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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脱水洋葱片的制作方法。

它解决了现有加工方法的步骤过于复杂，需要花

费大量的加工时间，加工繁琐等技术问题。本脱

水洋葱片的制作方法，包括如下步骤：a、选料：对

新鲜洋葱头进行外观检验，去除腐烂和有病虫害

的；b、清洗、切片和吹干：将新鲜洋葱头通过清洗

切片吹干一体机进行清洗、切片和吹干，得到厚

度为2-5mm的洋葱片；c、烘烤：将洋葱片放入到烘

箱中，在50-60℃的温度下，烘烤3-5h，直到洋葱

片的水份在2-4％时，取出；d、检验：通过金属探

测仪对烘烤好的洋葱片中的重金属进行检验；f、

包装：将检验好的洋葱片在无菌条件下，通过包

装袋进行密封包装，即为成品。本发明具有制作

简便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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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脱水洋葱片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a、选料：对新鲜洋葱头进行外观检验，去除腐烂和有病虫害的；

b、清洗、切片和吹干：将新鲜洋葱头通过清洗切片吹干一体机进行清洗、切片和吹干，

得到厚度为2-5mm的洋葱片；所述步骤b中的清洗切片吹干一体机，包括工作台，其特征在

于，工作台上依次设置有用于洋葱头清洗的清洗装置、用于洋葱头切片的切片装置和用于

洋葱头吹干的吹干装置；所述清洗装置包括清洗座、供料箱、阻隔筒、呈环形的喷洒管、水泵

和储水盒，清洗座固定在工作台上，供料箱固定在清洗座上，供料箱上部具有供料口，阻隔

筒固定在清洗座上，且阻隔筒位于供料箱的正上方，阻隔筒下端为进料端，且进料端靠近供

料口，阻隔筒上端为出料端，喷洒管通过安装杆固定在阻隔筒内，且喷洒管靠近出料端，喷

洒管通过输水管和储水盒相连通，喷洒管上开设有若干喷水孔，且喷水孔朝下，水泵设置在

输水管上，阻隔筒内由下至上设置有若干清洗机构，清洗机构包括安装架、内活动盘、外固

定环、水箱、输送筒和减速电机，安装架固定在阻隔筒内，水箱固定在安装架上，水箱下部连

接有排水管，排水管上设置有电磁阀，内活动盘设置在安装架上，内活动盘与一能带动其上

下移动的移动结构相连，且内活动盘能位于水箱内，外固定环通过支撑杆固定在安装架上，

外固定环和内活动盘之间设置有若干清洗板，清洗板一端通过弹性的连接环一和外固定环

相连，清洗板另一端通过弹性的连接环二和内活动盘相连，清洗板上开设有若干过水孔，清

洗板上还设置有振动组件，减速电机固定在内活动盘上，减速电机的输出轴竖直向上，减速

电机的输出轴端部固定有清洗刷，输送筒通过轴向固定且周向转动的方式设置在安装架

上，且输送筒位于外固定环外侧，输送筒与一能带动其转动的动力结构相连，输送筒和阻隔

筒之间具有供洋葱头通过的间隙，输送筒外侧面上固定有能使洋葱头由下至上输送的输送

片，输送片呈螺旋形，输送片上具有若干凸出的防滑部，输送筒上端开设有用于洋葱头的输

出缺口，输送筒下端还设置有能洋葱头导入到输送片处的导入组件；

c、烘烤：将洋葱片放入到烘箱中，在50-60℃的温度下，烘烤3-5h，直到洋葱片的水份在

2-4％时，取出；

d、检验：通过金属探测仪对烘烤好的洋葱片中的重金属进行检验；

f、包装：将检验好的洋葱片在无菌条件下，通过包装袋进行密封包装，即为成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脱水洋葱片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f中的包装袋

为塑料袋或铝箔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脱水洋葱片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结构包括安装

条、推杆电机一、导轨和滑块，安装条固定在水箱内，导轨竖直固定在安装条上，滑块设置在

导轨上，推杆电机一固定在安装条上，推杆电机一的推杆竖直向下，推杆电机一的推杆端部

和滑块相连，内活动盘通过连杆和滑块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脱水洋葱片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导入组件包括导入

