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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多工位的环保无菌型食

品检测工作台，包括底板，所述底板的顶端固定

安装有传输座，所述传输座的顶端安装有食品传

输带，所述底板的顶端对应传输座一侧位置处连

接有控制台，所述底板的顶端对应控制台一侧位

置处连接有消毒清洗仓，本发明结构科学合理，

使用安全方便，通过设置的输水泵、过滤仓、过滤

斗、过滤粉包、传输泵和过滤网斗，便于工作人员

在食品检测工作结束后进行手部清理，也便于水

分的循环使用，减少了工作人员手部清洗时的水

分浪费，通过设置的固定螺杆、调整滑块、固定软

垫、工位架和液压泵，提高了食品检测的效率，并

能够根据每个工作人员的体型，对检测台面的位

置和高度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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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工位的环保无菌型食品检测工作台，包括底板(1)，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1)

的顶端固定安装有传输座(2)，所述传输座(2)的顶端安装有食品传输带(3)，所述底板(1)

的顶端对应传输座(2)一侧位置处连接有控制台(4)，所述底板(1)的顶端对应控制台(4)一

侧位置处连接有消毒清洗仓(5)；

所述消毒清洗仓(5)的内部安装有环保清洗机构(6)，所述环保清洗机构(6)包括过滤

仓(601)、输水泵(602)、传输管(603)、放置槽(604)、过滤斗(605)、过滤粉包(606)、拆卸盖

(607)、清洗管(608)、放置板(609)、过滤网斗(610)、拆卸板(611)、存放仓(612)、传输泵

(613)、清洗液传输管(614)和添加盖(615)；

所述消毒清洗仓(5)的顶端固定安装有过滤仓(601)，所述消毒清洗仓(5)的底端内壁

固定连接有输水泵(602)，所述输水泵(602)的出水端连接有传输管(603)，所述过滤仓

(601)的两端内壁对称开设有放置槽(604)；

所述过滤仓(601)的内壁通过放置槽(604)滑动安装有过滤斗(605)，所述过滤斗(605)

的内壁均匀叠放安装有过滤粉包(606)，所述过滤仓(601)的一端对应过滤斗(605)位置处

嵌入安装有拆卸盖(607)，所述过滤仓(601)的顶端连接有清洗管(608)，所述消毒清洗仓

(5)的内壁对称连接有放置板(609)，两个所述放置板(609)之间放置安装有过滤网斗

(610)；

所述消毒清洗仓(5)的一端对应过滤网斗(610)位置处嵌入安装有拆卸板(611)，所述

消毒清洗仓(5)的顶端对应过滤仓(601)两侧位置处固定安装有存放仓(612)，所述存放仓

(612)的底端内壁固定连接有传输泵(613)，所述传输泵(613)的出水端连接有清洗液传输

管(614)，所述存放仓(612)的顶端固定安装有添加盖(615)；

所述控制台(4)的输入端电性连接市电的输出端，所述控制台(4)的输出端电性连接输

水泵(602)和传输泵(613)的信号输入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工位的环保无菌型食品检测工作台，其特征在于，所述

过滤网斗(610)的孔径为0.5mm，所述清洗管(608)和清洗液传输管(614)的另一端均停留在

过滤网斗(610)顶端位置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工位的环保无菌型食品检测工作台，其特征在于，所述

底板(1)的顶端对应传输座(2)两侧位置处连接有多工位调整机构(7)，所述多工位调整机

构(7)包括工位滑槽(701)、工位架(702)、放置连板(703)、液压泵(704)、液压伸缩杆(705)、

调整连板(706)、伸缩杆(707)、检测台面(708)、防滑落边条(709)、调整滑块(710)、调整滑

槽(711)、固定螺杆(712)和固定软垫(713)；

所述底板(1)的顶端对应传输座(2)两侧位置处均对称开设有工位滑槽(701)，所述工

位滑槽(701)的内壁滑动连接有工位架(702)，所述工位架(702)的底端连接有放置连板

(703)，所述放置连板(703)的底端连接有液压泵(704)，所述放置连板(703)的底端对应液

压泵(704)一侧位置处嵌入安装有液压伸缩杆(705)，所述液压伸缩杆(705)的顶端固定连

接有调整连板(706)，所述调整连板(706)的顶端穿过工位架(702)均匀对称连接有伸缩杆

(707)，所述伸缩杆(707)的顶端固定安装有检测台面(708)，所述检测台面(708)的顶端放

置安装有防滑落边条(709)，所述工位架(702)的顶端对应传输座(2)位置处对称固定连接

有调整滑块(710)，所述传输座(2)的底端对应调整滑块(710)位置处开设有调整滑槽

(711)，所述调整滑块(710)的底端嵌入连接有固定螺杆(712)，所述固定螺杆(712)的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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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调整滑块(710)固定连接有固定软垫(71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工位的环保无菌型食品检测工作台，其特征在于，所述

