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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中药材大黄自动去

皮装置，包括工作台，所述工作台的上下两端安

装有去皮机构，所述去皮机构包括固定连接在工

作台的上端的外壳，所述外壳的前侧内部开设有

两组方形槽，所述外壳的内部靠近下侧位置设置

有活动架，所述活动架的内部活动连接有螺纹

杆，所述活动架的内部靠近螺纹杆的两侧位置均

活动连接有导向杆，所述工作台的下端靠近螺纹

杆的位置固定连接有第一电机。本实用新型所述

的一种中药材大黄自动去皮装置，通过活动架带

动连接杆移动，使刀片对大黄表面进行削皮，同

时弹簧的设计使刀片在遇到相对比较凸出位置

时，依旧贴合在大黄表面，有效避免过度削割大

黄，造成浪费的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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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中药材大黄自动去皮装置，包括工作台(1)，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1)的上下

两端安装有去皮机构(8)，所述去皮机构(8)包括固定连接在工作台(1)的上端的外壳(81)，

所述外壳(81)的前侧内部开设有两组方形槽(82)，所述外壳(81)的内部靠近下侧位置设置

有活动架(83)，所述活动架(83)的内部活动连接有螺纹杆(84)，所述活动架(83)的内部靠

近螺纹杆(84)的两侧位置均活动连接有导向杆(85)，所述工作台(1)的下端靠近螺纹杆

(84)的位置固定连接有第一电机(86)，所述活动架(83)的两端靠近下侧位置均固定连接有

固定板(87)，两组所述固定板(87)的上端均固定连接有固定柱(88)，两组所述固定柱(88)

的内侧均套有连接杆(89)，两组所述连接杆(89)的一端靠近前侧位置均固定连接有刀片

(810)，所述活动架(83)的前端靠近两侧位置均固定连接有固定块(811)，两组所述固定块

(811)与两组连接杆(89)之间分别固定连接有弹簧(812)，所述工作台(1)的内部活动连接

有两组转动轴(813)，两组所述转动轴(813)的上端均固定连接有针杆(814)，所述工作台

(1)的下端靠近两组转动轴(813)的均固定连接有第二电机(81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中药材大黄自动去皮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81)位

于工作台(1)的上端靠近后侧位置，所述活动架(83)与螺纹杆(84)为螺纹连接关系，所述螺

纹杆(84)的下端与第一电机(86)的内部转子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中药材大黄自动去皮装置，其特征在于：两组所述导向杆

(85)的位于外壳(81)的上侧内壁与工作台(1)的上端之间固定连接，两组所述连接杆(89)

与两组固定柱(88)分别为活动连接，两组所述连接杆(89)穿过两组方形槽(82)的内侧位

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中药材大黄自动去皮装置，其特征在于：两组所述刀片

(810)分别靠近两组转动轴(813)的一侧位置，两组所述刀片(810)为镜面对称。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中药材大黄自动去皮装置，其特征在于：两组所述弹簧

(812)位于两组连接杆(89)的后侧位置，两组所述转动轴(813)分别与两组第二电机(815)

的内部转子固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中药材大黄自动去皮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1)

的下端固定连接有四组支脚(2)，所述工作台(1)的上端靠近一侧位置固定连接有切割台

(3)，所述切割台(3)的上侧内部靠近中间位置开设有弧槽(4)，所述切割台(3)的一端靠近

后侧位置固定连接有连接柱(5)，所述连接柱(5)的外侧套有切割刀(6)，所述切割刀(6)的

前端固定连接有刀把(7)。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中药材大黄自动去皮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切割刀(6)

与连接柱(5)为活动连接，所述切割刀(6)的一端与切割台(3)相互贴合。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6328593 U

2



一种中药材大黄自动去皮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大黄去皮装置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中药材大黄自动去皮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大黄是多种蓼科大黄属的多年生植物的合称，也是中药材的名称。在中国地区的

文献里，“大黄”指的往往是马蹄大黄。在中国，大黄主要作药用，但在欧洲及中东，他们的大

黄往往指另外几个作食用的大黄属品种，茎红色，气清香，味苦而微涩，嚼之粘牙，有砂粒

感。秋末茎叶枯萎或次春发芽前采挖。除去细根，刮去外皮，切瓣或段，绳穿成串干燥或直接

干燥·中药大黄具有攻积滞、清湿热、泻火、凉血、祛瘀、解毒等功效；现有的大黄在进行去

皮时，大多数是通过人工手动进行削皮，而手工削皮却费时费力，且工作效率较低，而一些

传统的去皮机的刀片位置固定，但面对形状不均匀的外形时，去皮的效果较差，容易造成浪

费。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中药材大黄自动去皮装置，可以有效解决背

景技术中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中药材大黄自动去皮装置，包括工作台，所述工作台的上下两端安装有去皮

