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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自动剥虾壳流水线，包括

第一传送带、第二传送带、剥虾操作台，所述剥虾

操作台一端与第一传送带之间、另一端与第二传

送带之间均放置有超声波清洗池；所述剥虾操作

台上在靠近第一传送带的一端、以及所述第二传

送带上在靠近剥虾操作台的一端均安装有转轴

和用于驱动转轴转动的驱动电机，所述转轴上均

固定安装有与超声波清洗池配合使用的过滤筐；

所述剥虾操作台沿第一传送带的传送方向依次

设有去头去尾机械爪模块、取虾身机械爪模块、

去皮装置、取虾仁机械爪模块；所述剥虾操作台

上安装有第一视觉控制模块、第二视觉控制模

块；该自动剥虾壳流水线能对龙虾自动清洗、去

头、去尾、剥壳、清洗虾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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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剥虾壳流水线，包括第一传送带、第二传送带、剥虾操作台，所述第一传送

带和第二传送带分别位于剥虾操作台的两端；其特征在于，所述剥虾操作台一端与第一传

送带之间、另一端与第二传送带之间均放置有超声波清洗池；所述剥虾操作台上在靠近第

一传送带的一端、以及所述第二传送带上在靠近剥虾操作台的一端均安装有转轴和用于驱

动转轴转动的驱动电机，所述转轴上均固定安装有与超声波清洗池配合使用的过滤筐；所

述剥虾操作台沿第一传送带的传送方向依次设有去头去尾机械爪模块、取虾身机械爪模

块、去皮装置、取虾仁机械爪模块；所述剥虾操作台上在靠近去头去尾机械爪模块处安装有

用于控制去头去尾机械爪模块的第一视觉控制模块，在靠近去皮装置处安装有用于控制取

虾身机械爪模块、去皮装置和取虾仁机械爪模块动作的第二视觉控制模块；所述剥虾操作

台的侧边上在第一视觉控制模块和第二视觉控制模块之间安装有辅助机械爪模块；

所述去头去尾机械爪模块和取虾身机械爪模块的结构相同均包括安装在剥虾操作台

上的立柱、第一机械臂、第二机械臂、机械爪，所述第一机械臂的一端转动连接在立柱上端

且与立柱垂直，所述立柱的上端安装有用于驱动第一机械臂转动的第一驱动电机；所述第

二机械臂的一端转动连接在第一机械臂的另一端且与立柱垂直，所述第一机械臂上安装有

用于驱动第二机械臂转动的第二驱动电机；所述机械爪安装在第二机械臂的另一端，且所

述第二机械臂上安装有用于驱动机械爪转动的第三驱动电机；所述辅助机械爪模块包括安

装在剥虾操作台上的辅助机械爪基座，以及用于驱动辅助机械爪基座转动的辅助电机，所

述辅助机械爪基座上安装有机械爪；

所述去皮装置包括架设在剥虾操作台上的放置板，所述放置板上在靠近第一传送带的

一端沿竖直方向设有撑杆，所述撑杆的上下两端沿第一传送带的传动方向安装有第一电动

推杆，所述第一电动推杆的伸缩端安装有沿竖直设置的切割片，以及用于驱动切割片转动

的切割电机；所述放置板上在第一电动推杆的两侧对称设有去皮机械爪模块，所述去皮机

械爪模块包括沿竖直方向设置在放置板上的第一支撑臂，所述第一支撑臂的上端安装有第

三机械臂，以及用于驱动第三机械臂转动的第四驱动电机，且所述第三机械臂与所述第一

电动推杆垂直；所述第三机械臂上在远离第四驱动电机的一端安装有第一机械手基座，以

及用于驱动第一机械手基座转动的第五驱动电机；所述第一机械手基座上沿垂直于第一电

动推杆的方向设有第二电动推杆，所述第二电动推杆的伸缩端安装有用于去皮的夹爪片。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剥虾壳流水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取虾仁机械爪模块包括沿

竖直方向安装在放置板上的第二支撑臂，所述第二支撑臂的上端安装有第四机械臂、以及

用于驱动第四机械臂转动的第六驱动电机，所述第四机械臂上在远离第六驱动电机的一端

安装有第二机械手基座，以及用于驱动第二机械手基座转动的第七驱动电机；所述第二机

械手基座上安装有第三电动推杆，所述第三电动推杆的伸缩端安装有用于抓取虾仁的机械

爪。

3.如权利要求1-2任一项所述的自动剥虾壳流水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去头去尾机械爪

