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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三七自动加工生产线，依序设置并通过

输送机构相互连接的粗洗段、药材分离段、深度

清洗段、自动称重分头段、烘干段；所述粗洗段包

括依序设置的鼓泡清洗装置(1)、高压冲洗装置

(2)、超声清洗装置(3)；所述药材分离段包括通

过过渡输送机依序连接的三七剪口分离装置

(4)、三七主根分离装置(5)、三七支根分离装置

(6)；所述深度清洗段包括依序设置的药物清洗

罐装置和臭氧清洗装置；所述自动称重分头段将

三七主根进行分级；所述烘干段将三七主根进行

干燥。本发明可实现三七原料从进厂清土、粗洗、

分离、深度清洗、分级、烘干的连续流水作业，不

仅自动化程度高，生产效率高，而且可将三七原

料上的泥沙、尘土、农药残留量、重金属及有害元

素等彻底清洗干净，大幅提高道地药材三七的品

质。整个生产过程人工介入少，生产环境清洁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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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三七自动加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包括依序设置并通过输送机构相互连接的

粗洗段、药材分离段、深度清洗段、自动称重分头段、烘干段；

所述粗洗段包括依序设置的鼓泡清洗装置(1)、高压冲洗装置(2)、超声清洗装置(3)；

所述药材分离段包括通过过渡输送机构依序连接于超声清洗装置(3)后面的三七剪口

分离装置(4)、三七主根分离装置(5)、三七支根分离装置(6)；

所述深度清洗段包括依序设置的药物清洗罐装置和臭氧清洗装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七自动加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鼓泡清洗装置包

括鼓泡清洗槽(1a)、设置于鼓泡清洗槽内的第一输送链板(1b)、设置于鼓泡清洗槽内位于

第一输送链板下方的鼓泡管(1c)、第一输送链板后端的第一爬坡段(1e)、设置于鼓泡清洗

槽上方的压料水管(1d)、设置于鼓泡清洗槽槽底的第一排污口(1f)、设置于第一爬坡段上

方的向下冲水的第一高压冲洗水管(1g)和设置于第一高压冲洗水管后方的自来水喷水管

(1h)、压盖在第一高压冲洗水管和自来水喷水管顶部的盖板(1l)；

所述高压冲洗装置(2)包括高压冲洗箱(2a)、顺序设置于高压冲洗箱内的高位输送网

机(2b)和低位输送网机(2c)、通入高压冲洗箱内并位于高位输送网机和低位输送网机上方

的第二高压冲洗水管(2d)、设置于高压冲洗箱底部的接水槽(2e)、开设于接水槽底部的第

二排污口(2f)；

所述超声清洗装置(3)包括超声清洗槽(3a)、设置于超声清洗槽内的第二输送链板

(3b)、设置于超声清洗槽内并位于第二输送链板下方的超声波振板(3c)、开设于超声请洗

槽底部的第三排污口(3e)，在第二输送链板后端顺序设置为第二爬坡段(3f)和水平冲洗

段，在水平冲洗段设置有喷射冲洗槽(3g)、设置于喷射冲洗槽上方的第一喷射冲洗管(3h)。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七自动加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三七剪口分离装

置(4)用于分离三七原料的剪口，包括有上层分离台和下层输送机；所述上层分离台包括两

条相互平行的原料输送机(4a)、邻靠原料输送机外侧设置的与输送机等高的分离台(4b)、

沿分离台长度间隔开设于分离台台面上的三七剪口投料口(4c)，在两条原料输送机的两端

分别设置有横向连接两条原料输送机的原料爬升输送机(4d)，两条原料输送机和两条原料

爬升输送机围合成环形输送线；所述下层输送机包括两条分别位于两条原料输送机下方且

偏向原料输送机内侧的三七剪口输送机(4e)、设置于两条三七剪口输送机之间的三七余部

输送机(4f)；在两条三七剪口输送机的内侧边和三七余部输送机(4f)的两侧边之间分别焊

接有斜坡板(4g)，三七余部输送机和两条斜坡板构成第一输送槽；在每个三七剪口投料口

(4c)底部连接有通向三七剪口输送机(4e)的剪口下料斜管(4f)；

所述三七主根分离装置(5)和三七支根分离装置(6)的结构均与三七剪口分离装置(4)

相同，三七主根分离装置用于分离三七主根，三七支根分离装置用于分离三七筋条和三七

须根。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三七自动加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药物清洗

罐装置包括安装于机架上的沿轴向倾斜设置的清洗罐(7)、设置于清洗罐上方的进料装置

和清洗罐顶部罐口下方的出料系统、连接于清洗罐上的水路系统和药路系统；所述清洗罐

(7) 由三点支撑，其底部装有机中心轴的端盖(7a)，端盖的中心轴与减速机构(7b)的输出

轴联接，形成一个支撑点，上部套装有辊道(7c)，辊道由两个安装于机架上的托轮(7d)支

撑，形成两个支撑点；电机(7e)联接减速机构的输入轴并通过减速机构驱动清洗罐转动；清

权　利　要　求　书 1/3 页

2

CN 112264373 A

2



洗罐的顶部罐口为进料口也是出料口，清洗罐内壁设置有螺旋叶片(7f)；所述进料装置包

括设置于清洗罐上方的布料机(8a)和位于布料机出料口下方的进料斗(8b)，设置于进料斗

下方将物料导入清洗罐内的导料槽(8c)，所述导料槽为可水平移动的导料槽，导料槽安装

于由水平驱动缸(8d)驱动水平移动的底架(8e)上；所述出料系统包括设置于清洗罐顶部罐

口下方的出料斗(9a)、设置于出料斗下方的出料输送机(9b)；所述水路系统包括从清洗罐

顶部伸进罐口的机有进水控制阀的进水管路(10a)、从清洗罐底部排水的接有排水控制阀

的排水管路(10b)；所述药路系统包括沿径向设置于清洗罐外壁且两端均通入清洗罐内的

药液管路(11a)、安装于药液管路上的液压泵(11c)和快接接头(11b)；所述布料机(8a)通过

过渡输送机构分别与三七主根分离装置(5)的三七主根输送机、三七支根分离装置(6)的三

七支根输送机和三七须根输送机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三七自动加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臭氧清洗

