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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酸辣姜片的制作方法。它

解决了现有制作方法没有很好的保存生姜本身

的营养成分，口感不丰富等技术问题。本酸辣姜

片的制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a、选姜：选用6-10

月份采收的鲜嫩生姜为主要原料；b、清洗、切片

和吹干：将鲜嫩生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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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cm的姜片；

c、热漂：将姜片放入温度为80-90℃的热锅中，烫

4-7min；d、冷却：将热漂好的姜片放入到冷池中

冷却；e、沥水：将冷却好的姜片沥干至表面干爽；

f、调味：在放置姜片的混合机内放入调味料；g、

静置：将混合均匀的姜片放置4-6h，中间翻滚2-3

次；h、杀菌、灌装：将入味好的姜片装入袋中，杀

菌真空包装，准备销售。本发明具有营养丰富的

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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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酸辣姜片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选姜：选用6-10月份采收的鲜嫩生姜为主要原料；

b、清洗、切片和吹干：将鲜嫩生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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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cm的姜片；

c、热漂：将姜片放入温度为80-90℃的热锅中，烫4-7min；

d、冷却：将热漂好的姜片放入到冷池中冷却；

e、沥水：将冷却好的姜片沥干至表面干爽；

f、调味：在放置姜片的混合机内放入调味料，混合均匀；

g、静置：将混合均匀的姜片放置4-6h，中间翻滚2-3次，易于入味；

h、杀菌、灌装：将入味好的姜片装入袋中，杀菌真空包装，准备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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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生姜清洗的清洗装置、用于生姜切片的切片装置和用于生姜吹干的吹干装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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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姜通过

的间隙，输送筒外侧面上固定有能使生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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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姜的输出缺口，输送筒下端还设置有

能生姜导入到输送片处的导入组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酸辣姜片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f中的调味料包

括下述重量分数的原料制备而成：醋5-10份、食用油2-7份、鸡精3-6份、食盐5-10份、花椒2-

5份和辣椒4-12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酸辣姜片的制作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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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酸辣姜片的制作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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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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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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酸辣姜片的制作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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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酸辣姜片的制作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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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姜的若干放置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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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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酸辣姜片的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食品加工技术领域，涉及一种酸辣姜片的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姜科姜属多年生草本植物。生姜味辛、性微温，入脾、胃、肺经。具有发汗解表，温中

止呕，温肺止咳，解毒的功效。主治外感风寒、胃寒呕吐、风寒咳嗽、腹痛腹泻、中鱼蟹毒等病

症。还有醒胃开脾、增进食欲的作用。

[0003] 生姜中含有辛辣和芳香的成分，含有姜油酮、姜辣素、淀粉和纤维，用于风寒感冒，

可通过发汗，使寒邪从表而解。姜辣素对口腔和胃粘膜有刺激作用，能促进消化液分泌，增

进食欲，可使肠张力、节律和蠕动增加。姜油酮对呼吸和血管运动中枢有兴奋作用，能促进

血液循环。

[0004] 经检索 ，如中国专利文献公开了一种嫩生姜片的 制作方法【申请号 ：

201610705872.7；公开号：CN  106307272A】。这种嫩生姜片的制作方法，包括如下步骤：a将

新嫩生姜去皮、洗净，切成生姜片，放阳光下晒2-3小时；b将a步的生姜片放入大盆中加入食

盐，用手搓匀，腌制5-6小时；c取干净的小锅，加入冰糖和二分之一用量的白醋，小火慢慢熬

至糖融化，充分放凉；加入另外二分之一的白醋，搅匀得糖醋汁备用；d取出b步腌制的姜片

并沥干，放入玻璃容器中，倒入c步的糖醋汁，并用勺子押实姜片，糖醋汁没过姜片为止，玻

璃容器加盖密封，即得该产品。

[0005] 该专利中公开的制作方法虽然可使生姜的入味更充分，口感更醇香，但是，该制作

方法没有很好的保存生姜本身的营养成分，口感不丰富，因此，设计出一种酸辣姜片的制作

方法是很有必要的。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的技术存在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酸辣姜片的制作方

法，该制作方法具有营养丰富的特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可通过下列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酸辣姜片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步骤：

[0008] a、选姜：选用6-10月份采收的鲜嫩生姜为主要原料；

[0009] b、清洗、切片和吹干：将鲜嫩生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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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cm的姜片；

[0010] c、热漂：将姜片放入温度为80-90℃的热锅中，烫4-7min；

[0011] d、冷却：将热漂好的姜片放入到冷池中冷却；

[0012] e、沥水：将冷却好的姜片沥干至表面干爽；

[0013] f、调味：在放置姜片的混合机内放入调味料，混合均匀；

[0014] g、静置：将混合均匀的姜片放置4-6h，中间翻滚2-3次，易于入味；

[0015] h、杀菌、灌装：将入味好的姜片装入袋中，杀菌真空包装，准备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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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所述步骤f中的调味料包括下述重量分数的原料制备而成：醋5-10份、食用油2-7

份、鸡精3-6份、食盐5-10份、花椒2-5份和辣椒4-12份。

[0017] 作为另一种情况，所述步骤f中的调味料包括下述重量分数的原料制备而成：醋7

份、食用油5份、鸡精4份、食盐6份、花椒3份和辣椒9份。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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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姜

