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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农业机械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荸荠表皮去除设备，包括底座，还包括控

制器、削皮机构和旋转机构，所述削皮机构设在

底座的顶部以用来去除荸荠表皮，削皮机构包括

顶板、刮刀、驱动组件和滑动组件，并且旋转机构

位于削皮机构的下方，旋转机构包括插杆、锁紧

组件和两个支撑板，两个支撑板呈对称设置在底

座的顶部，所述插杆可转动的设置在其中一个支

撑板的顶部，所述锁紧组件可转动的设置在另一

个支撑板的顶部，并且锁紧组件与驱动组件传动

连接，所述驱动组件与控制器为电性连接，本发

明的一种荸荠表皮去除设备，削皮速度快，工作

效率高，去皮效果更好，同时能将去除的外皮收

集，防止造成环境污染，且安全隐患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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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荸荠表皮去除设备，包括底座（1），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控制器（2）、削皮机构（3）

和旋转机构（4），所述控制器（2）固定设在底座（1）的顶部，所述削皮机构（3）设在底座（1）的

顶部以用来去除荸荠表皮，削皮机构（3）包括顶板（30）、刮刀（31）、驱动组件（32）和滑动组

件（33），所述顶板（30）固定设在底座（1）的顶部，底座（1）的顶部设有立板，所述驱动组件

（32）设在立板的外壁上，并且驱动组件（32）与顶板（30）插接，所述滑动组件（33）设在顶板

（30）的底部，所述刮刀（31）固定设在滑动组件（33）的底部，所述旋转机构（4）设在底座（1）

的顶部以用来旋转荸荠，并且旋转机构（4）位于削皮机构（3）的下方，旋转机构（4）包括插杆

（40）、锁紧组件（41）和两个支撑板（42），两个支撑板（42）呈对称设置在底座（1）的顶部，所

述插杆（40）可转动的设置在其中一个支撑板（42）的顶部，所述锁紧组件（41）可转动的设置

在另一个支撑板（42）的顶部，并且锁紧组件（41）与驱动组件（32）传动连接，所述驱动组件

（32）与控制器（2）为电性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荸荠表皮去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组件（32）包括

双轴电机（320）、转轮（321）、飞轮（322）、皮带（323）和旋转轴（324），所述双轴电机（320）呈

竖直设在立板的外壁上，所述转轮（321）套设在双轴电机（320）的一个输出端上，顶板（30）

的顶部固定设有安装板，所述旋转轴（324）可转动的设置在安装板上，并且旋转轴（324）穿

过顶板（30），所述飞轮（322）套设在旋转轴（324）的外壁上，所述皮带（323）套设在转轮

（321）和飞轮（322）之间，所述双轴电机（320）与控制器（2）电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荸荠表皮去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动组件（33）包括

滑板（330）、滑块（331）、滚轮（332）和牵引绳（333），所述滑板（330）通过两个滑条滑动设置

在顶板（30）的底部，所述滚轮（332）可转动的设置在滑板（330）的底部，所述顶板（30）的底

部开设有滑槽，所述滑块（331）滑动设置在滑槽的内部，顶板（30）的底部设有固定块（300），

所述牵引绳（333）套设在滚轮（332）的外壁上，并且滑块（331）和固定块（300）分别与牵引绳

（333）的两端固定连接，所述旋转轴（324）的底部固定设有连杆（325），所述连杆（325）远离

旋转轴（324）的一端固定设有牵引杆（326），滑板（330）远离滑块（331）的一端呈一体成型设

置有弧形槽，所述牵引杆（326）与弧形槽插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荸荠表皮去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锁紧组件（41）包括

套杆（410）、插销（411）、第一连接杆（412）和两个伸缩杆（413），所述第一连接杆（412）通过

铰接轴可转动的设置在其中一个靠近双轴电机（320）的支撑板（42）的顶部，两个伸缩杆

（413）呈对称设置在第一连接杆（412）远离铰接轴的一端外壁上，所述套杆（410）套设在插

杆（40）的外壁上，套杆（410）和第一连接杆（412）分别与每个伸缩杆（413）的两端固定连接，

所述插销（411）插设在套杆（410）上，插杆（40）的内壁上设有插孔，所述插销（411）与插孔插

接，并且套杆（410）和第一连接杆（412）之间呈对称设置有两个拉簧（414），套杆（410）和第

一连接杆（412）分别与每个拉簧（414）的两端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荸荠表皮去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双轴电机（320）的