装置(12)包括臭氧清洗箱(12a)、设置于臭氧清洗箱内的第三输送链板(12b)和臭氧发生器

(12c)、设置于第三输送链板下方的集水槽(12d)、设置于集水槽底部的第四排污口(12e)，

在臭氧清洗箱的封闭顶盖(12g)上设置有抽风机(12h)。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三七自动加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自动称重

分头段(13)包括三七主根皮机输送机(13a)、设置于三七主根皮机输送机上的电子秤

(13b)、开设于三七主根皮机输送机一侧的侧板上并位于电子秤后面的分料口(13c)、设置

于三七主根皮机输送机输送机面上的可转动挡在分料口后端的挡板(13d)，所述挡板的一

端通过铰链(13f)安装于三七主根皮机输送机另一侧侧板对向分料口的位置；在分料口衔

接有分级主根输送机(13e)。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三七自动加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烘干段包

括分别设置的传送带式干燥机(14b)和装盘式密集烤房(14a)，传送带式干燥机(14b)用于

烘干切片后的三七主根，装盘式密集烤房(14a)用于烘干个头较大主根；在传送带式干燥机

(14b)前方设置有切片机构(15)。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三七自动加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在所述鼓泡清洗装置

(1)安装第一输送链板的机架上安装有第一龙门式提升框架(1j)，在鼓泡清洗槽外侧对称

安装有竖直设置的第一提升气缸(1k)，第一提升气缸的活塞杆向上顶在第一龙门式提升框

架的横梁上。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三七自动加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在所述超声清洗装置

安装第二输送链板的机架的前部和后部分别安装有龙门架(3i)和邻靠龙门架的第二龙门

式提升框架(3k，)在超声清洗槽的前部和后部两侧分别对应安装有邻靠龙门架立柱的第二

提升气缸(3j)，第二提升气缸的活塞杆向上顶在第二龙门式提升框架的横梁上，在第二龙

门式提升框架的横梁上靠向龙门架立柱的一侧安装有滑块，龙门架立柱上设置有竖直的滑

槽，所述滑块配装于滑槽中。

10.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三七自动加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粗洗

段前方设置有三七清土装置(16)，所述三七清土装置包括安装于机架上的托轮(16a)、设置

于托轮上的两端开口的鼠笼式滚筒(16b)、在鼠笼式滚筒内壁沿径向间隔安装的条板

(16c)、沿条板长度顺序间隔焊接的导流叶片(16d)、安装于鼠笼式滚筒外的开门结构的罩

壳(16e)、设置于罩壳顶部的罩壳抽风机(16f)及连接抽风机的排风系统(16g)、设置于罩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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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的落灰斗(16h)、设置于鼠笼式滚筒进料端的加料斗(16i)、设置于鼠笼式滚筒出料端

的接料输送机(16j)、驱动托轮的托轮电机(16k)及其变速机构(16l)；在鼠笼式滚筒的内壁

或者外壁包覆有一层金属网板(16m)，在加料斗前端设置有向加料斗送料的爬升输送机

(16n)，在机架上位于出料端的出料口中部以上设置有可掀开的遮挡端板(16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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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三七自动加工生产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三七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处理三七原料的全自动加工生产线。

背景技术

[0002] 三七为名贵中药材，具有散瘀止血、消肿定痛的功效。三七为五加科植物三七

Panaxnotoginseng(Burk.)F.H.Chen的干燥根和根茎。秋季花开前采挖，洗净、分开主根(习

称“头子”)、支根(习称“筋条”)及根茎(习称“剪口”)、干燥、分级。分离时，要将三七的新鲜

地下部分分离成剪口、主根、筋条(通常为直径在0.3～1.0cm的支根)和毛根(通常为直径

0.3cm以下的须根))四部分。分级时根据三七主根的大小不同分成不同的级别，干燥时，将

三七主根烘干或者切片后干燥，剪口、筋条、须根分别干燥，作为不同的产品出售或者进一

步深加工。现有技术对三七的加工处理十分粗放，基本都是清洗完泥沙后，再完全通过人工

分离将剪口、主根、筋条、须根分离，然后晒干或烘干，再用人工分级后分成不同的产品出

售，清洗、分离、干燥、分级等工作严重依赖人工完成，虽然部分工序会配置一些简单的机械

设备完成，但加工处理的整体工序不连续，费时费力，不仅工效低下，清洗、分离等质量也较

低，尤其是三七种植时由于施加农药以及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等导致的农药残留量、重金

属及有害元素残留等清洗不彻底，严重影响最终产品质量。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自动化程度高、加工处理高效、加

工处理得到的三七优质安全的三七自动加工生产线。

[0004] 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三七自动加工生产线，包括依序设置并通过输送机构相互连接的的粗洗段、

药材分离段、深度清洗段、自动称重分头段、烘干段；

[0006] 所述粗洗段包括依序设置的鼓泡清洗装置、高压冲洗装置、超声清洗装置；

[0007] 所述鼓泡清洗装置包括鼓泡清洗槽、设置于鼓泡清洗槽内的第一输送链板、设置

于鼓泡清洗槽内位于第一输送链板下方的鼓泡管、第一输送链板后端的第一爬坡段、设置

于鼓泡清洗槽上方的压料水管、设置于鼓泡清洗槽槽底的第一排污口、设置于第一爬坡段

上方的向下冲水的第一高压冲洗水管和设置于第一高压冲洗水管后方的自来水喷水管、压

盖在第一高压冲洗水管和自来水喷水管顶部的盖板；所述高压冲洗装置包括高压冲洗箱、

顺序设置于高压冲洗箱内的高位输送网机和低位输送网机、通入高压冲洗箱内并位于高位

输送网机和低位输送网机上方的第二高压冲洗水管、设置于高压冲洗箱底部的接水槽、开

设于接水槽底部的第二排污口；

[0008] 所述超声清洗装置包括超声清洗槽、设置于超声清洗槽内的第二输送链板、设置

于超声清洗槽内并位于第二输送链板下方的超声波振板、开设于超声请洗槽底部的第三排

污口，在第二输送链板后端顺序设置为第二爬坡段和水平冲洗段，在水平冲洗段设置有喷

射冲洗槽、设置于喷射冲洗槽上方的第一喷射冲洗管；在超声清洗槽侧壁开设有第三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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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在安装第二输送链板的机架的前部和后部分别安装有龙门架和邻靠龙门架的第二龙门