板、连接块和推杆电机二，导入板上端和输送片下端相铰接，导入板下端和支撑轮相连，连

接块固定在输送筒内侧面上，且连接块靠近输送筒下端，推杆电机二铰接在连接块上，推杆

电机二的推杆竖直向下，推杆电机二的推杆端部通过弹簧二和导入板下端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脱水洋葱片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座上还设置有

下料机构，下料机构包括立柱、下料管、抽气泵、导入管、转动电机和转动杆，立柱固定在清

洗座上，转动电机固定在立柱上，且转动电机位于阻隔筒的正上方，转动电机的输出轴竖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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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转动杆一端和转动电机的输出轴端部相连，转动杆另一端和导入管中部相连，导入管

下端为导入端，导入管上端和下料管上端相连通，下料管下端为下料端，抽气泵通过连管和

下料管侧部相连通，且连管靠近下料管上端，连接管上还设有阻挡网。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脱水洋葱片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切片装置包括切片

座、输送带、刀架和升降板，切片座固定在工作台上，输送带设置在切片座上，输送带一端为

输入端，输送带另一端为输出端，且输入端位于下料端的正下方，输送带上具有用于放置洋

葱头的若干放置槽，放置槽内设置有支撑块，支撑块与一能带动其上下移动的气缸一相连，

刀架固定在切片座上，刀架上固定有气缸二，气缸二的活塞杆竖直向下，升降板固定在气缸

二的活塞杆端部，升降板上固定有若干刀片，且刀片平行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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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脱水洋葱片的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脱水洋葱片的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洋葱别名球葱、圆葱、玉葱、葱头、荷兰葱、皮牙子等，百合科、葱属二年生草本植

物。洋葱含有前列腺素A，能降低外周血管阻力，降低血黏度，可用于降低血压、提神醒脑、缓

解压力、预防感冒。此外，洋葱还能清除体内氧自由基，增强新陈代谢能力，抗衰老，预防骨

质疏松，是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健食物。

[0003] 经检索 ，如中国专利文献公开了一种脱水洋葱的 加工方法【申请号 ：

201010287447.3；公开号：102396681A】。这种脱水洋葱的加工方法，以洋葱为原料将洋葱剥

去老皮，洗干净，切片，烘干制成，具体工艺流程是：选料→原料处理→切块剥离成片→浸泡

→烘烤→包装→成品；所述的选料是选没有腐烂的新鲜洋葱头为原料，备用；所述的原料处

理是将洋葱头去老皮、入清水洗净；所述的切块剥离成片是将洋葱头切成4-6块，然后剥离

成片；所述的浸泡是将洋葱片用清水浸泡10-15分钟去除洋葱中的部分致泪成分环蒜氨酸，

沥除水分，然后晾干；所述的脱水是将洋葱片放在烘房或烘箱内，在50℃-70℃的温度下烘8

小时-10小时，使洋葱片含水率为5.5％-7％；包装是在干燥、无菌条件下将洋葱片进行密封

包装，即为成品。

[0004] 该专利中公开的加工方法虽然生产的脱水洋葱只要用温水浸泡即可复原，但是，

该加工方法的步骤过于复杂，需要花费大量的加工时间，加工繁琐，因此，设计出一种脱水

洋葱片的制作方法是很有必要的。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的技术存在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脱水洋葱片的制作方

法，该制作方法具有制作简便的特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可通过下列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脱水洋葱片的制作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07] a、选料：对新鲜洋葱头进行外观检验，去除腐烂和有病虫害的；

[0008] b、清洗、切片和吹干：将新鲜洋葱头通过清洗切片吹干一体机进行清洗、切片和吹

干，得到厚度为2-5mm的洋葱片；

[0009] c、烘烤：将洋葱片放入到烘箱中，在50-60℃的温度下，烘烤3-5h，直到洋葱片的水

份在2-4％时，取出；

[0010] d、检验：通过金属探测仪对烘烤好的洋葱片中的重金属进行检验；

[0011] f、包装：将检验好的洋葱片在无菌条件下，通过包装袋进行密封包装，即为成品。

[0012] 采用以上方法，通过清洗切片吹干一体机可大大较少了其加工所需的步骤，同时，

也缩短了生产所需的时间，制作简便。

[0013] 所述步骤f中的包装袋为塑料袋或铝箔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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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采用以上结构，可方便对其进行包装。