另一个输出端上套设有第一锥齿轮（327），所述铰接轴远离第一连接杆（412）的一端套设有

第二锥齿轮（328），所述第一锥齿轮（327）与第二锥齿轮（328）啮合连接，并且第一锥齿轮

（327）比第二锥齿轮（328）大。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荸荠表皮去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块（331）的两端

呈对称设置有两个第二连接杆（334），每个第二连接杆（334）的底部均固定设有刮板（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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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刀（31）的旁侧呈对称设置有两个隔离罩（10），每个隔离罩（10）的内壁均为斜角结构，并

且每个刮板（335）均与一个隔离罩（10）的内壁贴合连接，每个隔离罩（10）的顶部均开设有

可供第二连接杆（334）滑动的避让缺口，底座（1）的顶部设有第一收集盒（110），所述第一收

集盒（110）位于两个隔离罩（10）的下方。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荸荠表皮去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刮刀（31）呈V型结

构，滑块（331）的底部固定设有弹性杆（310），所述弹性杆（310）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安装块，

所述刮刀（31）与安装块的底部通过螺栓固定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荸荠表皮去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滑槽的内部固定设

有限位杆（336），所述限位杆（336）与滑块（331）插接，并且限位杆（336）的外壁上套设有伸

缩弹簧（337），滑槽的内壁和滑块（331）靠近伸缩弹簧（337）的一端外壁分别与伸缩弹簧

（337）的两端固定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荸荠表皮去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插杆（40）的下方呈

倾斜设置有送料滑道（12），底座（1）的顶部设有第二收集盒（120），所述送料滑道（12）的底

部与第二收集盒（120）的顶部搭接。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荸荠表皮去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送料滑道（12）的

底部与底座（1）的顶部通过两个支撑杆固定连接，并且底座（1）的顶部呈对称设置有两个限

位块，每个限位块的底部均与底座（1）的顶部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收集盒（120）位于两个限

位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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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荸荠表皮去除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机械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荸荠表皮去除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荸荠是莎草科、荸荠属植物。匍匐根状茎瘦长。秆多数，丛生，笔直，细长，圆柱状，

高40-100多厘米，直径2-3毫米，灰绿色，光滑，无毛，有横隔膜，干后秆的表面现有节，兼有

许多纵条纹。叶缺如，仅在秆的基部有2-3个叶鞘；鞘淡棕色，光滑，无毛，膜质，抱茎，鞘口

斜，顶端急尖，长7-15厘米。小穗圆柱状，长2-4厘米，直径约3毫米，苍白微绿色。小坚果倒卵

形，扁双凸状，长2毫米，宽1.2毫米，平滑，顶端不缢缩，黄色，表面细胞呈四至六角形；花柱

基扁，狭长三角形，不为海绵质，基部具不明显的环，环的质地与小坚果相同，只色泽较淡。

花果期5-10月。

[0003] 荸荠无论从药用还是食用价值都很丰富，是家居常食的水果或菜品的辅料，但荸

荠去皮非常麻烦。现有的荸荠去皮人们还是使用小刀一个一个地将荸荠皮削下，去皮效率

很低，劳动强度较大，远不能满足市场对荸荠的需要，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荸荠深加工产品

的发展。

[0004] 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

1.通常由人工使用小刀进行削皮，削皮速度慢，同时一次只能对一个荸荠削皮，工作效

率低，且劳动强度大。

[0005] 2.人工在进行削皮时，小刀锋利，容易受伤，因而具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削下

来的荸荠表皮容易造成堆积，其粘附在地面后，也不方便清理，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0006] 根据现有技术的不足，因而有必要设计一种自动代替人工，削皮速度快，工作效率

高，去皮效果更好，同时能将去除的外皮收集，防止造成环境污染，且安全隐患较小的荸荠

表皮去除设备。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荸荠表皮去除设备。

[0008] 为达此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提供一种荸荠表皮去除设备，包括底座，还包括控制器、削皮机构和旋转机构，所述控

制器固定设在底座的顶部，所述削皮机构设在底座的顶部以用来去除荸荠表皮，削皮机构

包括顶板、刮刀、驱动组件和滑动组件，所述顶板固定设在底座的顶部，底座的顶部设有立

板，所述驱动组件设在立板的外壁上，并且驱动组件与顶板插接，所述滑动组件设在顶板的

底部，所述刮刀固定设在滑动组件的底部，所述旋转机构设在底座的顶部以用来旋转荸荠，

并且旋转机构位于削皮机构的下方，旋转机构包括插杆、锁紧组件和两个支撑板，两个支撑

板呈对称设置在底座的顶部，所述插杆可转动的设置在其中一个支撑板的顶部，所述锁紧

组件可转动的设置在另一个支撑板的顶部，并且锁紧组件与驱动组件传动连接，所述驱动

组件与控制器为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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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进一步的，所述驱动组件包括双轴电机、转轮、飞轮、皮带和旋转轴，所述双轴电机