式提升框架，在超声清洗槽的前部和后部两侧分别对应安装有邻靠龙门架立柱的第二提升

气缸，第二提升气缸的活塞杆向上顶在第二龙门式提升框架的横梁上，在第二龙门式提升

框架的横梁上靠向龙门架立柱的一侧安装有滑块，龙门架立柱上设置有竖直的滑槽，所述

滑块配装于滑槽中；

[0009] 所述药材分离段包括通过过渡输送机构依序连接于超声清洗装置后面的三七剪

口分离装置、三七主根分离装置、三七支根分离装置；所述三七剪口分离装置用于分离三七

原料的剪口，包括有上层分离台和下层输送机；所述上层分离台包括两条相互平行的原料

输送机、邻靠原料输送机外侧设置的与输送机等高的分离台、沿分离台长度间隔开设于分

离台台面上的三七剪口投料口，在两条原料输送机的两端分别设置有横向连接两条原料输

送机的原料爬升输送机，两条原料输送机和两条原料爬升输送机围合成环形输送线；所述

下层输送机包括两条分别位于两条原料输送机下方且偏向原料输送机内侧的三七剪口输

送机、设置于两条三七剪口输送机之间的三七余部输送机；在两条三七剪口输送机的内侧

边和三七余部输送机的两侧边之间分别焊接有斜坡板，三七余部输送机和两条斜坡板构成

第一输送槽；在每个三七剪口投料口底部连接有通向三七剪口输送机的剪口下料斜管；所

述三七主根分离装置和三七支根分离装置的结构均与三七剪口分离装置相同，三七主根分

离装置用于分离三七主根，三七支根分离装置用于分离三七筋条和三七须根；

[0010] 所述深度清洗段包括依序设置的药物清洗罐装置和臭氧清洗装置；

[0011] 所述药物清洗罐装置包括安装于机架上的沿轴向倾斜设置的清洗罐、设置于清洗

罐上方的进料装置和清洗罐顶部罐口下方的出料系统、连接于清洗罐上的水路系统和药路

系统；所述清洗罐由三点支撑，其底部装有机中心轴的端盖，端盖的中心轴与减速机构的输

出轴联接，形成一个支撑点，上部套装有辊道，辊道由两个安装于机架上的托轮支撑，形成

两个支撑点；电机联接减速机构的输入轴并通过减速机构驱动清洗罐转动；清洗罐的顶部

罐口为进料口也是出料口，清洗罐内壁设置有螺旋叶片；所述进料装置包括设置于清洗罐

上方的布料机和位于布料机出料口下方的进料斗，设置于进料斗下方将物料导入清洗罐内

的导料槽，所述导料槽为可水平移动的导料槽，导料槽安装于由水平驱动缸驱动水平移动

的底架上；所述出料系统包括设置于清洗罐顶部罐口下方的出料斗、设置于出料斗下方的

出料输送机；所述水路系统包括从清洗罐顶部伸进罐口的机有进水控制阀的进水管路、从

清洗罐底部排水的接有排水控制阀的排水管路；所述药路系统包括沿径向设置于清洗罐外

壁且两端均通入清洗罐内的药液管路、安装于药液管路上的液压泵和快接接头；所述布料

机通过过渡输送机构分别与三七主根分离装置的三七主根输送机、三七支根分离装置的三

七筋条输送机和三七须根输送机连接；

[0012] 所述臭氧清洗装置包括臭氧清洗箱、设置于臭氧清洗箱内的第三输送链板和臭氧

发生器、设置于第三输送链板下方的集水槽、设置于集水槽底部的第四排污口，在臭氧清洗

箱的封闭顶盖上设置有抽风机；

[0013] 所述自动称重分头段包括三七主根皮机输送机、设置于三七主根皮机输送机上的

电子秤、开设于三七主根皮机输送机一侧的侧板上并位于电子秤后面的分料口、设置于三

七主根皮机输送机输送机面上的可转动挡在分料口后端的挡板，所述挡板的一端通过铰链

安装于三七主根皮机输送机另一侧侧板对向分料口的位置；在分料口衔接有分级主根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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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0014] 所述烘干段包括分别设置的传送带式干燥机和装盘式密集烤房，传送带式干燥机