[0015] 所述步骤b中的清洗切片吹干一体机包括工作台，工作台上依次设置有用于洋葱

头清洗的清洗装置、用于洋葱头切片的切片装置和用于洋葱头吹干的吹干装置。

[0016] 一体机的原理如下：通过清洗装置对洋葱头进行清洗，通过切片装置对洋葱头进

行切片，通过吹干装置对切片好的洋葱头进行吹干，可实现连续作业，生产效率高。

[0017] 所述清洗装置包括清洗座、供料箱、阻隔筒、呈环形的喷洒管、水泵和储水盒，清洗

座固定在工作台上，供料箱固定在清洗座上，供料箱上部具有供料口，阻隔筒固定在清洗座

上，且阻隔筒位于供料箱的正上方，阻隔筒下端为进料端，且进料端靠近供料口，阻隔筒上

端为出料端，喷洒管通过安装杆固定在阻隔筒内，且喷洒管靠近出料端，喷洒管通过输水管

和储水盒相连通，喷洒管上开设有若干喷水孔，且喷水孔朝下，水泵设置在输水管上，阻隔

筒内由下至上设置有若干清洗机构，清洗机构包括安装架、内活动盘、外固定环、水箱、输送

筒和减速电机，安装架固定在阻隔筒内，水箱固定在安装架上，水箱下部连接有排水管，排

水管上设置有电磁阀，内活动盘设置在安装架上，内活动盘与一能带动其上下移动的移动

结构相连，且内活动盘能位于水箱内，外固定环通过支撑杆固定在安装架上，外固定环和内

活动盘之间设置有若干清洗板，清洗板一端通过弹性的连接环一和外固定环相连，清洗板

另一端通过弹性的连接环二和内活动盘相连，清洗板上开设有若干过水孔，清洗板上还设

置有振动组件，减速电机固定在内活动盘上，减速电机的输出轴竖直向上，减速电机的输出

轴端部固定有清洗刷，输送筒通过轴向固定且周向转动的方式设置在安装架上，且输送筒

位于外固定环外侧，输送筒与一能带动其转动的动力结构相连，输送筒和阻隔筒之间具有

供洋葱头通过的间隙，输送筒外侧面上固定有能使洋葱头由下至上输送的输送片，输送片

呈螺旋形，输送片上具有若干凸出的防滑部，输送筒上端开设有用于洋葱头的输出缺口，输

送筒下端还设置有能洋葱头导入到输送片处的导入组件。

[0018] 当需要对洋葱头进行清洗时，通过移动结构带动内活动盘上下移动，使内活动盘

位于水箱内，清洗板形成内凹结构，外固定环处的洋葱头可自动滚落到内活动盘处，或通过

移动结构带动内活动盘上下移动，使内活动盘位于水箱上部，清洗板形成外凸结构，内活动

盘处的洋葱头可自动滚落到外固定环处；通过动力结构带动输送筒转动，输送筒带动输送

片转动，通过导入组件将供料箱中的洋葱头导入到输送片处，随着输送片的转动，将洋葱头

由下至上输送，并从输出缺口自动滚落到清洗板处，控制减速电机的输出轴转动，减速电机

的输出轴带动清洗刷转动，清洗刷对洋葱头进行清洗，同时，通过振动组件带动清洗板上下

振动，增强其清洗效果；由于阻隔筒内由下至上设置有若干清洗机构，在相邻上部的导入结

构的作用下，将清洗过的洋葱头通过相邻上部的输送筒向上输送，再次进行清洗，从而可对

洋葱头由下至上多次清洗；相邻上部的水箱中的水通过排水管可输送到相邻下部的水箱

中，可对水进行充分利用，且洋葱头由下至上输送的过程中，可使其越洗越干净；在清洗的

整个过程中，开启水泵，通过输水管将储水盒中的水输送到喷洒管中，喷洒管对阻隔筒内的

洋葱头由上至下进行喷淋，从而可将洋葱头清洗干净，清洗可靠。

[0019] 所述移动结构包括安装条、推杆电机一、导轨和滑块，安装条固定在水箱内，导轨

竖直固定在安装条上，滑块设置在导轨上，推杆电机一固定在安装条上，推杆电机一的推杆

竖直向下，推杆电机一的推杆端部和滑块相连，内活动盘通过连杆和滑块相连。