调整连板(706)的外侧与工位架(702)之间滑动连接，所述固定螺杆(712)与调整滑块(710)

之间啮合连接，所述伸缩杆(707)的外侧套接有弹簧。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多工位的环保无菌型食品检测工作台，其特征在于，所述

工位架(702)的顶端安装有食品采样机构(8)，所述食品采样机构(8)包括连接架(801)、采

样放置板(802)、采样液压伸缩杆(803)、采样板(804)、采样滑座(805)、采样滑块(806)、抽

取采样管(807)、抽取仓(808)、抽取管(809)、抽取泵(810)、内螺纹安装座(811)、采样杆

(812)和采样环(813)；

所述工位架(702)的顶端安装有连接架(801)，所述连接架(801)的顶端连接有采样放

置板(802)，所述采样放置板(802)的顶端对称连接有采样液压伸缩杆(803)，所述采样液压

伸缩杆(803)的底端穿过采样放置板(802)固定连接有采样板(804)，所述采样放置板(802)

的底端嵌入安装有采样滑座(805)，所述采样滑座(805)的内壁滑动安装有采样滑块(806)，

所述采样滑块(806)的底端贯穿安装有抽取采样管(807)，所述抽取采样管(807)的顶端穿

过采样滑块(806)固定连接有抽取仓(808)，所述抽取仓(808)的顶端连接有抽取管(809)，

所述采样放置板(802)的顶端对应抽取管(809)位置处固定安装有抽取泵(810)，所述采样

板(804)的底端对应采样滑座(805)一侧位置处均匀连接有内螺纹安装座(811)，所述内螺

纹安装座(811)的底端啮合安装有采样杆(812)，所述采样杆(812)的底端固定连接有采样

环(813)；

所述控制台(4)的输出端电性连接采样液压伸缩杆(803)和抽取泵(810)的信号输入

端。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多工位的环保无菌型食品检测工作台，其特征在于，所述

抽取管(809)的顶端穿过采样放置板(802)与抽取泵(810)之间固定连接，所述采样环(813)

的底端与抽取采样管(807)的底端在同一水平面。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工位的环保无菌型食品检测工作台，其特征在于，所述

传输座(2)的顶端对应食品传输带(3)下方位置处安装有杀菌清理机构(9)，所述杀菌清理

机构(9)包括杀菌放置槽(901)、放置滑槽(902)、消毒放置板(903)、紫外线消毒灯管(904)、

清理槽(905)、收集斗(906)、安装架(907)、连接螺杆(908)、清理刷(909)、连接旋钮(910)和

安装旋钮(911)；

所述传输座(2)的顶端对应食品传输带(3)下方位置处开设有杀菌放置槽(901)，所述

杀菌放置槽(901)的两端内壁开设有放置滑槽(902)，所述放置滑槽(902)的内壁滑动连接

有消毒放置板(903)，所述消毒放置板(903)的顶端均匀嵌入安装有紫外线消毒灯管(904)，

所述传输座(2)的底端开设有清理槽(905)，所述清理槽(905)的内壁放置安装有收集斗

(906)，所述收集斗(906)的底端连接有安装架(907)，所述安装架(907)的底端贯穿安装有

连接螺杆(908)，所述连接螺杆(908)的顶端穿过收集斗(906)转动连接有清理刷(909)，所

述连接螺杆(908)的底端固定安装有连接旋钮(910)，所述收集斗(906)的底端四角位置处

嵌入连接有安装旋钮(911)；

所述控制台(4)的输出端电性连接紫外线消毒灯管(904)的信号输入端。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多工位的环保无菌型食品检测工作台，其特征在于，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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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旋钮(911)的顶端穿过收集斗(906)与传输座(2)之间啮合连接，所述连接螺杆(908)与

收集斗(906)之间啮合连接，所述清理刷(909)的顶端与食品传输带(3)的底端面接触。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工位的环保无菌型食品检测工作台，其特征在于，所述

