案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玉米油制备方法，其使用了一

种玉米油制备装置，该玉米油制备装置包括浸泡池、盛放机构、打捞机构和搅拌机构，采用

上述玉米油制备装置进行玉米油制备时具体制备方法如下：

[0007] S1、放水浸泡：将浸泡池内的盛放机构上放满水，然后将准备好的玉米粒倒入装满

水的浸泡池内，使得玉米粒位于盛放机构上；

[0008] S2、杂物打捞：S1步骤完成之后，通过打捞机构将从玉米粒中漂浮上玉米粒皮等杂

物进行打捞；

[0009] S3、搅拌漂浮：S2步骤完成之后，通过搅拌机构对盛放机构上的玉米粒进行不定时

的搅拌，使得浸泡之后脱落的玉米粒皮漂浮到水面上；

[0010] S4、重复打捞：搅拌机构停止搅拌时，通过打捞机构将水面上浮上的玉米粒皮进行

再次打捞；

[0011] S5、压榨出油：当玉米粒浸泡完成之后将其取出，将玉米粒压榨使得玉米粒中的油

脂提炼出油。

[0012] 所述的浸泡池为开口向上的矩形盒结构，浸泡池的底部设置有盛放机构，浸泡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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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靠近上端处设置有打捞机构，浸泡池的内壁设置有搅拌机构，搅拌机构位于盛放机构与