[0020] 当需要使内活动盘上下移动时，控制推杆电机一的推杆上下移动，推杆电机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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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杆带动滑块上下移动，滑块带动连杆上下移动，连杆带动内活动盘上下移动，从而可使内

活动盘上下移动。

[0021] 所述动力结构包括驱动电机、驱动轮和齿圈，齿圈固定在输送筒内侧面上，驱动电

机固定在安装架上，驱动电机的输出轴竖直向上，驱动轮固定在驱动电机的输出轴端部，且

驱动轮与齿圈相啮合。

[0022] 当需要使输送筒转动时，控制驱动电机的输出轴转动，驱动电机的输出轴带动驱

动轮转动，驱动轮逐渐与齿圈相啮合使输送筒转动，从而可使输送筒转动。

[0023] 所述振动组件包括导杆、导套和振动电机，导杆固定在清洗板上，导套设置在导杆

上，振动电机通过弹簧一和导套相连。

[0024] 当清洗板上下摆动时，导套沿着导杆上下移动，从而振动电机可在不同的位置进

行振动，振动效果好。

[0025] 所述导入组件包括导入板、连接块和推杆电机二，导入板上端和输送片下端相铰

接，导入板下端和支撑轮相连，连接块固定在输送筒内侧面上，且连接块靠近输送筒下端，

推杆电机二铰接在连接块上，推杆电机二的推杆竖直向下，推杆电机二的推杆端部通过弹

簧二和导入板下端相连。

[0026] 通过导入组件可将供料箱或外固定环处的洋葱头导入到输送筒内。

[0027] 当需要将洋葱头导入时，控制推杆电机二的推杆上下移动，推杆电机二的推杆带

动导入板上下移动，使支撑轮与供料箱或外固定环相接触，从而在输送筒转动的过程中，可

将洋葱头导入到输送片上。

[0028] 所述清洗座上还设置有下料机构，下料机构包括立柱、下料管、抽气泵、导入管、转

动电机和转动杆，立柱固定在清洗座上，转动电机固定在立柱上，且转动电机位于阻隔筒的

正上方，转动电机的输出轴竖直向下，转动杆一端和转动电机的输出轴端部相连，转动杆另

一端和导入管中部相连，导入管下端为导入端，导入管上端和下料管上端相连通，下料管下

端为下料端，抽气泵通过连管和下料管侧部相连通，且连管靠近下料管上端，连接管上还设

有阻挡网。

[0029] 当需要使阻隔筒内的洋葱头下料时，控制转动电机的输出轴转动，转动电机的输

出轴带动转动杆转动，转动杆带动导入管转动，抽气泵间歇性工作，将阻隔筒内的洋葱头通

过导入管逐个输送到下料管处，并从下料管输出，从而可使阻隔筒内的洋葱头下料。

[0030] 所述切片装置包括切片座、输送带、刀架和升降板，切片座固定在工作台上，输送

带设置在切片座上，输送带一端为输入端，输送带另一端为输出端，且输入端位于下料端的

正下方，输送带上具有用于放置洋葱头的若干放置槽，放置槽内设置有支撑块，支撑块与一

能带动其上下移动的气缸一相连，刀架固定在切片座上，刀架上固定有气缸二，气缸二的活

塞杆竖直向下，升降板固定在气缸二的活塞杆端部，升降板上固定有若干刀片，且刀片平行

布置。

[0031] 当需要对洋葱头进行切片时，清洗好的洋葱头从下料管逐个掉落到输送带的放置

槽内，通过输送带将洋葱头输送到刀片的正下方，控制气缸一的活塞杆上下移动，气缸一的

活塞杆带动支撑块上下移动，使洋葱头从放置槽中移出，控制气缸二的活塞杆带动升降板

上下移动，升降板带动刀片上下移动，刀片将洋葱头进行切片，从而可对洋葱头进行切片，

切片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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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所述升降板上设置有定位结构，定位结构包括定位杆和气缸三，气缸三固定在升