底板(1)的顶端对应食品传输带(3)一侧位置处安装有收集存放机构(10)，所述收集存放机

构(10)包括存放滑座(1001)、第一收集仓(1002)、连接板(1003)、第二收集仓(1004)、取出

板(1005)、取出滑槽(1006)、放置伸缩杆(1007)、放置弹簧(1008)、放置内板(1009)和放置

内斗(1010)；

所述底板(1)的顶端对应食品传输带(3)一侧位置处对称连接有存放滑座(1001)，所述

存放滑座(1001)的顶端滑动安装有第一收集仓(1002)，所述第一收集仓(1002)的一端固定

安装有连接板(1003)，所述连接板(1003)的一端固定连接有第二收集仓(1004)，所述第一

收集仓(1002)和第二收集仓(1004)的一端均嵌入安装有取出板(1005)，所述第一收集仓

(1002)和第二收集仓(1004)的两端内壁对称开设有取出滑槽(1006)，所述第一收集仓

(1002)和第二收集仓(1004)的底端均匀连接有放置伸缩杆(1007)，所述放置伸缩杆(1007)

的外侧套接有放置弹簧(1008)，所述放置伸缩杆(1007)的顶端固定安装有放置内板

(1009)，所述第一收集仓(1002)和第二收集仓(1004)的内壁均通过取出滑槽(1006)滑动安

装有放置内斗(1010)。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多工位的环保无菌型食品检测工作台，其特征在于，所

述放置内斗(1010)的内壁涂覆有食品级防腐涂料，所述取出板(1005)与第一收集仓(1002)

和第二收集仓(1004)之间分别通过卡扣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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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工位的环保无菌型食品检测工作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食品检测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多工位的环保无菌型食品检测工作

台。

背景技术

[0002] 食品安全检测是按照国家指标来检测食品中的有害物质，主要是一些有害有毒的

指标的检测，比如重金属、黄曲霉毒素等。在食品检测过程中需要操作台，食品检测台是一

种对食品进行理化指标检测及营养成分分析的操作台，它包括食品感官检测、乳及乳制品

的质量检测、饮料产品的质量检测、酒类产品的质量检测、植物油的质量检测和肉、蛋制品

的质量检测等等；

[0003] 但是目前市场上现有的食品检测工作台使用时，工作人员因为需要保证自身的洁

净，需要在每次进出以及一段时间内，对手部进行清洗，从而保证食品检测过程中的无菌环

境，并且工作人员对手部清洗时，水分都是直接排出的，长时间如此容易导致水资源的浪

费，影响食品检测时的成本。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技术方案，可以有效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工作人员因为需要保

证自身的洁净，需要在每次进出以及一段时间内，对手部进行清洗，从而保证食品检测过程

中的无菌环境，并且工作人员对手部清洗时，水分都是直接排出的，长时间如此容易导致水

资源的浪费，影响食品检测时的成本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多工位的环保无菌型食品检测

工作台，包括底板，所述底板的顶端固定安装有传输座，所述传输座的顶端安装有食品传输

带，所述底板的顶端对应传输座一侧位置处连接有控制台，所述底板的顶端对应控制台一

侧位置处连接有消毒清洗仓；

[0006] 所述消毒清洗仓的内部安装有环保清洗机构，所述环保清洗机构包括过滤仓、输

水泵、传输管、放置槽、过滤斗、过滤粉包、拆卸盖、清洗管、放置板、过滤网斗、拆卸板、存放

仓、传输泵、清洗液传输管和添加盖；

[0007] 所述消毒清洗仓的顶端固定安装有过滤仓，所述消毒清洗仓的底端内壁固定连接

有输水泵，所述输水泵的的出水端连接有传输管，所述过滤仓的两端内壁对称开设有放置

槽；

[0008] 所述过滤仓的内壁通过放置槽滑动安装有过滤斗，所述过滤斗的内壁均匀连接有

过滤粉包，所述过滤仓的一端对应过滤斗位置处嵌入安装有拆卸盖，所述过滤仓的顶端连

接有清洗管，所述消毒清洗仓的内壁对称连接有放置板，两个所述放置板之间放置安装有

过滤网斗；

[0009] 所述消毒清洗仓的一端对应过滤网斗位置处嵌入安装有拆卸板，所述消毒清洗仓

的顶端对应过滤仓两侧位置处固定安装有存放仓，所述存放仓的底端内壁固定连接有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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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所述传输泵的出水端连接有清洗液传输管，所述存放仓的顶端固定安装有添加盖；