模块、所述取虾身机械爪模块、所述辅助机械爪模块和所述取虾仁机械爪模块中包含的机

械爪机构相同，所述机械爪包括机械手套筒、夹爪、拉杆、连杆、夹爪电机，所述机械手套筒

的下端开口处对称设有支撑凸起，所述夹爪为两个均包括铰接在支撑凸起上的夹爪本体，

以及设置在夹爪本体上向所述机械手套筒内延伸的凸条，所述夹爪本体上设有向下延伸的

弧形夹紧片；所述夹爪电机安装在机械手套筒的圆周侧面上，且夹爪电机的输出轴伸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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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手套筒内，所述连杆位于机械手套筒内且其一端与夹爪电机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所述连

杆的另一端与所述拉杆的一端转动连接，所述拉杆的另一端与两个夹爪本体上的凸条均转

动连接。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剥虾壳流水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剥虾操作台的侧边上在辅

助机械爪模块处安装有第一放置篮、在第二视觉控制模块和取虾仁机械爪模块之间安装有

第二放置篮。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自动剥虾壳流水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视觉控制模块和第二

视觉控制模块结构相同均包括沿竖直方向安装在剥虾操作台上的支杆以及安装在支杆上

端的集成视觉控制头。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8887371 B

3



一种自动剥虾壳流水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虾仁加工设备领域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自动剥虾壳流水线。

背景技术

[0002] 虾仁的生产，即虾仁剥壳，目前主要有两种方法：即手工剥壳和机器剥壳两种。手

工剥壳主要存在剥壳慢，效率低及生产工人在开背去里线时手易被刀片划破等缺陷，所以

这种生产方法逐渐被淘汰，只有在某些特殊小批量生产场合才采用。机器剥壳，综合国内各

种虾剥壳机的类型，主要为半自动单体定位剥壳机，其需要先将虾去头后，由手工将去头虾

逐一摆放在输送带托盘槽内，然后送入机内，经过传送装置使单体去头虾逐一依次经过定

位夹持、开背、剥壳、去肠线等各功能工位，实现对去头虾的剥壳；该单体半自动剥壳机虽然

能够实现剥壳但是效率差，而且所剥虾仁质量差，虾仁肉体上残留的碎虾皮多。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能对龙虾自动清洗、去头、去尾、剥壳、清洗虾仁的自动

剥虾壳流水线。

[0004] 到以上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自动剥虾壳流水线，包括第一传送带、第二传送带、剥虾操作台，所述第一传

送带和第二传送带分别位于剥虾操作台的两端；所述剥虾操作台一端与第一传送带之间、

另一端与第二传送带之间均放置有超声波清洗池；所述剥虾操作台上在靠近第一传送带的

一端、以及所述第二传送带上在靠近剥虾操作台的一端均安装有转轴和用于驱动转轴转动

的驱动电机，所述转轴上均固定安装有与超声波清洗池配合使用的过滤筐；所述剥虾操作

台沿第一传送带的传送方向依次设有去头去尾机械爪模块、取虾身机械爪模块、去皮装置、

取虾仁机械爪模块；所述剥虾操作台上在靠近去头去尾机械爪模块处安装有用于控制去头

去尾机械爪模块的第一视觉控制模块，在靠近去皮装置处安装有用于控制取虾身机械爪模

块、去皮装置和取虾仁机械爪模块动作的第二视觉控制模块；所述剥虾操作台的侧边上在

第一视觉控制模块和第二视觉控制模块之间安装有辅助机械爪模块；

[0006] 所述去头去尾机械爪模块和取虾身机械爪模块的结构相同均包括安装在剥虾操

作台上的立柱、第一机械臂、第二机械臂、机械爪，所述第一机械臂的一端转动连接在立柱

上端且与立柱垂直，所述立柱的上端安装有用于驱动第一机械臂转动的第一驱动电机；所

述第二机械臂的一端转动连接在第一机械臂的另一端且与立柱垂直，所述第一机械臂上安

装有用于驱动第二机械臂转动的第二驱动电机；所述机械爪安装在第二机械臂的另一端，

且所述第二机械臂上安装有用于驱动机械爪转动的第三驱动电机；所述辅助机械爪模块包

括安装在剥虾操作台上的辅助机械爪基座，以及用于驱动辅助机械爪基座转动的辅助电

机，所述辅助机械爪基座上安装有机械爪；

[0007] 所述去皮装置包括架设在剥虾操作台上的放置板，所述放置板上在靠近第一传送

带的一端沿竖直方向设有撑杆，所述撑杆的上下两端沿第一传送带的传动方向安装有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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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推杆，所述第一电动推杆的伸缩端安装有沿竖直设置的切割片，以及用于驱动切割片