用于三七主根切片干燥，装盘式密集烤房用于烘干个头较大的三七主根。在传送带式干燥

机前方设置有切片机构。

[0015] 进一步地，在所述鼓泡清洗装置安装第一输送链板的机架上安装有第一龙门式提

升框架，在鼓泡清洗槽外侧对称安装有竖直设置的第一提升气缸，第一提升气缸的活塞杆

向上顶在第一龙门式提升框架的横梁上。

[0016] 进一步地，在所述高压冲洗装置的接水槽旁设置有外水箱，在接水槽和外水箱之

间连接循环水管。

[0017] 进一步地，在所述超声清洗装置安装第二输送链板的机架的前部和后部分别安装

有龙门架和邻靠龙门架的第二龙门式提升框架，在超声清洗槽的前部和后部两侧分别对应

安装有邻靠龙门架立柱的第二提升气缸，第二提升气缸的活塞杆向上顶在第二龙门式提升

框架的横梁上，在第二龙门式提升框架的横梁上靠向龙门架立柱的一侧安装有滑块，龙门

架立柱上设置有竖直的滑槽，所述滑块配装于滑槽中。

[0018] 进一步地，在所述粗洗段前方设置有三七清土装置，所述三七清土装置包括安装

于机架上的托轮、设置于托轮上的两端开口的鼠笼式滚筒、在鼠笼式滚筒内壁沿径向间隔

安装的条板、沿条板长度顺序间隔焊接的导流叶片、安装于鼠笼式滚筒外的开门结构的罩

壳、设置于罩壳顶部的罩壳抽风机及连接抽风机的排风系统、设置于罩壳底部的落灰斗、设

置于鼠笼式滚筒进料端的加料斗、设置于鼠笼式滚筒出料端的接料输送机、驱动托轮的托

轮电机及其变速机构；在鼠笼式滚筒的内壁或者外壁包覆有一层金属网板，在加料斗前端

设置有向加料斗送料的爬升输送机，在机架上位于出料端的出料口中部以上设置有可掀开

的遮挡端板。

[0019] 本发明可以实现三七原料从进厂清土、粗洗、分离、深度清洗、分级、烘干的连续流

水作业，不仅自动化程度高，生产效率高，而且清洗彻底，可以将鲜三七原料上的泥沙、尘

土、农药残留量、重金属及有害元素等彻底清洗干净，大幅提高三七药材的品质。整个生产

过程人工介入少，生产环境清洁安全。

[0020] 本发明从根本上解决了三七清洗及加工粗放、生产率低、生产环境恶劣、加工生产

的三七产品质量难以保证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的三七全自动加工生产线的一种平面布局示意图；

[0022] 图2是鼓泡清洗装置的示意图；

[0023] 图3是高压冲洗装置的示意图

[0024] 图4是高压冲洗箱内高位输送网机和低位输送网机的设置示意图；

[0025] 图5是超声清洗装置的示意图；

[0026] 图6是超声清洗装置的主视图

[0027] 图7是三七剪口分离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8] 图8是三七剪口分离装置的主视图；

[0029] 图9是三七剪口分离装置的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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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图10是三七剪口分离装置的右视放大图；

[0031] 图11是三七主根分离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2] 图12是三七次根分离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3] 图13是药物清洗罐装置的主视图；

[0034] 图14是药物清洗罐装置的俯视图；

[0035] 图15是药物清洗罐装置的左视图；

[0036] 图16是药物清洗罐装置的右视图；

[0037] 图17是臭氧清洗装置的示意图；

[0038] 图18是三七清土装置的主视图；

[0039] 图19是三七清土装置的俯视图；

[0040] 图20是三七清土装置的左视图；

[0041] 图21是图20中鼠笼式滚筒沿K向看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如图1所示，一种三七自动加工生产线，包括依序设置并通过输送机构相互连接的

的粗洗段、药材分离段、深度清洗段、自动称重分头段、烘干段。

[0043] 所述粗洗段包括依序设置的鼓泡清洗装置1、高压冲洗装置2、超声清洗装置3。

[0044] 如图2所示，所述鼓泡清洗装置包括鼓泡清洗槽1a、设置于鼓泡清洗槽内的第一输

送链板1b、设置于鼓泡清洗槽内位于第一输送链板下方的鼓泡管1c、第一输送链板后端的

第一爬坡段1e、设置于鼓泡清洗槽上方的压料水管1d、设置于鼓泡清洗槽槽底的第一排污

口1f、设置于第一爬坡段上方的向下冲水的第一高压冲洗水管1g和设置于第一高压冲洗水

管后方的自来水喷水管1h、压盖在第一高压冲洗水管和自来水喷水管顶部的盖板1l；开设

于鼓泡清洗槽侧壁的第一溢水孔1i；在安装第一输送链板的机架上安装有第一龙门式提升

框架1j，在鼓泡清洗槽外侧对称安装有竖直设置的第一提升气缸1k，第一提升气缸的活塞

杆向上顶在第一龙门式提升框架的横梁上，第一提升气缸向上顶升，可将第一龙门式提升

框架顶起，从而将第一输送链板提起，便于清理鼓泡清洗槽内的污物，也便于检修维护。

[0045] 鼓泡清洗装置进行鼓泡动态清洗、高压喷射清洗、清水漂洗。物料即三七原料投入

鼓泡清洗槽后，在第一输送链板的机动下向出料端运行，鼓泡管内通入压缩空气后不断发

出鼓泡，使物料在鼓泡作用下不断的上下翻滚，同时压料水管向下喷出高压水，使一些不易

下沉的物料喷到水下。设置在第一输送链板后端第一爬坡段上方的第一高压冲洗水管先对

物料进行高压清洗，去除鼓泡不易去除的污泥，再用自来水喷水管将物料清洗干净。本工序

可去除三七原料上的大部分污泥及农药残留等。鼓泡管采用漩涡气泵供气鼓泡。鼓泡清洗

槽内的水流可以通过第一溢水孔溢出，溢出的水可以引至另外设置的水箱中，根据污浊程

度接室外排放或者循环使用。鼓泡清洗槽内淤积的污泥杂质等通过第一排污口排放。

[0046] 如图3、图4所示，所述高压冲洗装置2包括高压冲洗箱2a、顺序设置于高压冲洗箱

内的高位输送网机2b和低位输送网机2c、通入高压冲洗箱内并位于高位输送网机和低位输

送网机上方的第二高压冲洗水管2d、设置于高压冲洗箱底部的接水槽2e、开设于接水槽底

部的第二排污口2f。在接水槽旁可设置外水箱2g，在接水槽和外水箱之间连接循环水管，可

将接水槽中的水经过滤后引入外水箱中，用外水箱的水为第二高压冲洗水管供水，实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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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循环利用。在外水箱底部和上部分别设置有外水箱排污口2h和外水箱溢水口2i。在高压