呈竖直设在立板的外壁上，所述转轮套设在双轴电机的一个输出端上，顶板的顶部固定设

有安装板，所述旋转轴可转动的设置在安装板上，并且旋转轴穿过顶板，所述飞轮套设在旋

转轴的外壁上，所述皮带套设在转轮和飞轮之间，所述双轴电机与控制器电连接。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滑动组件包括滑板、滑块、滚轮和牵引绳，所述滑板通过两个滑条

滑动设置在顶板的底部，所述滚轮可转动的设置在滑板的底部，所述顶板的底部开设有滑

槽，所述滑块滑动设置在滑槽的内部，顶板的底部设有固定块，所述牵引绳套设在滚轮的外

壁上，并且滑块和固定块分别与牵引绳的两端固定连接，所述旋转轴的底部固定设有连杆，

所述连杆远离旋转轴的一端固定设有牵引杆，滑板远离滑块的一端呈一体成型设置有弧形

槽，所述牵引杆与弧形槽插接。

[0011] 进一步的，所述锁紧组件包括套杆、插销、第一连接杆和两个伸缩杆，所述第一连

接杆通过铰接轴可转动的设置在其中一个靠近双轴电机的支撑板的顶部，两个伸缩杆呈对

称设置在第一连接杆远离铰接轴的一端外壁上，所述套杆套设在插杆的外壁上，套杆和第

一连接杆分别与每个伸缩杆的两端固定连接，所述插销插设在套杆上，插杆的内壁上设有

插孔，所述插销与插孔插接，并且套杆和第一连接杆之间呈对称设置有两个拉簧，套杆和第

一连接杆分别与每个拉簧的两端固定连接。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双轴电机的另一个输出端上套设有第一锥齿轮，所述铰接轴远离

第一连接杆的一端套设有第二锥齿轮，所述第一锥齿轮与第二锥齿轮啮合连接，并且第一

锥齿轮比第二锥齿轮大。

[0013] 进一步的，所述滑块的两端呈对称设置有两个第二连接杆，每个第二连接杆的底

部均固定设有刮板，刮刀的旁侧呈对称设置有两个隔离罩，每个隔离罩的内壁均为斜角结

构，并且每个刮板均与一个隔离罩的内壁贴合连接，每个隔离罩的顶部均开设有可供第二

连接杆滑动的避让缺口，底座的顶部设有第一收集盒，所述第一收集盒位于两个隔离罩的

下方。

[0014] 进一步的，所述刮刀呈V型结构，滑块的底部固定设有弹性杆，所述弹性杆的底部

固定连接有安装块，所述刮刀与安装块的底部通过螺栓固定连接。

[0015] 进一步的，所述滑槽的内部固定设有限位杆，所述限位杆与滑块插接，并且限位杆

的外壁上套设有伸缩弹簧，滑槽的内壁和滑块靠近伸缩弹簧的一端外壁分别与伸缩弹簧的

两端固定连接。

[0016] 进一步的，所述插杆的下方呈倾斜设置有送料滑道，底座的顶部设有第二收集盒，

所述送料滑道的底部与第二收集盒的顶部搭接。

[0017] 进一步的，所述送料滑道的底部与底座的顶部通过两个支撑杆固定连接，并且底

座的顶部呈对称设置有两个限位块，每个限位块的底部均与底座的顶部固定连接，所述第

二收集盒位于两个限位块之间。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1.本发明通过设计刮刀、驱动组件和滑动组件，通过驱动组件启动滑动组件，从而通过

滑块带动刮刀自动对荸荠进行削皮，利用自动化的方式代替了人工削皮的方式，提升了削

皮速度，进而提高了荸荠去皮的效率，降低了劳动强度和安全隐患。

[0019] 2.本发明通过设计旋转机构，即插杆、锁紧组件和两个支撑板，先将荸荠穿设在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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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上，然后通过锁紧组件连接插杆，从而使得插杆上的若干个荸荠能够在刮刀削皮的同时，