打捞机构之间。

[0013] 所述的盛放机构包括电动推杆、滑槽、弧形架、滑动板、支撑杆、匚形板、支撑板、弧

形网板和挡板，所述的浸泡池的底部安装有电动推杆，浸泡池的前后内壁均开设有滑槽，电

动推杆的移动杆上安装有弧形架，弧形架前后两端均安装有滑动板，滑动板位于滑槽内，滑

动板的上端面通过支撑杆安装有匚形板，支撑杆前后对称排布，前后两个匚形板时开口相

对安装，匚形板内设置有支撑板，前后支撑板之间安装有弧形网板，弧形网板位于弧形架上

方，弧形网板的前后两端均安装有挡板，前后两个挡板上均开设有弧形凹槽，电动推杆推动

弧形架向上运动，弧形架带动滑动板在滑槽内进行运动，滑动板通过支撑杆带动匚形板向

上运动，匚形板带动支撑板向上运动，支撑板带动弧形网板向上运动，匚形板到达滑槽的顶

部时电动推杆停止运动，然后将水放入，使得弧形架与浸泡池内壁之间放满水，再将玉米粒

倒到弧形网板上，当玉米粒浸泡完成之后，通过电动推杆带动弧形架与弧形网板向下运动。

[0014] 所述的打捞机构包括矩形凹槽、电动滑块、打捞盒、收集盒、限位板、匚形把手、进

料口、进料板、立板和弹簧，所述的浸泡池靠近上端处前后内壁上均开设有矩形凹槽，矩形

凹槽内设置有电动滑块，电动滑块之间安装有打捞盒，打捞盒的上端面开设有矩形通槽，打

捞盒的上端面开设有卡槽，卡槽是矩阵排布，卡槽位于矩形通槽的两侧，卡槽内设置有限位

板，限位板之间安装有收集盒，收集盒位于矩形通槽内，收集盒是矩形空腔结构，收集盒的

上端面安装有匚形把手，收集盒靠近上端处左右对称开设有排水圆孔，排水圆孔贯穿打捞

盒，排水圆孔是矩阵排布，收集盒的左右两端面开设有进料通槽，收集盒的下端面开设有沥

水孔，沥水孔是矩阵排布，打捞盒的左右两端面均开设有进料口，进料口与矩形通槽连通，

进料口位置与进料通槽位置相对应，左右两个进料口内均安装有立板，进料口内铰接有进

料板，进料板的右端面与立板之间通过弹簧相连接，当玉米粒倒入浸泡池之后，玉米皮与杂

物漂浮到水面上之后，通过电动滑块的带动打捞盒进行过运动，打捞盒带动收集盒进行运

动，在打捞盒运动时，水面上的冲击力推动进料板进行翻转，进料板翻转使得玉米粒皮与杂

物进入到收集盒内，收集盒对玉米粒皮与杂物进行收集，使得浸泡池中的水面上的杂物不

会再次粘附到玉米粒上，当玉米粒浸泡完成之后，通过拉动匚形把手将收集盒拉出打捞盒，

对收集盒内的杂物进行清理。

[001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搅拌机构包括搅拌轴、搅拌叶片、控水通

槽和Z形杆，所述的浸泡池的左右内壁之间通过轴承安装有搅拌轴，搅拌轴的右端穿设浸泡

池安装有Z形杆，搅拌轴沿周向等距离安装有搅拌叶片，搅拌叶片沿搅拌轴周向等距离交错

排布，当玉米粒浸泡之后，不定时的通过转动Z型杆带动搅拌轴进行转动，搅拌轴转动的同

时带动搅拌叶片进行转动，搅拌叶片对玉米粒进行搅拌，使得玉米粒进行翻动，将浸泡之后

脱皮的玉米粒皮翻出，使得玉米粒皮漂浮在水面上，从而使玉米粒得到有效清理。

[001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浸泡池的右端面开设有放水通槽，放水

通槽位于弧形架的下方，放水通槽内安装有过滤网板，浸泡池的右端面安装有存水板、存水

板为开口向左的矩形空腔结构，存水板位于放水通槽上，且与存水板尺寸大于过滤网板，存

水板的后端面开设有排水孔，排水孔上安装有排水管，当玉米粒浸泡完成之后，电动推杆带

动弧形架向下移动一段距离之后，弧形架上的水从过滤网板流到存水板内，水再从存水板

内流到排水管道内进行排出，过滤网板对水进行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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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浸泡池的左端面开设有出料通槽，出料

通槽前后两端均开设有放置槽，放置槽内铰接有开合板，开合板的右端面安装有拉动板，拉

动板为匚形结构，拉动拉动板将开合板拉开，再拉动挡板将装有玉米粒的弧形网板拉出,使

得弧形网板两侧的支撑板移出匚形板。

[001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浸泡池的左端面前后对称安装有挡块，

挡块位于出料通槽上方，挡块的上端面开设有限位通槽，限位通槽内均设置后有卡柱，前后

卡柱之间通过连接板相连接，当开合板需要打开时，先拉动连接板将卡柱取出，然后再讲开

合板打开，卡柱主要是避免开合板在闭合时向外侧翻转。

[001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打捞盒的左端面前后对称安装有导向

板，导向板为三角形结构，前后导向板的斜边均向外侧倾斜，导向板对玉米皮与杂物进行导

向刮除，避免玉米皮与杂物粘附在浸泡池的侧壁上。

[0020] (二)有益效果

[0021] 1、本发明采用的盛放机构可对玉米粒进行盛接，当玉米粒浸泡完成之后，便于玉

米粒的取处，同时采用的打捞机构将漂浮在浸泡池水面上的杂物进行打捞，使得浸泡池内

的水较为干净，然后通过搅拌机构将水中的玉米粒进行搅拌，使得玉米粒脱下的皮可以漂

浮在水面上；

[0022] 2、本发明所述的电动滑块带动打捞盒进行打捞，进料板在水的冲击作用下进行翻

转，使得水面上漂浮的杂物进入到收集盒内，收集盒对杂物进行收集，使得浸泡水面干净；

[0023] 3、本发明所述的搅拌轴转动带动搅拌叶片对玉米粒进行搅拌，使得玉米粒脱落的

皮漂浮在水面上，使得玉米粒上无杂物残留，提高玉米粒的洁净度。

附图说明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的流程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是本发明的主剖视图；

[0028] 图4是本发明的俯剖视图；

[0029] 图5是本发明的右剖视图；

[0030] 图6是本发明图3的A向局部放大图；

[0031] 图7是本发明图3的B向局部放大图；

[0032] 图8是本发明图5的C向局部放大图；

[0033] 图9是本发明弧形网板、挡板、支撑板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可以由权利要求先定

和覆盖的多种不同方式实施。

[0035] 如图1至图9所示，一种玉米油制备方法，其使用了一种玉米油制备装置，该玉米油

制备装置包括浸泡池1、盛放机构2、打捞机构3和搅拌机构4，采用上述玉米油制备装置进行

玉米油制备时具体制备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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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S1、放水浸泡：将浸泡池1内的盛放机构2上放满水，然后将准备好的玉米粒倒入装