机构，所述去皮机构包括固定连接在工作台的上端的外壳，所述外壳的前侧内部开设有两

组方形槽，所述外壳的内部靠近下侧位置设置有活动架，所述活动架的内部活动连接有螺

纹杆，所述活动架的内部靠近螺纹杆的两侧位置均活动连接有导向杆，所述工作台的下端

靠近螺纹杆的位置固定连接有第一电机，所述活动架的两端靠近下侧位置均固定连接有固

定板，两组所述固定板的上端均固定连接有固定柱，两组所述固定柱的内侧均套有连接杆，

两组所述连接杆的一端靠近前侧位置均固定连接有刀片，所述活动架的前端靠近两侧位置

均固定连接有固定块，两组所述固定块与两组连接杆之间分别固定连接有弹簧，所述工作

台的内部活动连接有两组转动轴，两组所述转动轴的上端均固定连接有针杆，所述工作台

的下端靠近两组转动轴的均固定连接有第二电机。

[0006] 优选的，所述外壳位于工作台的上端靠近后侧位置，所述活动架与螺纹杆为螺纹

连接关系，所述螺纹杆的下端与第一电机的内部转子固定连接。

[0007] 优选的，两组所述导向杆的位于外壳的上侧内壁与工作台的上端之间固定连接，

两组所述连接杆与两组固定柱分别为活动连接，两组所述连接杆穿过两组方形槽的内侧位

置。

[0008] 优选的，两组所述刀片分别靠近两组转动轴的一侧位置，两组所述刀片为镜面对

称。

[0009] 优选的，两组所述弹簧位于两组连接杆的后侧位置，两组所述转动轴分别与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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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电机的内部转子固定连接。

[0010] 优选的，所述工作台的下端固定连接有四组支脚，所述工作台的上端靠近一侧位

置固定连接有切割台，所述切割台的上侧内部靠近中间位置开设有弧槽，所述切割台的一

端靠近后侧位置固定连接有连接柱，所述连接柱的外侧套有切割刀，所述切割刀的前端固

定连接有刀把。

[0011] 优选的，所述切割刀与连接柱为活动连接，所述切割刀的一端与切割台相互贴合。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3] 1、将需要去皮的大黄放在弧槽的内侧，通过刀把使切割刀沿着连接柱进行转动，

再对大黄的细根进行切割处理，同时可对去皮后的大黄进行切片或切段处理，方便后期干

燥储存。

[0014] 2、通过活动架的移动带动连接杆，使刀片对大黄表面进行削皮，同时弹簧的设计

使刀片在遇到相对比较凸出位置时，依旧贴合在大黄表面，有效避免过度削割大黄，造成浪

费的现象发生。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中药材大黄自动去皮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中药材大黄自动去皮装置的局部剖切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中药材大黄自动去皮装置的整体与去皮机构局部剖切结构

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中药材大黄自动去皮装置的整体与去皮机构局部剖切结构

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中药材大黄自动去皮装置的去皮机构局部剖切结构示意

图。

[0020] 图中：1、工作台；2、支脚；3、切割台；4、弧槽；5、连接柱；6、切割刀；7、刀把；8、去皮

机构；81、外壳；82、方形槽；83、活动架；84、螺纹杆；85、导向杆；86、第一电机；87、固定板；

88、固定柱；89、连接杆；810、刀片；811、固定块；812、弹簧；813、转动轴；814、针杆；815、第二

电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使本实用新型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

结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实用新型。

[0022] 如图1‑5所示，一种中药材大黄自动去皮装置，包括工作台1，工作台1的上下两端

安装有去皮机构8，去皮机构8包括固定连接在工作台1的上端的外壳81，外壳81的前侧内部

开设有两组方形槽82，外壳81的内部靠近下侧位置设置有活动架83，活动架83的内部活动

连接有螺纹杆84，活动架83的内部靠近螺纹杆84的两侧位置均活动连接有导向杆85，工作

台1的下端靠近螺纹杆84的位置固定连接有第一电机86，活动架83的两端靠近下侧位置均

固定连接有固定板87，两组固定板87的上端均固定连接有固定柱88，两组固定柱88的内侧

均套有连接杆89，两组连接杆89的一端靠近前侧位置均固定连接有刀片810，活动架83的前

端靠近两侧位置均固定连接有固定块811，两组固定块811与两组连接杆89之间分别固定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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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有弹簧812，工作台1的内部活动连接有两组转动轴813，两组转动轴813的上端均固定连