同步旋转，进而保证荸荠的所有表皮均被削到，提升了去除效果，避免了由人工削皮带来的

表皮残留问题。

[0020] 3.综合1和2  两条有益效果，通过设计第一锥齿轮和第二锥齿轮，并将第一锥齿轮

设计成比第二锥齿轮大，利用增速式设计结构，使得驱动组件在带动刮刀缓速水平滑动削

皮的同时，能够同步带动插杆上的所有荸荠进行快速旋转，从而保证所有的荸荠均能被有

效去皮，相较于现有技术，实现了荸荠的批量去皮，提升了加工效率，同时有利于扩大产量，

提高收益。

[0021] 4.本发明通过设计两组对称的刮板、第二连接杆和隔离罩，并将两个第二连接杆

均与滑块固定设计，在滑块滑动的同时，能将刮刀带出飞散粘附在隔离罩内壁上的荸荠表

皮刮落至第一收集盒的内部，相较于现有技术，能防止刮除后荸荠表皮的堆积和粘附地面

的问题，方便了荸荠表皮的后续清理，同时避免了环境污染。

[0022] 5.综合1、2和4三条有益效果，在对荸荠表皮去除的同时，能够同步带动插杆上的

若干个荸荠旋转，保证荸荠的所有表皮均能被有效去除，同时在去皮的同时，又能同步对削

下的荸荠表皮进行刮除，并刮落至第一收集盒的内部收集，防止造成污染，多个机构仅靠同

一驱动源，即双轴电机电动，降低了本设备的电耗，同时有利于降低荸荠的去皮成本。

[0023] 6.V型结构的刮刀设计在刮刀滑动时能对荸荠外圈的表皮进行刮除，而当刮刀每

次滑动至每两个荸荠之间时，又能够顺利对荸荠的两端的剩余表皮进行刮除，从而将荸荠

的所有表皮均刮除干净，进而提升去皮效率，弹性杆的设计给予刮刀一定的弹性，在实现削

皮的同时，又能保证刮刀不受阻挡，顺利滑动，并且能满足不同大小的荸荠的去皮要求，进

一步提升了本设备的灵活性和实用性。

附图说明

[002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作简

单地介绍。

[0025]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一；

图2为图1中的A处放大图；

图3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二；

图4为图3中的B处放大图；

图5为本发明弹性杆和刮刀的平面剖视图；

图6为本发明滑动组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7为图6中的C处放大图；

图8为本发明锁紧组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9为图8中的D处放大图；

图中：底座1，隔离罩10，第一收集盒110，送料滑道12，第二收集盒120，控制器2，削皮机

构3，顶板30，固定块300，刮刀31，弹性杆310，驱动组件32，双轴电机320，转轮321，飞轮322，

皮带323，旋转轴324，连杆325，牵引杆326，第一锥齿轮327，第二锥齿轮328，滑动组件33，滑

板330，滑块331，滚轮332，牵引绳333，第二连接杆334，刮板335，限位杆336，伸缩弹簧337，

旋转机构4，插杆40，锁紧组件41，套杆410，插销411，第一连接杆412，伸缩杆413，拉簧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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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板42。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具体实施方式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27] 其中，附图仅用于示例性说明，表示的仅是示意图，而非实物图，不能理解为对本