转动的切割电机；所述放置板上在第一电动推杆的两侧对称设有去皮机械爪模块，所述去

皮机械爪模块包括沿竖直方向设置在放置板上的第一支撑臂，所述第一支撑臂的上端安装

有第三机械臂，以及用于驱动第三机械臂转动的第四驱动电机，且所述第三机械臂与所述

第一电动推杆垂直；所述第三机械臂上在远离第四驱动电机的一端安装有第一机械手基

座，以及用于驱动第一机械手基座转动的第五驱动电机；所述第一机械手基座上沿垂直于

第一电动推杆的方向设有第二电动推杆，所述第二电动推杆的伸缩端安装有用于去皮的夹

爪片。

[0008]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该自动剥虾壳流水线工作时，第一传送带将虾传送到位于超

声波清洗池内的过滤筐内进行清洗，清洗完成之后驱动电机通过转轴带动过滤筐从超声波

清洗池内翻转出来，并且将倾斜好的虾倾倒在剥虾操作台上，第一视觉控制模块工作并且

控制去头去尾机械爪模块和辅助机械爪模块配合工作完成虾的去头去尾，第二视觉控制模

块检测到虾被去头去尾之后控制取虾身机械爪模块工作将去头去尾的虾身抓取并放置到

放置板上，接着去皮机械爪模块工作将虾身固定，然后第一电动推杆动作推动由切割电机

带动的切割片对虾皮进行切割，切割完成之后第二视觉控制模块控制取虾仁机械爪模块动

作将虾仁取出，并且放置到位于剥虾操作台和第二传送带之间的超声波清洗池内的过滤筐

中，当虾仁数量达到预设值时超声波清洗池工作对虾仁进行超声波清洗，清洗完成之后驱

动电机通过转轴带动过滤筐翻转将虾仁倾倒至第二输送带上；该流水线不仅结构简单而且

能够自动实现虾的清洗、去头、去尾、剥壳、清洗虾仁。

[0009]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中，所述取虾仁机械爪模块包括沿竖直方向安装在放置板上的

第二支撑臂，所述第二支撑臂的上端安装有第四机械臂、以及用于驱动第四机械臂转动的

第六驱动电机，所述第四机械臂上在远离第六驱动电机的一端安装有第二机械手基座，以

及用于驱动第二机械手基座转动的第七驱动电机；所述第二机械手基座上安装有第三电动

推杆，所述第三电动推杆的伸缩端安装有用于抓取虾仁的机械爪。

[0010]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中，所述去头去尾机械爪模块、所述取虾身机械爪模块、所述辅

助机械爪模块和所述取虾仁机械爪模块中包含的机械爪机构相同，所述机械爪包括机械手

套筒、夹爪、拉杆、连杆、夹爪电机，所述机械手套筒的下端开口处对称设有支撑凸起，所述

夹爪为两个均包括铰接在支撑凸起上的夹爪本体，以及设置在夹爪本体上向所述机械手套

筒内延伸的凸条，所述夹爪本体上设有向下延伸的弧形夹紧片；所述夹爪电机安装在机械

手套筒的圆周侧面上，且夹爪电机的输出轴伸入机械手套筒内，所述连杆位于机械手套筒

内且其一端与夹爪电机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所述连杆的另一端与所述拉杆的一端转动连

接，所述拉杆的另一端与两个夹爪本体上的凸条均转动连接。

[0011]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机械爪工作时夹爪电机带动连杆转动，进而带动拉杆沿机械

手套筒向上运动，拉杆向上运动时拉动凸条向上运动，凸条向上运动时实现弧形夹片的夹

紧从而实现抓取。

[0012]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中，所述剥虾操作台的侧边上在辅助机械爪模块处安装有第一

放置篮、在第二视觉控制模块和取虾仁机械爪模块之间安装有第二放置篮。

[0013]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中，所述第一视觉控制模块和第二视觉控制模块结构相同均包