清洗箱顶部盖有可打开的高压清洗箱盖板2j。整个高压清洗在封闭的箱体内进行，可防止

高压水四处飞溅，确保生产环境的清洁安全并降低噪声。高压清洗箱盖板可打开，便于检

修。

[0047] 经鼓泡清洗装置清洗过的物料通过过渡输送机构输送到高压冲洗装置。物料进入

后均匀地铺在高位输送网机上，由驱动电机机动网机运动，并由第二高压清洗水管高压喷

淋清洗，之后物料落到低位输送网机上，通过网机的高低落差使物料翻转，再用后面的第二

高压清洗水管高压喷淋清洗翻转后的物料，将物料彻底清洗。漂洗的水流落入接水槽，并可

通过管路引至外水箱，水泵抽取外水箱的清水至第二高压清洗水管。接水槽底部的污泥杂

质等通过第二排污口排出，外水箱底部的污泥杂质等由外水箱排污口排出。

[0048] 如图5、图6所示，所述超声清洗装置3包括超声清洗槽3a、设置于超声清洗槽内的

第二输送链板3b、设置于超声清洗槽内并位于第二输送链板下方的超声波振板3c、开设于

超声请洗槽底部的第三排污口3e，在第二输送链板后端顺序设置为第二爬坡段3f和水平冲

洗段，在水平冲洗段设置有喷射冲洗槽3g、设置于喷射冲洗槽上方的第一喷射冲洗管3h。在

喷射冲洗槽顶部盖有盖板，喷射清洗在封闭的空间内进行。在超声清洗槽侧壁开设有第三

溢水孔3d。在安装第二输送链板的机架的前部和后部分别安装有龙门架3i和邻靠龙门架的

第二龙门式提升框架3k，在超声清洗槽的前部和后部两侧分别对应安装有邻靠龙门架立柱

的第二提升气缸3j，第二提升气缸的活塞杆向上顶在第二龙门式提升框架的横梁上，在第

二龙门式提升框架的横梁上靠向龙门架立柱的一侧安装有滑块，龙门架立柱上设置有竖直

的滑槽，所述滑块配装于滑槽中。通过第二提升气缸向上顶升第二龙门式提升框架，可将第

二输送链板顶升起来。第二龙门式提升框架横梁上的滑块沿龙门架立柱上的滑槽上下滑

动，起到稳定的导向作用，使得第二输送链板的升降平稳。

[0049] 超声波清洗机是由超声波信号发生器产生的高频振荡信号通过换能器(超声波振

子)转化成高频机械振荡并传播到水中，超声波在水中疏密相间地向前辐射并产生数以万

计的微小气泡，形成瞬时高压，连续不断地冲击三七原料表面，使三七原料表面及缝隙中的

污垢迅速剥落，达到彻底清洗污垢的目的。

[0050] 整个粗洗段通过鼓泡清洗、喷射清洗、超声波清洗相结合的方式去除药材表面污

泥、农药残留等。整机设计合理、性能可靠。

[0051] 所述药材分离段包括通过过渡输送机构依序连接于超声清洗装置3后面的三七剪

口分离装置4、三七主根分离装置5、三七支根分离装置6。

[0052] 如图7、图8、图9、图10所示，所述三七剪口分离装置4用于分离三七原料的剪口，包

括有上层分离台和下层输送机；所述上层分离台包括两条相互平行的原料输送机4a、邻靠

原料输送机外侧设置的与输送机等高的分离台4b、沿分离台长度间隔开设于分离台台面上

的三七剪口投料口4c，在两条原料输送机的两端分别设置有横向连接两条原料输送机的原

料爬升输送机4d，两条原料输送机和两条原料爬升输送机围合成环形输送线。环形输送线

的进料口设置在其中一条原料输送机的端头，在进料口4h可衔接进料输送机。所述下层输

送机包括两条分别位于两条原料输送机下方且偏向原料输送机内侧的三七剪口输送机4e、

设置于两条三七剪口输送机之间的三七余部输送机4f；在两条三七剪口输送机的内侧边和

三七余部输送机的两侧边之间分别焊接有斜坡板4g，三七余部输送机和两条斜坡板构成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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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输送槽；在每个三七剪口投料口4c底部连接有通向三七剪口输送机4e的剪口下料斜管

4j。在三七余部输送机4f后面接有三七余部输送机4i，可将三七余部连续输送至后面的过

渡输送机构，然后再输送至三七主根分离装置5。

[0053] 通过进料输送机将三七原料送入原料输送机4a，三七原料沿原料输送机摊薄并沿

图7中箭头A方向慢慢前行。分离工人站在分离台旁，将原料输送机上的三七原料逐个拿起，

用剪刀将三七原料上的剪口部分剪下，然后将三七剪下剪口后的其余部分丢入第一输送槽

内，由三七余部输送机4f沿图7中箭头B方向送至后续工序。在三七余部输送机4f后面接有

三七余部输送机4i，可将三七余部连续输送出去。剪下的三七剪口从三七剪口投料口4c投

入，经剪口下料斜管4j落到三七剪口输送机4e上，通过过渡输送机构输送至装盘式密烤房。

原料输送机4a上的三七原料会沿环形输送线一直循环运行，分离工人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