[0010] 所述控制台的输入端电性连接市电的输出端，所述控制台的输出端电性连接输水

泵和传输泵的信号输入端。

[0011] 根据上述技术特征，所述过滤网斗的孔径为0.5mm，所述清洗管和清洗液传输管的

另一端均停留在过滤网斗顶端位置处。

[0012] 根据上述技术特征，所述底板的顶端对应传输座两侧位置处连接有多工位调整机

构，所述多工位调整机构包括工位滑槽、工位架、放置连板、液压泵、液压伸缩杆、调整连板、

伸缩杆、检测台面、防滑落边条、调整滑块、调整滑槽、固定螺杆和固定软垫；

[0013] 所述底板的顶端对应传输座两侧位置处均对称开设有工位滑槽，所述工位滑槽的

内壁滑动连接有工位架，所述工位架的底端连接有放置连板，所述放置连板的底端连接有

液压泵，所述放置连板的底端对应液压泵一侧位置处嵌入安装有液压伸缩杆，所述液压伸

缩杆的顶端固定连接有调整连板，所述调整连板的顶端穿过工位架均匀对称连接有伸缩

杆，所述伸缩杆的顶端固定安装有检测台面，所述检测台面的顶端放置安装有防滑落边条，

所述工位架的顶端对应传输座位置处对称固定连接有调整滑块，所述传输座的底端对应调

整滑块位置处开设有调整滑槽，所述调整滑块的底端嵌入连接有固定螺杆，所述固定螺杆

的顶端穿过调整滑块固定连接有固定软垫。

[0014] 根据上述技术特征，所述调整连板的外侧与工位架之间滑动连接，所述固定螺杆

与调整滑块之间啮合连接，所述伸缩杆的外侧套接有弹簧。

[0015] 根据上述技术特征，所述工位架的顶端安装有食品采样机构，所述食品采样机构

包括连接架、采样放置板、采样液压伸缩杆、采样板、采样滑座、采样滑块、抽取采样管、抽取

仓、抽取管、抽取泵、内螺纹安装座、采样杆和采样环；

[0016] 所述工位架的顶端安装有连接架，所述连接架的顶端连接有采样放置板，所述采

样放置板的顶端对称连接有采样液压伸缩杆，所述采样液压伸缩杆的底端穿过采样放置板

固定连接有采样板，所述采样放置板的底端嵌入安装有采样滑座，所述采样滑座的内壁滑

动安装有采样滑块，所述采样滑块的底端贯穿安装有抽取采样管，所述抽取采样管的顶端

穿过采样滑块固定连接有抽取仓，所述抽取仓的顶端连接有抽取管，所述采样放置板的顶

端对应抽取管位置处固定安装有抽取泵，所述采样板的底端对应采样滑座一侧位置处均匀

连接有内螺纹安装座，所述内螺纹安装座的底端啮合安装有采样杆，所述采样杆的底端固

定连接有采样环；

[0017] 所述控制台的输出端电性连接采样液压伸缩杆和抽取泵的信号输入端。

[0018] 根据上述技术特征，所述抽取管的顶端穿过采样放置板与抽取泵之间固定连接，

所述采样环的底端与抽取采样管的底端在同一水平面。

[0019] 根据上述技术特征，所述传输座的顶端对应食品传输带下方位置处安装有杀菌清

理机构，所述杀菌清理机构包括杀菌放置槽、放置滑槽、消毒放置板、紫外线消毒灯管、清理

槽、收集斗、安装架、连接螺杆、清理刷、连接旋钮和安装旋钮；

[0020] 所述传输座的顶端对应食品传输带下方位置处开设有杀菌放置槽，所述杀菌放置

槽的两端内壁开设有放置滑槽，所述放置滑槽的内壁滑动连接有消毒放置板，所述消毒放

置板的顶端均匀嵌入安装有紫外线消毒灯管，所述传输座的底端开设有清理槽，所述清理

槽的内壁放置安装有收集斗，所述收集斗的底端连接有安装架，所述安装架的底端贯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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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有连接螺杆，所述连接螺杆的顶端穿过收集斗转动连接有清理刷，所述连接螺杆的底端