清洗的清洗装置、用于生姜切片的切片装置和用于生姜吹干的吹干装置。

[0019] 一体机的原理如下：通过清洗装置对生姜进行清洗，通过切片装置对生姜进行切

片，通过吹干装置对切片好的生姜进行吹干，可实现连续作业，生产效率高。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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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生姜通过的间隙，输送筒外侧面上固定有能使生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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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姜的输出缺口，输送筒下

端还设置有能生姜导入到输送片处的导入组件。

[0021] 当需要对生姜进行清洗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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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固定环处的生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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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生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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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姜导入到输送片处，随着输送片的转动，将生姜由下至上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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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刷对生姜进行清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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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清洗过的生姜通过相邻上部的输送筒向上输送，再次进行清洗，从而可对生姜由下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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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生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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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姜由上至下进行

喷淋，从而可将生姜清洗干净，清洗可靠。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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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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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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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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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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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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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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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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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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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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9] 通过导入组件可将供料箱或外固定环处的生姜导入到输送筒内。

[0030] 当需要将生姜导入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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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姜导入到输送片上。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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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2] 当需要使阻隔筒内的生姜下料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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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阻隔筒内的生姜通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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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姜下料。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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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姜的若干放置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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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4] 当需要对生姜进行切片时，清洗好的生姜从下料管逐个掉落到输送带的放置槽

内，通过输送带将生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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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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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带动支撑块上下移动，使生姜从放置槽中移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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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片将生姜进行切片，从而可对生姜进行切片，切片方便。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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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6] 当需要将放置槽内的生姜定位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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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杆插入到生姜内，从而可将放置槽内的生姜定位住。

[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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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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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姜片推出，辅助效果好。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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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0] 当需要对切片好的生姜进行吹干时，通过输送带将切片好的生姜输送到储放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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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可对生姜进行吹干，

吹干快速。

[004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该优点：本制作方法中无需添加化学防腐剂，同时，

又很好的保存了生姜的营养成分，营养丰富。

附图说明

[0042] 图1是清洗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43] 图2是清洗装置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44] 图3是清洗装置中清洗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45] 图4是清洗装置中导入组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46] 图5是清洗装置中下料机构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47] 图6是切片装置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48] 图7是图6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0049] 图8是切片装置中辅助结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50] 图9是吹干装置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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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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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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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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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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3] 本酸辣姜片的制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4] a、选姜：选用6-10月份采收的鲜嫩生姜为主要原料；在本实施例中，选用7月份采

收的鲜嫩生姜为主要原料；

[0055] b、清洗、切片和吹干：将鲜嫩生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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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cm的姜片；在本实施例中，将鲜嫩生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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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cm的姜片；

[0056] c、热漂：将姜片放入温度为80-90℃的热锅中，烫4-7min；在本实施例中，将姜片放

入温度为84℃的热锅中，烫5min；；

[0057] d、冷却：将热漂好的姜片放入到冷池中冷却；

[0058] e、沥水：将冷却好的姜片沥干至表面干爽；

[0059] f、调味：在放置姜片的混合机内放入调味料，混合均匀；

[0060] g、静置：将混合均匀的姜片放置4-6h，中间翻滚2-3次，易于入味；在本实施例中，

将混合均匀的姜片放置5h，中间翻滚2次，易于入味；

[0061] h、杀菌、灌装：将入味好的姜片装入袋中，杀菌真空包装，准备销售。

[0062] 步骤f中的调味料包括下述重量分数的原料制备而成：醋5-10份、食用油2-7份、鸡

精3-6份、食盐5-10份、花椒2-5份和辣椒4-12份。

[0063] 当然，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采用该种方案，步骤f中的调味料包括下述重量分数的

原料制备而成：醋7份、食用油5份、鸡精4份、食盐6份、花椒3份和辣椒9份。

[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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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有用于生姜清洗的清洗装置、用于生姜切片的切片装置和用于生姜吹干的吹干装置。

[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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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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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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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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具有供生姜通过的间隙，输送筒6外侧面上固定有能使生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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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端开设有用于生姜的输出缺口6a，输送筒6下端还

设置有能生姜导入到输送片5处的导入组件。

[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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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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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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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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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生姜

导入到输送筒6内。

[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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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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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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设有阻挡网42，通过阻挡网42使生姜能够顺利从下料管41输出。

[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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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具有用于放置生姜的若干放置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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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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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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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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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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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生姜导入到输送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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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生姜从供料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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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姜进行清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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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生姜可自动滚落到外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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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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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清洗过的生姜通过相邻上部的输送筒6向上输送，对生姜由下至上多次清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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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生姜由上至下进行喷淋，将生姜清洗干净；控制转动电机47的输出轴带动转动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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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生姜通过导入管

45逐个输送到下料管41处；清洗好的生姜从下料管41逐个掉落到输送带51的放置槽51a内，

通过输送带51将生姜输送到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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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到生姜内，同时，控制气缸一59的活塞杆带动支撑块58向上移动，使生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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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生姜进行切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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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生姜片推出；通过输送带51将切片

好的生姜输送到储放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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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

姜进行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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