分离，直至将全部三七原料分离完。分离工人只需站在分离台旁将三七原料拿起剪下剪口，

并将三七余部和三七剪口分别放入第一输送槽和三七剪口投料口即可，分离完毕的三七剪

口和三七余部分别沿各自的输送机送至后续工序，不再需要人工搬运，轻松省力。

[0054] 所述三七主根分离装置5和三七次根分离装置6的结构均与三七剪口分离装置4相

同，工作原理也相同。三七主根分离装置用于分离三七主根，三七支根分离装置用于分离三

七筋条和三七须根。

[0055] 如图11所示，三七主根分离装置5同样包括有上层分离台和下层输送机；所述上层

分离台包括两条相互平行的三七余部输入机5a、邻靠三七余部输入机外侧设置的与输入机

等高的三七主根分离台5b、沿分离台长度间隔开设于分离台台面上的三七主根投料口5c，

在两条三七余部输入机的两端分别设置有横向连接两条三七余部输入机的三七余部爬升

输送机5d，两条三七余部输入机和两条三七余部爬升输送机围合成环形输送线。环形输送

线的三七余部进料口5h设置在其中一条三七余部输入机的端头，在进料口可衔接进料输送

机。所述下层输送机包括两条分别位于两条三七余部输入机下方且偏向三七余部输入机内

侧的三七主根输送机5e、设置于两条三七主根输送机之间的三七次根输送机5f；在两条三

七主根输送机的内侧边和三七次根输送机的两侧边之间分别焊接有第二斜坡板5g，三七次

根输送机和两条第二斜坡板构成第二输送槽；在每个三七主根投料口5c底部连接有通向三

七主根输送机5e的主根下料斜管5j。在三七次根输送机5f后面接有三七次根输送机5i，可

将三七次根部分连续输送至后面的过渡输送机构，然后再输送至三七次根分离装置6。剪下

的三七主根从三七主根投料口投入，经主根下料斜管落到三七主根输送机5e上，通过过渡

输送机构输送至后面的药物清洗罐装置。

[0056] 如图12所示，三七支根分离装置6同样包括有上层分离台和下层输送机；所述上层

分离台包括两条相互平行的三七支根输入机6a、邻靠三七支根输入机外侧设置的与输入机

等高的三七支根分离台6b、沿分离台长度间隔开设于分离台台面上的三七筋条投料口6c，

在两条三七支根输入机的两端分别设置有横向连接两条三七支根输入机的三七支根爬升

输送机6d，两条三七支根输入机和两条三七支根爬升输送机围合成环形输送线。环形输送

线的三七支根进料口6h设置在其中一条三七支根输入机的端头，在进料口可衔接进料输送

机。所述下层输送机包括两条分别位于两条三七支根输入机下方且偏向三七支根输入机内

侧的三七筋条输送机6e、设置于两条三七筋条输送机之间的三七须根输送机6f；在两条三

七筋条输送机的内侧边和三七须根输送机的两侧边之间分别焊接有第三斜坡板6g，三七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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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输送机和两条第三斜坡板构成第三输送槽；在每个三七筋条投料口6c底部连接有通向三

七筋条输送机6e的筋条下料斜管6j。在三七绒根输送机6f后面接有三七须根输送机6i，可

将三七须根连续输送至后面的过渡输送机构，然后再输送至后面的药物清洗罐装置。剪下

的三七筋条从三七筋条投料口投入，经筋条下料斜管落到三七筋条输送机6e上，通过过渡

输送机构输送至后面的药物清洗罐装置。

[0057] 所述深度清洗段包括依序设置的药物清洗罐装置和臭氧清洗装置。

[0058] 如图13、图14、图15、图16所示，所述药物清洗罐装置包括安装于机架上的沿轴向

倾斜设置的清洗罐7、设置于清洗罐上方的进料装置和清洗罐顶部罐口下方的出料系统、连

接于清洗罐上的水路系统和药路系统。

[0059] 所述清洗罐由三点支撑，其底部装有机中心轴的端盖7a，端盖的中心轴与减速机

构7b的输出轴联接，形成一个支撑点，上部套装有辊道7c，辊道由两个安装于机架上的托轮

7d支撑，形成两个支撑点；电机7e联接减速机构的输入轴并通过减速机构驱动清洗罐转动；

清洗罐的顶部罐口为进料口也是出料口，清洗罐内壁设置有螺旋叶片7f，可以翻动物料和

将罐内物料螺旋输送至罐口。在清洗罐上设置有检查口7g，以便于观察和检修。所述进料装

置包括设置于清洗罐上方的布料机8a和位于布料机出料口下方的进料斗8b，设置于进料斗

下方将物料导入清洗罐内的导料槽8c，所述导料槽为可水平移动的导料槽，导料槽安装于

底架8e上，在机架上位于底架下方安装有水平驱动缸8d，驱动缸水平设置的活塞杆前端与

底架连接，通过驱动缸驱动底架水平往复移动，将导料槽向前推进至导料槽出口端插入清

洗罐内，或者将导料槽退出清洗罐。所述布料机采用现有技术设备即可。所述出料系统包括

设置于清洗罐顶部罐口下方的出料斗9a、设置于出料斗下方的出料输送机9b。清洗罐转动

时，罐内物料会沿着螺旋叶片7f向上推进，从罐口排出落到出料斗内，经出料斗下落到出料

输送机上。

[0060] 所述水路系统包括从清洗罐顶部伸进罐口的机有进水控制阀的进水管路10a、从

清洗罐底部将水排出的机有排水控制阀的排水管路10b。

[0061] 所述药路系统包括沿径向设置于清洗罐外壁且两端均通入清洗罐内的药液管路

11a、安装于药液管路上的液压泵11c和快接接头11b。在药液管路上可间隔安装插入到清洗

罐内的药液喷头11d，向罐内均匀喷入清洗农残的药液。

[0062] 各清洗罐的布料机8a通过过渡输送机构分别与三七剪口输送机4e、三七主根输送

机5e、三七次根输送机6e连接。所述电机7e、水平驱动缸8d、进水控制阀、排水控制阀、液压

泵11c均与药物清洗罐装置的控制系统连接。控制系统可安装于机架上或者清洗罐旁的爬

梯上。为了便于清楚表达，图14只示意性地画出了减速机构7b。

[0063] 药物清洗罐装置的工作过程如下：通过控制系统控制水平驱动缸8d动作，推动底

架8e向前移动，将导料槽8c推至导料槽出口端插入清洗罐7内，然后启动布料机8a，将布料

机内的需要清洗的药材如分离好的三七主根、三七筋条、三七须根分别送入各自的清洗罐

的进料斗8b，药材通过进料斗和导料槽进入清洗罐内。加料完毕后，水平驱动缸的活塞杆回

退，将导料槽退出清洗罐。然后通过进水管路10a向清洗罐内加入清洗水，通过快接接头11b

连接药液输入管，将配制好的清洗药液通过药液管路11a及药液喷头11d加入到清洗罐内。

水加完毕后，关闭进水控制阀，药液加完后，拆下快接接头连接的药液输入管。然后启动电

机7e，驱动清洗罐转动，药材在清洗罐内在螺旋叶片7f的机动下不断翻滚清洗，逐渐将附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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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药材上的农药残留量及残余的杂质清洗干净。清洗过程中，液压泵11c不断将清洗罐下部

的清洗液(即药液与水的混合液)通过药液管路11a抽到清洗罐上部，并将沿螺旋叶片移动

到清洗罐上部的药材冲下。清洗完毕后，暂停电机，通过排水管路10b将清洗液排出，或者通

过快接接头连接一根排液管，将排出的清洗液送至下一个清洗罐内重复利用，实现水和药

液的充分利用，节能降耗。清洗液排完后，再启动电机，清洗罐转动，在螺旋叶片的机动下，

将清洗干净的药材从罐口输出落到出料9a内，经出料斗落在出料输送机9b上输出。

[0064] 药物清洗罐装置实现了进料、加水、加药、清洗、排水、出料全部自动化，整个清洗

过程不需人工参与，可以大幅提高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由于不需人工操作，清洗罐的容