降板上，气缸三的活塞杆竖直向下，气缸三的活塞杆端部和定位杆上端相连，定位杆下端为

插入部。

[0033] 当需要将放置槽内的洋葱头定位住时，控制气缸三的活塞杆上下移动，气缸三的

活塞杆带动定位杆上下移动，定位杆插入到洋葱头内，从而可将放置槽内的洋葱头定位住。

[0034] 所述升降板上还设有辅助结构，辅助结构包括辅助框和气缸四，气缸四固定在升

降板上，气缸四的活塞杆竖直向下，气缸四的活塞杆端部和辅助框相连，辅助框上具有若干

辅助杆，且辅助杆位于两个刀片之间。

[0035] 当切刀完成切片后，控制气缸四的活塞杆上下移动，气缸四的活塞杆带动辅助框

上下移动，辅助框带动辅助杆上下移动，辅助杆将粘在刀片上的洋葱头片推出，辅助效果

好。

[0036] 所述吹干装置包括吹干座、具有取放口的储放盒、翻转杆和风机，吹干座固定在工

作台上，且吹干座靠近输出端，翻转杆水平设置在吹干座上，翻转杆端部与一能带动其转动

的动力电机相连，储放盒固定在翻转杆中部，储放盒上具有若干通孔一，储放盒上还铰接有

能将取放口封住的盖板，盖板上具有若干通孔二，风机固定在吹干座上，风机的出风口朝向

储放盒。

[0037] 当需要对切片好的洋葱头进行吹干时，通过输送带将切片好的洋葱头输送到储放

盒中，通过盖板将取放口封住，控制动力电机的输出轴转动，动力电机的输出轴带动翻转杆

转动，翻转杆带动储放盒转动，同时，通过风机将风输送到储放盒内，从而可对洋葱头进行

吹干，吹干快速。

[003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脱水洋葱片的制作方法具有该优点：通过清洗切片吹干一体

机可大大较少了其加工所需的步骤，同时，也缩短了生产所需的时间，制作简便。

附图说明

[0039] 图1是清洗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40] 图2是清洗装置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41] 图3是清洗装置中清洗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42] 图4是清洗装置中导入组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43] 图5是清洗装置中下料机构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44] 图6是切片装置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45] 图7是图6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0046] 图8是切片装置中辅助结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47] 图9是吹干装置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48] 图中，1、工作台；2、清洗座；3、导入板；4、供料箱；5、输送片；6、输送筒；6a、输出缺

口；7、阻隔筒；8、喷洒管；8a、喷水孔；9、安装杆；10、输水管；11、水泵；12、储水盒；13、安装

架；14、水箱；15、连杆；16、排水管；17、电磁阀；18、驱动电机；19、驱动轮；20、支撑杆；21、内

活动盘；22、连接环二；23、清洗板；23a、过水孔；24、连接环一；25、外固定环；26、推杆电机

一；27、导杆；28、导套；29、弹簧一；31、振动电机；32、减速电机；33、安装条；34、导轨；35、滑

块；36、清洗刷；37、弹簧二；38、推杆电机二；39、连接块；40、齿圈；41、下料管；42、阻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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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连管；44、抽气泵；45、导入管；46、转动杆；47、转动电机；48、立柱；49、切片座；51、输送

带；51a、放置槽；52、刀架；53、气缸二；54、气缸三；55、升降板；56、定位杆；57、刀片；58、支撑

块；59、气缸一；61、气缸四；62、辅助框；63、辅助杆；64、吹干座；65、风机；66、翻转杆；67、动

力电机；68、储放盒；68a、通孔一；69、盖板；69a、通孔二。

具体实施方式

[0049] 以下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描述，

但本发明并不限于这些实施例。

[0050] 本脱水洋葱片的制作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1] a、选料：对新鲜洋葱头进行外观检验，去除腐烂和有病虫害的；