满水的浸泡池1内，使得玉米粒位于盛放机构2上；

[0037] S2、杂物打捞：S1步骤完成之后，通过打捞机构3将从玉米粒中漂浮上玉米粒皮等

杂物进行打捞；

[0038] S3、搅拌漂浮：S2步骤完成之后，通过搅拌机构4对盛放机构2上的玉米粒进行不定

时的搅拌，使得浸泡之后脱落的玉米粒皮漂浮到水面上；

[0039] S4、重复打捞：搅拌机构4停止搅拌时，通过打捞机构3将水面上浮上的玉米粒皮进

行再次打捞；

[0040] S5、压榨出油：当玉米粒浸泡完成之后将其取出，将玉米粒压榨使得玉米粒中的油

脂提炼出油。

[0041] 所述的浸泡池1为开口向上的矩形盒结构，浸泡池1的底部设置有盛放机构2，浸泡

池1内靠近上端处设置有打捞机构3，浸泡池1的内壁设置有搅拌机构4，搅拌机构4位于盛放

机构2与打捞机构3之间。

[0042] 所述的浸泡池1的右端面开设有放水通槽，放水通槽位于弧形架22的下方，放水通

槽内安装有过滤网板10，浸泡池1的右端面安装有存水板11、存水板11为开口向左的矩形空

腔结构，存水板11位于放水通槽上，且与存水板11尺寸大于过滤网板10，存水板11的后端面

开设有排水孔，排水孔上安装有排水管12，当玉米粒浸泡完成之后，电动推杆20带动弧形架

22向下移动一段距离之后，弧形架22上的水从过滤网板10流到存水板11内，水再从存水板

11内流到排水管12道内进行排出，过滤网板10对水进行排出。

[0043] 所述的浸泡池1的左端面开设有出料通槽13，出料通槽13前后两端均开设有放置

槽，放置槽内铰接有开合板14，开合板14的右端面安装有拉动板15，拉动板15为匚形结构，

拉动拉动板15将开合板14拉开，再拉动挡板28将装有玉米粒的弧形网板27拉出,使得弧形

网板27两侧的支撑板26移出匚形板25。

[0044] 所述的浸泡池1的左端面前后对称安装有挡块16，挡块16位于出料通槽13上方，挡

块16的上端面开设有限位通槽，限位通槽内均设置后有卡柱17，前后卡柱17之间通过连接

板18相连接，当开合板14需要打开时，先拉动连接板18将卡柱17取出，然后再讲开合板14打

开，卡柱17主要是避免开合板14在闭合时向外侧翻转。

[0045] 所述的盛放机构2包括电动推杆20、滑槽21、弧形架22、滑动板23、支撑杆24、匚形

板25、支撑板26、弧形网板27和挡板28，所述的浸泡池1的底部安装有电动推杆20，浸泡池1

的前后内壁均开设有滑槽21，电动推杆20的移动杆上安装有弧形架22，弧形架22前后两端

均安装有滑动板23，滑动板23位于滑槽21内，滑动板23的上端面通过支撑杆24安装有匚形

板25，支撑杆24前后对称排布，前后两个匚形板25时开口相对安装，匚形板25内设置有支撑

板26，前后支撑板26之间安装有弧形网板27，弧形网板27位于弧形架22上方，弧形网板27的

前后两端均安装有挡板28，前后两个挡板28上均开设有弧形凹槽，电动推杆20推动弧形架

22向上运动，弧形架22带动滑动板23在滑槽21内进行运动，滑动板23通过支撑杆24带动匚

形板25向上运动，匚形板25带动支撑板26向上运动，支撑板26带动弧形网板27向上运动，匚

形板25到达滑槽21的顶部时电动推杆20停止运动，然后将水放入，使得弧形架22与浸泡池1

内壁之间放满水，再将玉米粒倒到弧形网板27上，当玉米粒浸泡完成之后，通过电动推杆20

带动弧形架22与弧形网板27向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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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所述的打捞机构3包括矩形凹槽30、电动滑块31、打捞盒32、收集盒33、限位板34、