固定安装有连接旋钮，所述收集斗的底端四角位置处嵌入连接有安装旋钮；

[0021] 所述控制台的输出端电性连接紫外线消毒灯管的信号输入端。

[0022] 根据上述技术特征，所述安装旋钮的顶端穿过收集斗与传输座之间啮合连接，所

述连接螺杆与收集斗之间啮合连接，所述清理刷的顶端与食品传输带的底端面接触。

[0023] 根据上述技术特征，所述底板的顶端对应食品传输带一侧位置处安装有收集存放

机构，所述收集存放机构包括存放滑座、第一收集仓、连接板、第二收集仓、取出板、取出滑

槽、放置伸缩杆、放置弹簧、放置内板和放置内斗；

[0024] 所述底板的顶端对应食品传输带一侧位置处对称连接有存放滑座，所述存放滑座

的顶端滑动安装有第一收集仓，所述第一收集仓的一端固定安装有连接板，所述连接板的

一端固定连接有第二收集仓，所述第一收集仓和第二收集仓的一端均嵌入安装有取出板，

所述第一收集仓和第二收集仓的两端内壁对称开设有取出滑槽，所述第一收集仓和第二收

集仓的底端均匀连接有放置伸缩杆，所述放置伸缩杆的外侧套接有放置弹簧，所述放置伸

缩杆的顶端固定安装有放置内板，所述第一收集仓和第二收集仓的内壁均通过取出滑槽滑

动安装有放置内斗。

[0025] 根据上述技术特征，所述放置内斗的内壁涂覆有食品级防腐涂料，所述取出板与

第一收集仓和第二收集仓之间分别通过卡扣连接。

[002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结构科学合理，使用安全方便：

[0027] 1、通过设置的输水泵、过滤仓、过滤斗、过滤粉包、传输泵和过滤网斗，可将水分和

清洗液传输出，便于工作人员在食品检测工作结束后快速便捷的对手部进行清理，不需工

作人员离开工作空间清洗手部，提高了工作人员手部清洗的便捷性，减少了工作人员外出

频率，从而增加了食品检测时的无菌保护能力；

[0028] 清洗后的水分会分级过滤清理后回流至消毒清洗仓内，能够通过过滤斗对使用后

的水分进行过滤和清理，便于快速便捷的对水分进行过滤，并且能够对过滤出的杂质进行

快速清理，保证了水分循环使用的水质，水分能够循环使用，减少了工作人员手部清洗时的

水资源浪费，从而降低了食品检测时的成本。

[0029] 2、通过设置的固定螺杆、调整滑块、固定软垫、工位架和液压泵，可对工位架的水

平位置和高度位置进行调整，能够根据每个工作人员的体型，对检测台面的位置和高度进

行调整，每个工位的适用范围更加广泛，适用性更佳，并且能够使用多个检测台面进行多工

位食品检测，减少了食品检测所需的时间，提高了食品检测的效率。

[0030] 3、通过设置的采样液压伸缩杆、采样板、采样环、采样滑块和抽取采样管，可通过

采样液压伸缩杆运行，带动采样板下移，使用采样环对固体食物进行采样，并能对抽取采样

管的位置进行调整，能够根据食品放置的位置进行调整采样，提高了食品采样的适用性，使

用抽取采样管对液体食物进行抽取采样，便于对不同形态的食品进行采样，避免了人工采

样带来的人力资源浪费，同时提高了食品采样的效率，不需人工采样，间接提高了食品检测

的效率。

[0031] 4、通过设置的消毒放置板、紫外线消毒灯管、清理刷、连接螺杆和收集斗，可通过

紫外线消毒灯管运行，对食品传输带表面进行紫外线消毒，并能够将清理刷上移至与食品

传输带底端接触，对食品传输带表面进行清理和废弃物收集，便于食品传输带使用时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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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毒和清理，减少了食品传输带长时间使用时产生的病菌滋生情况，减少工作人员对食

品传输带表面清理所需的时间和步骤，降低了食品检测工作时人力资源的浪费，间接的减

少了食品检测的成本。

[0032] 5、通过设置的第一收集仓、第二收集仓、放置内斗、放置内板和放置弹簧，可对取

样后的食品进行快捷存储，不需人工对食品进行存储，不需人工对取样后食品进行存放，提

高了食品存放的便捷性，减少了对取样后食品存储的额外步骤，结合放置内板底端的放置

伸缩杆和放置弹簧，能够对掉落在放置内斗内的食品进行缓冲，并能够将第一收集仓内的

放置内斗和存放的食品进行快速取出，使用第二收集仓对采样后的食品进行收集，便于采

样后食品的快速收集和取出，不需停机对收集的食品进行取出，提高了采样后食品的收集

效率，减少了因此导致的食品检测效率降低的情况出现；

[0033] 综上所述，通过食品检测时的水循环清洗使用、多工位调整检测、食品快速采样、

传输带消毒清理和食品的交替收集，增加了食品检测时的便捷性，便于检测后食品的收集

和清理，能够提高食品检测的整体效率，降低食品检测的人力资源浪费，便于工作人员的手

部清洗，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外出频率，减少了工作人员手部清洗的水资源浪费，从而提高了

食品检测的整体效率，降低了食品检测的成本，提高了食品检测时的无菌性能。

附图说明

[0034]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本发明的实

施例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制。

[0035] 在附图中：

[0036]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2是本发明环保清洗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3是本发明输水泵和传输管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39] 图4是本发明放置槽和拆卸板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40] 图5是本发明传输泵和清洗液传输管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41] 图6是本发明多工位调整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42] 图7是本发明固定螺杆和固定软垫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43] 图8是本发明检测台面和防滑落边条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44] 图9是本发明食品采样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45] 图10是本发明内螺纹安装座和采样杆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46] 图11是本发明抽取管和抽取泵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47] 图12是本发明杀菌清理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48] 图13是本发明图12中A区域的结构示意图；