接有针杆814，工作台1的下端靠近两组转动轴813的均固定连接有第二电机815。

[0023] 本实施例中，外壳81位于工作台1的上端靠近后侧位置，活动架83与螺纹杆84为螺

纹连接关系，螺纹杆84的下端与第一电机86的内部转子固定连接，两组导向杆85的位于外

壳81的上侧内壁与工作台1的上端之间固定连接，两组连接杆89与两组固定柱88分别为活

动连接，两组连接杆89穿过两组方形槽82的内侧位置，两组刀片810分别靠近两组转动轴

813的一侧位置，两组刀片810为镜面对称，两组弹簧812位于两组连接杆89的后侧位置，两

组转动轴813分别与两组第二电机815的内部转子固定连接。

[0024] 具体的，将去根后的大黄插在针杆814上，启动第二电机815带动转动轴813进行转

动，同时带动固定连接的针杆814进行转动，使得插在针杆814上的大黄进行转动，再启动第

一电机86带动螺纹杆84进行转动，使得螺纹连接的活动架83沿着两组导向杆85向上移动，

带动两侧通过固定柱88连接的连接杆89向上移动，而向上移动的同时连接杆89一端固定连

接的刀片810会贴合大黄的表面进行削皮，而刀片810遇到大黄表面比较凸出的位置时，会

推动连接杆89沿着固定柱88转动，同时将转动轴813进行压缩，而转动轴813的弹性会使刀

片810一直贴合在大黄的表面进行削皮处理，通过活动架83的移动带动连接杆89，使刀片

810对大黄表面进行削皮，同时弹簧812的设计使刀片810在遇到相对比较凸出位置时，依旧

贴合在大黄表面，有效避免过度削割大黄，造成浪费的现象发生。

[0025] 本实施例中，工作台1的下端固定连接有四组支脚2，工作台1的上端靠近一侧位置

固定连接有切割台3，切割台3的上侧内部靠近中间位置开设有弧槽4，切割台3的一端靠近

后侧位置固定连接有连接柱5，连接柱5的外侧套有切割刀6，切割刀6的前端固定连接有刀

把7，切割刀6与连接柱5为活动连接，切割刀6的一端与切割台3相互贴合。

[0026] 具体的，将需要去皮的大黄放在弧槽4的内侧，通过刀把7使切割刀6沿着连接柱5

进行转动，再对大黄的细根进行切割处理，同时可对去皮后的大黄进行切片或切段处理，方

便后期干燥储存。

[0027] 工作原理：

[0028] 使用时，首先将需要去皮的大黄放在弧槽4的内侧，通过刀把7使切割刀6沿着连接

柱5进行转动，再对大黄的细根进行切割处理，同时可对去皮后的大黄进行切片或切段处

理，方便后期干燥储存，另外将去根后的大黄插在针杆814上，启动第二电机(型号为：

YS8024)815带动转动轴813进行转动，同时带动固定连接的针杆814进行转动，使得插在针

杆814上的大黄进行转动，再启动第一电机(型号为：Y2‑90L‑2)86带动螺纹杆84进行转动，

使得螺纹连接的活动架83沿着两组导向杆85向上移动，带动两侧通过固定柱88连接的连接

杆89向上移动，而向上移动的同时连接杆89一端固定连接的刀片810会贴合大黄的表面进

行削皮，而刀片810遇到大黄表面比较凸出的位置时，会推动连接杆89沿着固定柱88转动，

同时将转动轴813进行压缩，而转动轴813的弹性会使刀片810一直贴合在大黄的表面进行

削皮处理，通过活动架83的移动带动连接杆89，使刀片810对大黄表面进行削皮，同时弹簧

812的设计使刀片810在遇到相对比较凸出位置时，依旧贴合在大黄表面，有效避免过度削

割大黄，造成浪费的现象发生。

[0029]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本行

业的技术人员应该了解，本实用新型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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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是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实用新型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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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范围内。本实用新型

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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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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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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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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