匚形把手35、进料口36、进料板37、立板38和弹簧39，所述的浸泡池1靠近上端处前后内壁上

均开设有矩形凹槽30，矩形凹槽30内设置有电动滑块31，电动滑块31之间安装有打捞盒32，

打捞盒32的上端面开设有矩形通槽，打捞盒32的上端面开设有卡槽，卡槽是矩阵排布，卡槽

位于矩形通槽的两侧，卡槽内设置有限位板34，限位板34之间安装有收集盒33，收集盒33位

于矩形通槽内，收集盒33是矩形空腔结构，收集盒33的上端面安装有匚形把手35，收集盒33

靠近上端处左右对称开设有排水圆孔，排水圆孔贯穿打捞盒32，排水圆孔是矩阵排布，收集

盒33的左右两端面开设有进料通槽，收集盒33的下端面开设有沥水孔，沥水孔是矩阵排布，

打捞盒32的左右两端面均开设有进料口36，进料口36与矩形通槽连通，进料口36位置与进

料通槽位置相对应，左右两个进料口36内均安装有立板38，进料口36内铰接有进料板37，进

料板37的右端面与立板38之间通过弹簧39相连接，当玉米粒倒入浸泡池1之后，玉米皮与杂

物漂浮到水面上之后，通过电动滑块31的带动打捞盒32进行过运动，打捞盒32带动收集盒

33进行运动，在打捞盒32运动时，水面上的冲击力推动进料板37进行翻转，进料板37翻转使

得玉米粒皮与杂物进入到收集盒33内，收集盒33对玉米粒皮与杂物进行收集，使得浸泡池1

中的水面上的杂物不会再次粘附到玉米粒上，当玉米粒浸泡完成之后，通过拉动匚形把手

35将收集盒33拉出打捞盒32，对收集盒33内的杂物进行清理。

[0047] 所述的打捞盒32的左端面前后对称安装有导向板320，导向板320为三角形结构，

前后导向板320的斜边均向外侧倾斜，导向板320对玉米皮与杂物进行导向刮除，避免玉米

皮与杂物粘附在浸泡池1的侧壁上。

[0048] 所述的搅拌机构4包括搅拌轴40、搅拌叶片41、控水通槽42和Z形杆43，所述的浸泡

池1的左右内壁之间通过轴承安装有搅拌轴40，搅拌轴40的右端穿设浸泡池1安装有Z形杆

43，搅拌轴40沿周向等距离安装有搅拌叶片41，搅拌叶片41沿搅拌轴40周向等距离交错排

布，当玉米粒浸泡之后，不定时的通过转动Z型杆带动搅拌轴40进行转动，搅拌轴40转动的

同时带动搅拌叶片41进行转动，搅拌叶片41对玉米粒进行搅拌，使得玉米粒进行翻动，将浸

泡之后脱皮的玉米粒皮翻出，使得玉米粒皮漂浮在水面上，从而使玉米粒得到有效清理。

[0049] 具体工作时，电动推杆20推动弧形架22向上运动，弧形架22带动滑动板23在滑槽

21内进行运动，滑动板23通过支撑杆24带动匚形板25向上运动，匚形板25带动支撑板26向

上运动，支撑板26带动弧形网板27向上运动，匚形板25到达滑槽21的顶部时电动推杆20停

止运动，然后将水放入，使得弧形架22与浸泡池1内壁之间放满水，再将玉米粒倒到弧形网

板27上，在玉米粒倒入浸泡池1之后，玉米皮与杂物漂浮到水面上，然后通过电动滑块31的

带动打捞盒32进行过运动，打捞盒32带动收集盒33进行运动，在打捞盒32运动时，水面上的

冲击力推动进料板37进行翻转，进料板37翻转使得玉米粒皮与杂物进入到收集盒33内，收

集盒33对玉米粒皮与杂物进行收集，使得浸泡池1中的水面上的杂物不会再次粘附到玉米

粒上，当玉米粒浸泡一段时间之后，不定时的通过转动Z型杆带动搅拌轴40进行转动，搅拌

轴40转动的同时带动搅拌叶片41进行转动，搅拌叶片41对玉米粒进行搅拌，使得玉米粒进

行翻动，将浸泡之后脱皮的玉米粒皮翻出，使得玉米粒皮漂浮在水面上，再通过打捞机构3

将漂浮的玉米皮与杂物进行清理，从而使玉米粒得到有效清理，当玉米粒浸泡完成之后，电

动推杆20带动弧形架22向下移动一段距离之后，弧形架22上的水从过滤网板10流到存水板

11内，水再从存水板11内流到排水管12道内进行排出，过滤网板10对水进行排出，排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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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电动推杆20带动弧形架22继续向下移动直到滑动板23移动到滑槽21的底部，然后拉动

连接板18将卡柱17取出，然后再讲开合板14打开，卡柱17主要是避免开合板14在闭合时向

外侧翻转，拉动拉动板15将开合板14拉开，再拉动挡板28将装有玉米粒的弧形网板27拉出,

使得弧形网板27两侧的支撑板26移出匚形板25，然后对浸泡之后的玉米粒进行处理，再通

过拉动匚形把手35将收集盒33拉出打捞盒32，对收集盒33内的杂物进行清理。

[0050]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说　明　书 6/6 页

9

CN 112410116 A

9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6 页

10

CN 112410116 A

10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6 页

11

CN 112410116 A

11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6 页

12

CN 112410116 A

12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4/6 页

13

CN 112410116 A

13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5/6 页

14

CN 112410116 A

14



图8

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6/6 页

15

CN 112410116 A

15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RA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