[0049] 图14是本发明安装架和安装旋钮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50] 图15是本发明收集存放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51] 图16是本发明放置弹簧和放置内板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52] 图中标号：1、底板；2、传输座；3、食品传输带；4、控制台；5、消毒清洗仓；

[0053] 6、环保清洗机构；601、过滤仓；602、输水泵；603、传输管；604、放置槽；605、过滤

斗；606、过滤粉包；607、拆卸盖；608、清洗管；609、放置板；610、过滤网斗；611、拆卸板；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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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仓；613、传输泵；614、清洗液传输管；615、添加盖；

[0054] 7、多工位调整机构；701、工位滑槽；702、工位架；703、放置连板；704、液压泵；705、

液压伸缩杆；706、调整连板；707、伸缩杆；708、检测台面；709、防滑落边条；710、调整滑块；

711、调整滑槽；712、固定螺杆；713、固定软垫；

[0055] 8、食品采样机构；801、连接架；802、采样放置板；803、采样液压伸缩杆；804、采样

板；805、采样滑座；806、采样滑块；807、抽取采样管；808、抽取仓；809、抽取管；810、抽取泵；

811、内螺纹安装座；812、采样杆；813、采样环；

[0056] 9、杀菌清理机构；901、杀菌放置槽；902、放置滑槽；903、消毒放置板；904、紫外线

消毒灯管；905、清理槽；906、收集斗；907、安装架；908、连接螺杆；909、清理刷；910、连接旋

钮；911、安装旋钮；

[0057] 10、收集存放机构；1001、存放滑座；1002、第一收集仓；1003、连接板；1004、第二收

集仓；1005、取出板；1006、取出滑槽；1007、放置伸缩杆；1008、放置弹簧；1009、放置内板；

1010、放置内斗。

具体实施方式

[0058]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优选实

施例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59] 实施例：如图1-16所示，本发明提供技术方案，一种多工位的环保无菌型食品检测

工作台，包括底板1，底板1的顶端固定安装有传输座2，传输座2的顶端安装有食品传输带3，

底板1的顶端对应传输座2一侧位置处连接有控制台4，底板1的顶端对应控制台4一侧位置

处连接有消毒清洗仓5；

[0060] 消毒清洗仓5的内部安装有环保清洗机构6，环保清洗机构6包括过滤仓601、输水

泵602、传输管603、放置槽604、过滤斗605、过滤粉包606、拆卸盖607、清洗管608、放置板

609、过滤网斗610、拆卸板611、存放仓612、传输泵613、清洗液传输管614和添加盖615；

[0061] 消毒清洗仓5的顶端固定安装有过滤仓601，消毒清洗仓5的底端内壁固定连接有

输水泵602，输水泵602的出水端连接有传输管603，过滤仓601的两端内壁对称开设有放置

槽604；

[0062] 过滤仓601的内壁通过放置槽604滑动安装有过滤斗605，过滤斗605的内壁均匀连

接有过滤粉包606，过滤粉包606具体包括PP棉纤维包、颗粒活性炭包、CTO压缩活性炭包和

后置活性炭包，过滤仓601的一端对应过滤斗605位置处嵌入安装有拆卸盖607，过滤仓601

的顶端连接有清洗管608，消毒清洗仓5的内壁对称连接有放置板609，两个放置板609之间

放置安装有过滤网斗610；

[0063] 消毒清洗仓5的一端对应过滤网斗610位置处嵌入安装有拆卸板611，消毒清洗仓5

的顶端对应过滤仓601两侧位置处固定安装有存放仓612，存放仓612的底端内壁固定连接

有传输泵613，传输泵613的出水端连接有清洗液传输管614，存放仓612的顶端固定安装有

添加盖615；

[0064] 控制台4的输入端电性连接市电的输出端，控制台4的输出端电性连接输水泵602

和传输泵613的信号输入端。

[0065] 过滤网斗610的孔径为0.5mm，清洗管608和清洗液传输管614的另一端均停留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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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网斗610顶端位置处。