括沿竖直方向安装在剥虾操作台上的支杆以及安装在支杆上端的集成视觉控制头。

说　明　书 2/5 页

5

CN 108887371 B

5



[0014] 有益效果：

[0015] 该自动剥虾壳流水线工作时，第一传送带将虾传送到位于超声波清洗池内的过滤

筐内进行清洗，清洗完成之后驱动电机通过转轴带动过滤筐从超声波清洗池内翻转出来，

并且将倾斜好的虾倾倒在剥虾操作台上，第一视觉控制模块工作并且控制去头去尾机械爪

模块和辅助机械爪模块配合工作完成虾的去头去尾，第二视觉控制模块检测到虾被去头去

尾之后控制取虾身机械爪模块工作将去头去尾的虾身抓取并放置到放置板上，接着去皮机

械爪模块工作将虾身固定，然后第一电动推杆动作推动由切割电机带动的切割片对虾皮进

行切割，切割完成之后第二视觉控制模块控制取虾仁机械爪模块动作将虾仁取出，并且放

置到位于剥虾操作台和第二传送带之间的超声波清洗池内的过滤筐中，当虾仁数量达到预

设值时超声波清洗池工作对虾仁进行超声波清洗，清洗完成之后驱动电机通过转轴带动过

滤筐翻转将虾仁倾倒至第二输送带上；该流水线不仅结构简单而且能够自动实现虾的清

洗、去头、去尾、剥壳、清洗虾仁。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中自动剥虾壳流水线的第一立体结构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中自动剥虾壳流水线的第二立体结构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中自动剥虾壳流水线的部分装配结构示意图一；

[0019] 图4为图1中E处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图1中F处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为本发明中去皮机械爪模块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为本发明中机械爪的装配结构示意图；

[0023] 图8为本发明中机械爪的部分剖面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描述用于揭露本发明以使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本发明。以下描述中的实

施例只作为举例，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想到其他显而易见的变型。

[0025] 如图1-8所示，一种自动剥虾壳流水线，包括第一传送带1、第二传送带2、剥虾操作

台3，所述第一传送带1和第二传送带2分别位于剥虾操作台3的两端；所述剥虾操作台3一端

与第一传送带1之间、另一端与第二传送带2之间均放置有超声波清洗池4；所述剥虾操作台

3上在靠近第一传送带1的一端、以及所述第二传送带2上在靠近剥虾操作台3的一端均安装

有转轴5和用于驱动转轴5转动的驱动电机6，所述转轴5上均固定安装有与超声波清洗池4

配合使用的过滤筐7；所述剥虾操作台3沿第一传送带1的传送方向依次设有去头去尾机械

爪模块001、取虾身机械爪模块002、去皮装置003、取虾仁机械爪模块004；所述剥虾操作台3

上在靠近去头去尾机械爪模块处安装有用于控制去头去尾机械爪模块的第一视觉控制模

块005，在靠近去皮装置处安装有用于控制取虾身机械爪模块、去皮装置和取虾仁机械爪模

块动作的第二视觉控制模块006；所述剥虾操作台3的侧边上在第一视觉控制模块和第二视

觉控制模块之间安装有辅助机械爪模块007。所述剥虾操作台3的侧边上在辅助机械爪模块

处安装有第一放置篮8、在第二视觉控制模块和取虾仁机械爪模块之间安装有第二放置篮

9。所述第一视觉控制模块和第二视觉控制模块结构相同均包括沿竖直方向安装在剥虾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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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台3上的支杆10以及安装在支杆10上端的集成视觉控制头11。