量可以设计得较大，提高每罐的清洗能力。通过清洗罐的翻转、螺旋叶片不断翻料以及药液

管路不断循环将清洗罐下部的清洗液抽到上部，实现清洗液与药材的充分接触和冲刷，清

洗效率高，清洗效果好，去除农药残留量彻底，可大幅提高中药材加工企业的生产率和产品

质量。

[0065] 如图17所示，所述臭氧清洗装置12用于对药物清洗过的三七物料进行杀菌消毒。

臭氧清洗装置包括臭氧清洗箱12a、设置于臭氧清洗箱内的第三输送链板12b和臭氧发生器

12c、设置于第三输送链板下方的集水槽12d、设置于集水槽底部的第四排污口12e。在安装

第三输送链板的机架的前部和后部分别安装有可将第三输送链板提升起来的第三提升气

缸12f，其提升工作原理与第一提升气缸1k提升第一输送链板相同。在臭氧清洗箱的封闭顶

盖12g上设置有抽风机12h，将臭氧尾气排出，以免臭氧弥漫在生产环境，影响工人健康。

[0066] 如图1所示，所述自动称重分头段13包括三七主根皮机输送机13a、设置于三七主

根皮机输送机上的电子秤13b、开设于三七主根皮机输送机一侧的侧板上并位于电子秤后

面的分料口13c、设置于三七主根皮机输送机输送机面上的可转动挡在分料口后端的挡板

13d，所述挡板的一端通过铰链13f安装于三七主根皮机输送机另一侧侧板对向分料口的位

置；在分料口衔接有分级主根输送机13e；所述三七主根皮机输送机13a与臭氧清洗装置的

第三输送链板12b衔接。预先设定电子秤13b称取的三七主根分级重量临界值，当经臭氧清

洗过的三七主根沿箭头方向前行时，三七主根逐个经过电子秤，当在电子秤上的三七主根

重量大于设定的分级重量临界值时，自动称重分头段的控制系统控制第挡板13d挡住三七

主根皮机输送机13a的输送通道，该三七主根进入分级主根输送机13e；当在电子秤上的三

七主根重量小于设定的分级重量临界值时，控制系统控制第挡板13d打开，该三七主根沿三

七主根皮机输送机13a继续前行，以此实现三七主根按重量分级(即俗称的按三七头数分

级)。电子秤、主根皮机输送机、分级主根输送机、挡板的动作均由自动称重分头段的控制系

统采用现有控制技术进行控制。经分级后的三七主根，重量较小的(即等级较低的)通常切

片后干燥，作为切片产品，重量较大的(即等级较高的)直接干燥。

[0067] 所述烘干段包括分别设置的传送带式干燥机14b和装盘式密集烤房14a，传送带式

干燥机14b用于烘干切片后的三七主根，装盘式密集烤房14a用于烘干个头较大的成个主

根。在传送带式干燥机14b前方设置有切片机构15。传送带式干燥机14b、装盘式密集烤房

14a、切片机构15均为现有技术设备。

[0068] 本发明还可在所述粗洗段前方设置有三七清土装置16，包括安装于机架上的托轮

16a、设置于托轮上的两端开口的鼠笼式滚筒16b、在鼠笼式滚筒内壁沿径向间隔安装的条

板16c、沿条板长度顺序间隔焊接的导流叶片16d、安装于鼠笼式滚筒外的开门结构的罩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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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设置于罩壳顶部的罩壳抽风机16f及连接抽风机的排风系统16g、设置于罩壳底部的落