[0066] 底板1的顶端对应传输座2两侧位置处连接有多工位调整机构7，多工位调整机构7

包括工位滑槽701、工位架702、放置连板703、液压泵704、液压伸缩杆705、调整连板706、伸

缩杆707、检测台面708、防滑落边条709、调整滑块710、调整滑槽711、固定螺杆712和固定软

垫713；

[0067] 底板1的顶端对应传输座2两侧位置处均对称开设有工位滑槽701，工位滑槽701的

内壁滑动连接有工位架702，工位架702的底端连接有放置连板703，放置连板703的底端连

接有液压泵704，放置连板703的底端对应液压泵704一侧位置处嵌入安装有液压伸缩杆

705，液压伸缩杆705的顶端固定连接有调整连板706，调整连板706的顶端穿过工位架702均

匀对称连接有伸缩杆707，伸缩杆707的顶端固定安装有检测台面708，检测台面708的顶端

放置安装有防滑落边条709，工位架702的顶端对应传输座2位置处对称固定连接有调整滑

块710，传输座2的底端对应调整滑块710位置处开设有调整滑槽711，调整滑块710的底端嵌

入连接有固定螺杆712，固定螺杆712的顶端穿过调整滑块710固定连接有固定软垫713，调

整连板706的外侧与工位架702之间滑动连接，固定螺杆712与调整滑块710之间啮合连接，

伸缩杆707的外侧套接有弹簧，便于固定螺杆712转动时，带动固定软垫713上移。

[0068] 工位架702的顶端安装有食品采样机构8，食品采样机构8包括连接架801、采样放

置板802、采样液压伸缩杆803、采样板804、采样滑座805、采样滑块806、抽取采样管807、抽

取仓808、抽取管809、抽取泵810、内螺纹安装座811、采样杆812和采样环813；

[0069] 工位架702的顶端安装有连接架801，连接架801的顶端连接有采样放置板802，采

样放置板802的顶端对称连接有采样液压伸缩杆803，采样液压伸缩杆803的底端穿过采样

放置板802固定连接有采样板804，采样放置板802的底端嵌入安装有采样滑座805，采样滑

座805的内壁滑动安装有采样滑块806，采样滑块806的底端贯穿安装有抽取采样管807，抽

取采样管807的顶端穿过采样滑块806固定连接有抽取仓808，抽取仓808的顶端连接有抽取

管809，采样放置板802的顶端对应抽取管809位置处固定安装有抽取泵810，采样板804的底

端对应采样滑座805一侧位置处均匀连接有内螺纹安装座811，内螺纹安装座811的底端啮

合安装有采样杆812，采样杆812的底端固定连接有采样环813；

[0070] 控制台4的输出端电性连接采样液压伸缩杆803和抽取泵810的信号输入端，抽取

管809的顶端穿过采样放置板802与抽取泵810之间固定连接，采样环813的底端与抽取采样

管807的底端在同一水平面，便于使用采样环813与抽取采样管807对食品进行采样。

[0071] 传输座2的顶端对应食品传输带3下方位置处安装有杀菌清理机构9，杀菌清理机

构9包括杀菌放置槽901、放置滑槽902、消毒放置板903、紫外线消毒灯管904、清理槽905、收

集斗906、安装架907、连接螺杆908、清理刷909、连接旋钮910和安装旋钮911；

[0072] 传输座2的顶端对应食品传输带3下方位置处开设有杀菌放置槽901，杀菌放置槽

901的两端内壁开设有放置滑槽902，放置滑槽902的内壁滑动连接有消毒放置板903，消毒

放置板903的顶端均匀嵌入安装有紫外线消毒灯管904，传输座2的底端开设有清理槽905，

清理槽905的内壁放置安装有收集斗906，收集斗906的底端连接有安装架907，安装架907的

底端贯穿安装有连接螺杆908，连接螺杆908的顶端穿过收集斗906转动连接有清理刷909，

连接螺杆908的底端固定安装有连接旋钮910，收集斗906的底端四角位置处嵌入连接有安

装旋钮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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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控制台4的输出端电性连接紫外线消毒灯管904的信号输入端，安装旋钮911的顶