[0052] b、清洗、切片和吹干：将新鲜洋葱头通过清洗切片吹干一体机进行清洗、切片和吹

干，得到厚度为2-5mm的洋葱片；在本实施例中，将新鲜洋葱头通过清洗切片吹干一体机进

行清洗、切片和吹干，得到厚度为3mm的洋葱片；

[0053] c、烘烤：将洋葱片放入到烘箱中，在50-60℃的温度下，烘烤3-5h，直到洋葱片的水

份在2-4％时，取出；在本实施例中，将洋葱片放入到烘箱中，在55℃的温度下，烘烤4h，直到

洋葱片的水份在3％时，取出；

[0054] d、检验：通过金属探测仪对烘烤好的洋葱片中的重金属进行检验；在本实施例中，

金属探测仪检采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现有设备；

[0055] f、包装：将检验好的洋葱片在无菌条件下，通过包装袋进行密封包装，即为成品。

[0056] 采用该方法，通过清洗切片吹干一体机可大大较少了其加工所需的步骤，同时，也

缩短了生产所需的时间，制作简便。

[0057] 步骤f中的包装袋为塑料袋或铝箔袋；在本实施例中，包装袋为塑料袋。

[0058] 采用该结构，可方便对其进行包装。

[0059] 如图1-图9所示，步骤b中的清洗切片吹干一体机，包括工作台1，工作台1上依次设

置有用于洋葱头清洗的清洗装置、用于洋葱头切片的切片装置和用于洋葱头吹干的吹干装

置。

[0060] 清洗装置包括清洗座2、供料箱4、阻隔筒7、呈环形的喷洒管8、水泵11和储水盒12，

清洗座2固定在工作台1上，在本实施例中，清洗座2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工作台1上；

供料箱4固定在清洗座2上，在本实施例中，供料箱4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清洗座2上；

供料箱4上部具有供料口，阻隔筒7固定在清洗座2上，且阻隔筒7位于供料箱4的正上方，阻

隔筒7下端为进料端，且进料端靠近供料口，阻隔筒7上端为出料端，喷洒管8通过安装杆9固

定在阻隔筒7内，且喷洒管8靠近出料端，喷洒管8通过输水管10和储水盒12相连通，喷洒管8

上开设有若干喷水孔8a，在本实施例中，喷水孔8a的数量为三十个；且喷水孔8a朝下，水泵

11设置在输水管10上，阻隔筒7内由下至上设置有若干清洗机构，在本实施例中，清洗机构

的数量为两个；清洗机构包括安装架13、内活动盘21、外固定环25、水箱14、输送筒6和减速

电机32，安装架13固定在阻隔筒7内，在本实施例中，安装架13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

阻隔筒7内；水箱14固定在安装架13上，在本实施例中，水箱14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

安装架13上；水箱14下部连接有排水管16，排水管16上设置有电磁阀17，内活动盘21设置在

安装架13上，内活动盘21与一能带动其上下移动的移动结构相连，且内活动盘21能位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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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14内，外固定环25通过支撑杆20固定在安装架13上，外固定环25和内活动盘21之间设置

有若干清洗板23，在本实施例中，清洗板23的数量为十二块；清洗板23一端通过弹性的连接

环一24和外固定环25相连，在本实施例中，连接环一24采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现有产品；清

洗板23另一端通过弹性的连接环二22和内活动盘21相连，在本实施例中，连接环二22采用

市场上可以买到的现有产品；清洗板23上开设有若干过水孔23a，在本实施例中，过水孔23a

的数量为四十个；清洗板23上还设置有振动组件，减速电机32固定在内活动盘21上，在本实

施例中，减速电机32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内活动盘21上；减速电机32的输出轴竖直