灰斗16h、设置于鼠笼式滚筒进料端的加料斗16i、设置于鼠笼式滚筒出料端的接料输送机

16j、驱动托轮的托轮电机16k及其变速机构16l；在鼠笼式滚筒的内壁或者外壁包覆有一层

金属网板16m，在加料斗前端设置有向加料斗送料的爬升输送机16n，在机架上位于出料端

的出料口中部以上设置有可掀开的遮挡端板16o。

[0069] 如图18、图19、图20、图21所示，所述三七清土装置包括安装于机架上的托轮16a、

设置于托轮上的两端开口的鼠笼式滚筒16b、在鼠笼式滚筒内壁沿径向间隔安装的条板

16c、沿条板长度顺序间隔焊接的导流叶片16d、安装于鼠笼式滚筒外的开门结构的罩壳

16e、设置于罩壳顶部的罩壳抽风机16f及连接抽风机的排风系统16g、设置于罩壳底部的落

灰斗16h、设置于鼠笼式滚筒进料端的加料斗16i、设置于鼠笼式滚筒出料端的接料输送机

16j、驱动托轮的托轮电机16k及其变速机构16l。所述加料斗16i的导料槽16i-1伸向鼠笼式

滚筒的进料口。罩壳罩住鼠笼式滚筒，防止清土时的泥土及粉尘四处散落，加之罩壳抽风机

和排风系统共同作用，可将清土时扬起的粉尘抽吸出去集中处理，避免了对生产环境的污

染。设置于罩壳底部的落灰斗可汇集清理掉落的尘土。可在落灰斗下方设置尘土收集箱或

者尘土输送皮机，尘土可通过底部敞口的落灰斗落入尘土收集箱中或者尘土输送皮机上，

便于清理。在所述加料斗前端设置有向加料斗送料的加料爬升输送机16n，可以自动连续向

加料斗送料。在鼠笼式滚筒进料端的加料斗上方设置有集尘罩16q，集尘罩顶部设置有集尘

罩抽风机16r及排风管16s，以收集加料时扬起的灰尘。在机架上位于鼠笼式滚筒出料端的

出料口中部以上设置有可掀开的遮挡端板16o，一方面防止物料从鼠笼式滚筒出料端抛洒

飞出，使物料都能集中落入接料输送机中，另一方面也便于掀开后清理残留在鼠笼式滚筒

内的物料。所述开门结构的罩壳为长方体罩壳，在罩壳的两侧设置有可开启的门16t，门上

装有拉手，以便于打开门检修和清理。所述鼠笼式滚筒可以水平设置，也可以倾斜设置，从

进料端到出料端逐渐向下倾斜，以利于出料。本实施例的鼠笼式滚筒为水平设置。

[0070] 如图20、图21所示，在鼠笼式滚筒16b内壁沿径向间隔安装有四条条板16c，在条板

上顺序间隔焊接有导流叶片16d，导流叶片的长度L大于条板的宽度B，使得导流叶片既能稳

定地焊接于条板上，条板又不会过多地遮挡鼠笼上笼杆16b-1之间的间隙，以免影响清土效

率。条板的数量可根据需要确定。所有条板上的导流叶片依序形成为螺旋状轨迹，可使物料

在鼠笼式滚筒被螺旋推进前行。

[0071] 所述三七清土装置可以用于清理机土的新鲜三七，此时，采用没有包覆金属网板

16m的鼠笼式滚筒，可以将土块清理得更加干净，清理效率也更好。本发明还可用于清理干

燥后的三七，此时，需要在鼠笼式滚筒的内壁或者外壁包覆一层金属网板16m，主要用于清

理夹杂的灰尘和沙子。

[0072] 为了便于看清楚所述三七清土装置的结构，图18画出了遮挡端板16o掀开的状态，

并示意性的表示网板上的网孔16m-1。图19未画出排风系统和排风管。图20未画出接料输送

机和遮挡端板。图21示意性地画出了网孔板上的网孔16m-1。

[0073] 所述三七清土装置的工作过程如下：启动托轮电机16k，通过变速机构16l变速后

再通过传动皮机机动支承鼠笼式滚筒16b的所有托轮16a同向转动，托轮通过摩擦力机动鼠

笼式滚筒转动；启动加料爬升输送机16n，将三七物料爬升输送至加料斗16i内，加料斗内的

三七物料通过导料槽进入鼠笼式滚筒内进行清土，在鼠笼式滚筒转动的过程中，三七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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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抛起翻转，夹机的泥土、灰尘、沙子等杂物在物料被抛起翻转的过程中被抖落掉到落灰斗

16h中并落入尘土收集箱中或者尘土输送皮机上被送出集中清理，同时在清土过程中扬起

的粉通过尘罩壳抽风机和排风系统被抽吸出去集中处理，加料时扬起的灰尘也由集尘罩抽

风机及排风管排出。鼠笼式滚筒连续转动过程中，三七物料在导流叶片的导引下朝出料方

向移动，最终经出料端的出料口落入接料输送机中，通过接料斗将清理干净的三七物料集

中收集，或者通过槽底安装输送机的接料槽将清理干净的三七物料连续输送至后续工位。

在鼠笼式滚筒出料过程中，遮挡端板挡住出料口的上半部，将部分被抛洒出来的三七物料

挡住落到接料输送机内，防止三七物料被抛洒至接料机构以外。清理机土的新鲜三七时，由

于附着在新鲜三七上的泥块较大较湿，泥土量较大，鼠笼式滚筒上不包覆金属网板16m，使

得土块更容易从鼠笼式滚筒的笼杆之前的间隙掉落，清土效果更好。清理干燥后的三七时，

由于杆三七上附着的沙土较少且干燥，此时，需要在鼠笼式滚筒的内壁或者外壁包覆一层

金属网板，主要用于清理夹杂的灰尘和沙子。停机后，可以定期打开门16t，对装置进行检修

维护。

[0074] 采用三七清土装置后，实现了三七物料的全自动清土，从将三七物料倒在加料爬

升输送机上至清理干净的三七物料从接料机构送出，全程不需人工参与，省时省力，清土高

效且清土效果好，同时清土环境清洁环保。

[0075]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生产流程如下：将收购来的鲜三七原料或者晒干的三七原料

先送入三七清土装置，抖落三七物料上的泥土及其他杂质，然后通过接料输送机16j及其后

续的过渡输送机构将三七原料输送到粗洗段，依次经过鼓泡清洗装置1、高压冲洗装置2、超

声清洗装置3的清洗后，通过过渡输送机构进入药材分离段，先进入三七剪口分离装置4，人

工将三七剪口剪下，并将三七剪口送入三七剪口输送机4e，实现三七剪口的分离；剪下剪口

后的三七余部经三七余部输送机4i和过渡输送机构进入三七主根分离装置5，再由人工将

三七余部上的三七主根剪下，并将三七主根送入三七主根输送机5e，实现三七主根的分离；

剪下主根后的三七支根部分经三七支根输送机5i和过渡输送机构进入三七支根分离装置

6，继续由人工将三七支根部分的三七筋条和须根进行分离。分离完毕的三七剪口通过三七

剪口输送机4e和后续的过渡输送机构输送至装盘式密集新型烤房，三七主根通过三七主根

输送机5e和后续的过渡输送机构输送至后面的药物清洗罐装置，三七筋条通过三七筋条输

送机6e和后续的过渡输送机构输送至后面的药物清洗罐装置，三七须根通过三七须根输送

机6f、三七须根输送机6i和后续的过渡输送机构输送至后面的药物清洗罐装置。根据生产

调度，三七主根、三七筋条、三七须根可以分配到不同组的药物清洗罐装置分别进行清洗，

也可以只设置一组药物清洗罐装置，分批次分别清洗三七主根、三七筋条、三七须根。本实

施例设置有三组药物清洗罐装置。经药物清洗后的三七主根、三七筋条、三七须根经输送机

构继续送入臭氧清洗装置12清洗，臭氧清洗完毕后的三七主根进入自动称重分头段13进行

称重分级，分级后的等级较高的三七主根通过过渡输送机构送入装盘式密集新型烤房14a

烘烤，等级较低的三七主根通过过渡输送机构送入切片机构15切片后进入传送带式干燥机

14b烘干。臭氧清洗完毕后的三七剪口、三七筋条、三七须根通过过渡输送机构直接送入装

盘式密集新型烤房14a烘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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