端穿过收集斗906与传输座2之间啮合连接，连接螺杆908与收集斗906之间啮合连接，清理

刷909的顶端与食品传输带3的底端面接触，便于通过安装旋钮911对收集斗906与传输座2

之间进行固定安装。

[0074] 底板1的顶端对应食品传输带3一侧位置处安装有收集存放机构10，收集存放机构

10包括存放滑座1001、第一收集仓1002、连接板1003、第二收集仓1004、取出板1005、取出滑

槽1006、放置伸缩杆1007、放置弹簧1008、放置内板1009和放置内斗1010；

[0075] 底板1的顶端对应食品传输带3一侧位置处对称连接有存放滑座1001，存放滑座

1001的顶端滑动安装有第一收集仓1002，第一收集仓1002的一端固定安装有连接板1003，

连接板1003的一端固定连接有第二收集仓1004，第一收集仓1002和第二收集仓1004的一端

均嵌入安装有取出板1005，第一收集仓1002和第二收集仓1004的两端内壁对称开设有取出

滑槽1006，第一收集仓1002和第二收集仓1004的底端均匀连接有放置伸缩杆1007，放置伸

缩杆1007的外侧套接有放置弹簧1008，放置伸缩杆1007的顶端固定安装有放置内板1009，

第一收集仓1002和第二收集仓1004的内壁均通过取出滑槽1006滑动安装有放置内斗1010，

放置内斗1010的内壁涂覆有食品级防腐涂料，取出板1005与第一收集仓1002和第二收集仓

1004之间分别通过卡扣连接，增加了放置内斗1010内壁的防腐蚀能力。

[0076]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流程：该多工位的环保无菌型食品检测工作台使用时，

首先可旋动固定螺杆712，通过固定螺杆712与调整滑块710之间的啮合连接，带动固定软垫

713下移与调整滑槽711分离，可通过工位架702在工位滑槽701内壁的滑动和调整滑块710

在调整滑槽711内壁的滑动，对工位架702的位置进行调整，并在调整位置后，旋动固定螺杆

712，带动固定软垫713上移至与调整滑槽711接触，对工位架702的位置进行调整，并能够通

过控制台4控制液压泵704运行，带动液压伸缩杆705伸长，能够带动调整连板706、伸缩杆

707和检测台面708上移，能够对检测台面708的高度位置进行调整，便于使用多个检测台面

708进行多工位食品检测；

[0077] 随后将需要检测的食品放置在食品传输带3上进行传输，可通过控制台4控制采样

液压伸缩杆803运行，采样液压伸缩杆803运行时，会带动采样板804下移，可通过采样杆812

底端的采样环813对固体食物进行采样，并能够通过采样滑块806在采样滑座805内移动，对

采样滑块806和抽取采样管807的位置进行调整，通过将采样杆812安装在不同位置的内螺

纹安装座811底端，能够对采样杆812和采样环813的位置进行调整，随后通过控制台4控制

抽取泵810运行，可将抽取采样管807内的空气从抽取仓808和抽取管809抽出，对液体食物

进行抽取采样，便于食物检测前的采样；

[0078] 工作人员对食物检测后，可通过控制台4控制输水泵602运行，将消毒清洗仓5内的

水分抽入过滤仓601中，抽入过滤仓601内的水分会穿过过滤斗605内的过滤粉包606进行过

滤，从清洗管608排出，减少水分中含有的污渍，并能够通过控制台4控制传输泵613运行，将

存放仓612内的清洗液通过清洗液传输管614传输出，工作人员可使用清洗管608排出的水

分和排出的清洗液对手部进行清洗，清洗后的水分会掉落在放置板609内的过滤网斗610中

进行过滤，并回流至消毒清洗仓5内进行使用，工作人员能够在使用结束后，取出拆卸板611

和过滤网斗610，对过滤网兜610进行清理，工作人员能够通过定期对水质进行检测，对过滤

粉包606进行更换，保证消毒清洗仓5内水分的水质情况符合清洗标准，便于工作人员在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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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检测工作结束后进行手部清理；

[0079] 食品传输带3在对食品进行传输时，可通过控制台4控制消毒放置板903顶端的紫

外线消毒灯管904运行，对食品传输带3表面进行紫外线消毒，并能够旋动连接旋钮910，带

动连接螺杆908转动，通过连接螺杆908与收集斗906之间的啮合连接，连接螺杆908转动时

会产生上移，带动清理刷909上移至与食品传输带3低端接触，能够对食品传输带3表面进行

清理，清理后的废弃物会掉落在收集斗906内，并可旋动安装旋钮911，对收集斗906进行拆

卸，能够使用收集斗906对收集的废弃物进行清理；

[0080] 在对食品进行检测时，首先推动第一收集仓1002至食品传输带3一侧，取样后的食

品会传输并滑落至第一收集仓1002中的放置内斗1010内，通过放置内斗1010底端设置的放

置内板1009，结合放置内板1009底端的放置伸缩杆1007和放置弹簧1008，能够通过放置伸

缩杆1007和放置弹簧1008收缩，对掉落在放置内斗1010内的食品进行缓冲，并能够在第一

收集仓1002内收集满后，推动第二收集仓1004至食品传输带3一侧，使用第二收集仓1004对

采样后的食品进行收集，随后可将第一收集仓1002一端的取出板1005进行拆卸，能够将第

一收集仓1002内的放置内斗1010和存放的食品进行快速取出。

[0081]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尽

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可以

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凡

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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