向上，减速电机32的输出轴端部固定有清洗刷36，输送筒6通过轴向固定且周向转动的方式

设置在安装架13上，且输送筒6位于外固定环25外侧，输送筒6与一能带动其转动的动力结

构相连，输送筒6和阻隔筒7之间具有供洋葱头通过的间隙，输送筒6外侧面上固定有能使洋

葱头由下至上输送的输送片5，输送片5呈螺旋形，输送片5上具有若干凸出的防滑部，在本

实施例中，防滑部的数量为二百个；输送筒6上端开设有用于洋葱头的输出缺口6a，输送筒6

下端还设置有能洋葱头导入到输送片5处的导入组件。

[0061] 移动结构包括安装条33、推杆电机一26、导轨34和滑块35，安装条33固定在水箱14

内，在本实施例中，安装条33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水箱14内；导轨34竖直固定在安装

条33上，在本实施例中，导轨34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安装条33上；滑块35设置在导轨

34上，推杆电机一26固定在安装条33上，在本实施例中，推杆电机一26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

固定在安装条33上；推杆电机一26的推杆竖直向下，推杆电机一26的推杆端部和滑块35相

连，内活动盘21通过连杆15和滑块35相连。

[0062] 动力结构包括驱动电机18、驱动轮19和齿圈40，齿圈40固定在输送筒6内侧面上，

在本实施例中，齿圈40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输送筒6内侧面上；驱动电机18固定在安

装架13上，在本实施例中，驱动电机18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安装架13上；驱动电机18

的输出轴竖直向上，驱动轮19固定在驱动电机18的输出轴端部，且驱动轮19与齿圈40相啮

合。

[0063] 振动组件包括导杆27、导套28和振动电机31，导杆27固定在清洗板23上，导套28设

置在导杆27上，振动电机31通过弹簧一29和导套28相连。

[0064] 导入组件包括导入板3、连接块39和推杆电机二38，导入板3上端和输送片5下端相

铰接，导入板3下端和支撑轮相连，连接块39固定在输送筒6内侧面上，在本实施例中，连接

块39通过焊接的方式固定在输送筒6内侧面上；且连接块39靠近输送筒6下端，推杆电机二

38铰接在连接块39上，推杆电机二38的推杆竖直向下，推杆电机二38的推杆端部通过弹簧

二37和导入板3下端相连；采用该结构，通过导入组件可将供料箱4或外固定环25处的洋葱

头导入到输送筒6内。

[0065] 清洗座2上还设置有下料机构，下料机构包括立柱48、下料管41、抽气泵44、导入管

45、转动电机47和转动杆46，立柱48固定在清洗座2上，在本实施例中，立柱48通过螺栓连接

的方式固定在清洗座2上；转动电机47固定在立柱48上，在本实施例中，转动电机47通过螺

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立柱48上；且转动电机47位于阻隔筒7的正上方，转动电机47的输出轴

竖直向下，转动杆46一端和转动电机47的输出轴端部相连，转动杆46另一端和导入管45中

部相连，导入管45下端为导入端，导入管45上端和下料管41上端相连通，下料管41下端为下

料端，抽气泵44通过连管43和下料管41侧部相连通，且连管43靠近下料管41上端，连接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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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设有阻挡网42，通过阻挡网42使洋葱头能够顺利从下料管41输出。

[0066] 切片装置包括切片座49、输送带51、刀架52和升降板55，切片座49固定在工作台1

上，在本实施例中，切片座49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工作台1上；输送带51设置在切片

座49上，输送带51一端为输入端，输送带51另一端为输出端，且输入端位于下料端的正下

方，输送带51上具有用于放置洋葱头的若干放置槽51a，在本实施例中，放置槽51a的数量为

十二个；放置槽51a内设置有支撑块58，支撑块58与一能带动其上下移动的气缸一59相连，

刀架52固定在切片座49上，在本实施例中，刀架52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切片座49上；

刀架52上固定有气缸二53，在本实施例中，刀架52上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有气缸二53；

气缸二53的活塞杆竖直向下，升降板55固定在气缸二53的活塞杆端部，升降板55上固定有

若干刀片57，在本实施例中，刀片57的数量为八个；且刀片57平行布置。

[0067] 升降板55上设置有定位结构，定位结构包括定位杆56和气缸三54，气缸三54固定

在升降板55上，在本实施例中，气缸三54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升降板55上；气缸三54