[0026] 所述去头去尾机械爪模块001和取虾身机械爪模块002的结构相同均包括安装在

剥虾操作台3上的立柱12、第一机械臂13、第二机械臂14、机械爪，所述第一机械臂13的一端

转动连接在立柱12上端且与立柱12垂直，所述立柱12的上端安装有用于驱动第一机械臂13

转动的第一驱动电机15；所述第二机械臂14的一端转动连接在第一机械臂13的另一端且与

立柱12垂直，所述第一机械臂13上安装有用于驱动第二机械臂14转动的第二驱动电机16；

所述机械爪安装在第二机械臂14的另一端，且所述第二机械臂14上安装有用于驱动机械爪

转动的第三驱动电机17；所述辅助机械爪模块007包括安装在剥虾操作台3上的辅助机械爪

基座18，以及用于驱动辅助机械爪基座18转动的辅助电机19，所述辅助机械爪基座18上安

装有机械爪008。

[0027] 所述去皮装置包括架设在剥虾操作台3上的放置板20，所述放置板20上在靠近第

一传送带1的一端沿竖直方向设有撑杆21，所述撑杆21的上下两端沿第一传送带1的传动方

向安装有第一电动推杆22，所述第一电动推杆22的伸缩端安装有沿竖直设置的切割片23，

以及用于驱动切割片23转动的切割电机23a；所述放置板20上在第一电动推杆22的两侧对

称设有去皮机械爪模块，所述去皮机械爪模块包括沿竖直方向设置在放置板20上的第一支

撑臂24，所述第一支撑臂24的上端安装有第三机械臂25，以及用于驱动第三机械臂25转动

的第四驱动电机26，且所述第三机械臂25与所述第一电动推杆22垂直；所述第三机械臂25

上在远离第四驱动电机26的一端安装有第一机械手基座27，以及用于驱动第一机械手基座

27转动的第五驱动电机28；所述第一机械手基座27上沿垂直于第一电动推杆22的方向设有

第二电动推杆29，所述第二电动推杆29的伸缩端安装有用于去皮的夹爪片30。

[0028] 所述取虾仁机械爪模块包括沿竖直方向安装在放置板20上的第二支撑臂31，所述

第二支撑臂31的上端安装有第四机械臂32、以及用于驱动第四机械臂32转动的第六驱动电

机33，所述第四机械臂32上在远离第六驱动电机33的一端安装有第二机械手基座34，以及

用于驱动第二机械手基座34转动的第七驱动电机35；所述第二机械手基座34上安装有第三

电动推杆36，所述第三电动推杆36的伸缩端安装有用于抓取虾仁的机械爪008。

[0029] 所述去头去尾机械爪模块001、所述取虾身机械爪模块002、所述辅助机械爪模块

007和所述取虾仁机械爪模块004中包含的机械爪机构相同，所述机械爪008包括机械手套

筒37、夹爪38、拉杆39、连杆40、夹爪电机41，所述机械手套筒37的下端开口处对称设有支撑

凸起3701，所述夹爪38为两个且均包括铰接在支撑凸起3701上的夹爪本体3801，以及设置

在夹爪本体3801上向所述机械手套筒37内延伸的凸条3802，所述夹爪本体3801上设有向下

延伸的弧形夹紧片3803；所述夹爪电机41安装在机械手套筒37的圆周侧面上，且夹爪电机

41的输出轴伸入机械手套筒37内，所述连杆40位于机械手套筒37内且其一端与夹爪电机41

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所述连杆40的另一端与所述拉杆39的一端转动连接，所述拉杆39的另

一端与两个夹爪本体上的凸条3802均转动连接。

[0030] 该自动剥虾壳流水线工作时，第一传送带1将虾传送到位于超声波清洗池4内的过

滤筐7内进行清洗，清洗完成之后驱动电机6通过转轴5带动过滤筐7从超声波清洗池4内翻

转出来，并且将倾斜好的虾倾倒在剥虾操作台3上，第一视觉控制模块工作摄取图像并且识

别然后控制去头去尾机械爪模块和辅助机械爪模块配合工作完成虾的去头去尾，具体为：

去头去尾机械爪模块夹住虾身将虾头和虾尾依次放置到辅助机械爪模块内由辅助机械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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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进行去头和去尾；第二视觉控制模块摄取图像并且识别到虾被去头去尾之后控制取虾

身机械爪模块工作将去头去尾的虾身抓取并放置到放置板上，接着去皮机械爪模块工作将

虾身固定，然后第一电动推杆动作推动由切割电机带动的切割片对虾皮进行切割，切割完

成之后第二视觉控制模块摄取图像并且识别然后控制取虾仁机械爪模块动作将虾仁取出，

并且放置到位于剥虾操作台和第二传送带之间的超声波清洗池4内的过滤筐7中，当虾仁数

量达到预设值时超声波清洗池4工作对虾仁进行超声波清洗，清洗完成之后驱动电机6通过

转轴5带动过滤筐7翻转将虾仁倾倒至第二输送带2上；该流水线不仅结构简单而且能够自

动实现虾的清洗、去头、去尾、剥壳、清洗虾仁。

[0031] 其中机械爪工作时夹爪电机41带动连杆40转动，进而带动拉杆39沿机械手套筒37

向上运动，拉杆39向上运动时拉动凸条3802向上运动，凸条3802向上运动时实现弧形夹片

3803的夹紧从而实现抓取。

[0032]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本发明

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

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的范围内。本发明要求的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同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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