的活塞杆竖直向下，气缸三54的活塞杆端部和定位杆56上端相连，定位杆56下端为插入部。

[0068] 升降板55上还设有辅助结构，辅助结构包括辅助框62和气缸四61，气缸四61固定

在升降板55上，在本实施例中，气缸四61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升降板55上；气缸四61

的活塞杆竖直向下，气缸四61的活塞杆端部和辅助框62相连，辅助框62上具有若干辅助杆

63，在本实施例中，辅助杆63的数量为七根；且辅助杆63位于两个刀片57之间。

[0069] 吹干装置包括吹干座64、具有取放口的储放盒68、翻转杆66和风机65，吹干座64固

定在工作台1上，在本实施例中，吹干座64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工作台1上；且吹干座

64靠近输出端，翻转杆66水平设置在吹干座64上，翻转杆66端部与一能带动其转动的动力

电机67相连，储放盒68固定在翻转杆66中部，在本实施例中，储放盒68通过焊接的方式固定

在翻转杆66中部；储放盒68上具有若干通孔一68a，在本实施例中，通孔一68a的数量为一百

个；储放盒68上还铰接有能将取放口封住的盖板69，盖板69上具有若干通孔二69a，在本实

施例中，通孔二69a的数量为二十个；风机65固定在吹干座64上，在本实施例中，风机65通过

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吹干座64上；风机65的出风口朝向储放盒68。

[0070] 一体机的原理如下：控制推杆电机一26的推杆带动滑块35向下移动，滑块35带动

连杆15向下移动，连杆15带动内活动盘21向下移动，使内活动盘21位于水箱14内，清洗板23

形成内凹结构；控制推杆电机二38的推杆带动导入板3向下移动，使支撑轮与供料箱4相接

触，可将供料箱4中的洋葱头导入到输送片5上；控制驱动电机18的输出轴带动驱动轮19转

动，驱动轮19逐渐与齿圈40相啮合使输送筒6转动，输送筒6带动输送片5转动，随着输送片5

的转动，将洋葱头从供料箱4中由下至上输送，并从输出缺口6a自动滚落到清洗板23处；控

制减速电机32的输出轴带动清洗刷36转动，清洗刷36对洋葱头进行清洗，同时，导套28沿着

导杆27上下移动，振动电机31在所需位置进行振动，增强其清洗效果；控制推杆电机一26的

推杆带动滑块35向上移动，滑块35带动连杆15向上移动，连杆15带动内活动盘21向上移动，

使内活动盘21位于水箱14上部，清洗板23形成外凸结构，内活动盘21处的洋葱头可自动滚

落到外固定环25处；由于阻隔筒7内由下至上设置有若干清洗机构，在相邻上部的导入板3

的作用下，将清洗过的洋葱头通过相邻上部的输送筒6向上输送，对洋葱头由下至上多次清

洗；在清洗的整个过程中，开启水泵11，通过输水管10将储水盒12中的水输送到喷洒管8中，

喷洒管8对阻隔筒7内的洋葱头由上至下进行喷淋，将洋葱头清洗干净；控制转动电机47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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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轴带动转动杆46转动，转动杆46带动导入管45转动，抽气泵44间歇性工作，将阻隔筒7

内的洋葱头通过导入管45逐个输送到下料管41处；清洗好的洋葱头从下料管41逐个掉落到

输送带51的放置槽51a内，通过输送带51将洋葱头输送到刀片57的正下方；控制气缸三54的

活塞杆带动定位杆56向下移动，定位杆56插入到洋葱头内，同时，控制气缸一59的活塞杆带

动支撑块58向上移动，使洋葱头从放置槽51a中移出；控制气缸二53的活塞杆带动升降板55

向下移动，升降板55带动刀片57向下移动，刀片57将洋葱头进行切片；控制气缸四61的活塞

杆带动辅助框62向下移动，辅助框62带动辅助杆63向下移动，辅助杆63将粘在刀片57上的

洋葱头片推出；通过输送带51将切片好的洋葱头输送到储放盒68中，通过盖板69将取放口

封住，控制动力电机67的输出轴带动翻转杆66转动，翻转杆66带动储放盒68转动，同时，通

过风机65将风输送到储放盒68内，对洋葱头进行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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