专利的限制；为了更好地说明本发明的实施例，附图某些部件会有省略、放大或缩小，并不

代表实际产品的尺寸。

[0028] 参照图1至图9所示的一种荸荠表皮去除设备，包括底座1，还包括控制器2、削皮机

构3和旋转机构4，所述控制器2固定设在底座1的顶部，所述削皮机构3设在底座1的顶部以

用来去除荸荠表皮，削皮机构3包括顶板30、刮刀31、驱动组件32和滑动组件33，所述顶板30

固定设在底座1的顶部，底座1的顶部设有立板，所述驱动组件32设在立板的外壁上，并且驱

动组件32与顶板30插接，所述滑动组件33设在顶板30的底部，所述刮刀31固定设在滑动组

件33的底部，所述旋转机构4设在底座1的顶部以用来旋转荸荠，并且旋转机构4位于削皮机

构3的下方，旋转机构4包括插杆40、锁紧组件41和两个支撑板42，两个支撑板42呈对称设置

在底座1的顶部，所述插杆40可转动的设置在其中一个支撑板42的顶部，所述锁紧组件41可

转动的设置在另一个支撑板42的顶部，并且锁紧组件41与驱动组件32传动连接，所述驱动

组件32与控制器2为电性连接。

[0029] 所述驱动组件32包括双轴电机320、转轮321、飞轮322、皮带323和旋转轴324，所述

双轴电机320呈竖直设在立板的外壁上，所述转轮321套设在双轴电机320的一个输出端上，

顶板30的顶部固定设有安装板，所述旋转轴324可转动的设置在安装板上，并且旋转轴324

穿过顶板30，所述飞轮322套设在旋转轴324的外壁上，所述皮带323套设在转轮321和飞轮

322之间，所述双轴电机320与控制器2电连接，当若干个荸荠被穿插好后，通过控制器2启动

双轴电机320，因而带动转轮321旋转，由于转轮321与飞轮322通过皮带323套接，飞轮322与

旋转轴324套接，又因为旋转轴324与安装板转动连接，又与顶板30插接，从而带动旋转轴

324旋转。

[0030] 所述滑动组件33包括滑板330、滑块331、滚轮332和牵引绳333，所述滑板330通过

两个滑条滑动设置在顶板30的底部，所述滚轮332可转动的设置在滑板330的底部，所述顶

板30的底部开设有滑槽，所述滑块331滑动设置在滑槽的内部，顶板30的底部设有固定块

300，所述牵引绳333套设在滚轮332的外壁上，并且滑块331和固定块300分别与牵引绳333

的两端固定连接，所述旋转轴324的底部固定设有连杆325，所述连杆325远离旋转轴324的

一端固定设有牵引杆326，滑板330远离滑块331的一端呈一体成型设置有弧形槽，所述牵引

杆326与弧形槽插接，当旋转轴324旋转时，由于连杆325与旋转轴324固定连接，连杆325与

牵引杆326固定连接，因而带动牵引杆326旋转，又因为牵引杆326与滑板330上的弧形槽插

接，滑板330与顶板30滑动连接，因而带动滑板330向靠近滑块331的一端滑动，由于滚轮332

与滑板330转动连接，滑块331与顶板30滑动连接，固定块300与顶板30固定连接，牵引绳333

与滚轮332套接，滑块331和固定块300分别与牵引绳333的两端固定连接，进而利用牵引绳

333的拉力和滚轮332的转动带动滑块331向远离滑板330的一端水平滑动，进一步带动滑块

331底部的刮刀31水平滑动。

[0031] 所述锁紧组件41包括套杆410、插销411、第一连接杆412和两个伸缩杆413，所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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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接杆412通过铰接轴可转动的设置在其中一个靠近双轴电机320的支撑板42的顶部，两

个伸缩杆413呈对称设置在第一连接杆412远离铰接轴的一端外壁上，所述套杆410套设在

插杆40的外壁上，套杆410和第一连接杆412分别与每个伸缩杆413的两端固定连接，所述插

销411插设在套杆410上，插杆40的内壁上设有插孔，所述插销411与插孔插接，并且套杆410

和第一连接杆412之间呈对称设置有两个拉簧414，套杆410和第一连接杆412分别与每个拉

簧414的两端固定连接，在进行荸荠的去皮工作前，首先将荸荠两端的根茎用刀平切除去，

然后以荸荠的中心为基点依次将其等间距穿插在插杆40的外壁上，一次可穿插若干个，待

穿好后，将套杆410拉至与套杆410插接状态，然后用插销411穿过套杆410，直至插入插杆40

上的插孔内部，此时，两个伸缩杆413为伸开状态，即将套杆410、插杆40和连接杆连为一体

状态，是为了保证若干个荸荠能够在去皮时旋转，从而使得其表面的外皮均能被去除，两个

拉簧414和两个伸缩杆413的设计能够使得套杆410在从插杆40上拔出时，能够自动缩回至

靠近连接杆的一端，进而保证去皮后的荸荠能够顺利下料。

[0032] 所述双轴电机320的另一个输出端上套设有第一锥齿轮327，所述铰接轴远离第一

连接杆412的一端套设有第二锥齿轮328，所述第一锥齿轮327与第二锥齿轮328啮合连接，

并且第一锥齿轮327比第二锥齿轮328大，在刮刀31缓速水平滑动的同时，由于第一锥齿轮

327与双轴电机320的输出端套接，第一锥齿轮327和第二锥齿轮328啮合连接，第二锥齿轮

328与铰接轴套接，铰接轴与第一连接杆412固定连接，从而带动第一连接杆412旋转，将第

一锥齿轮327设计成比第二锥齿轮328大，是起到增速作用，保证刮刀31在缓速水平滑动的

同时，若干个荸荠跟随第一连接杆412快速旋转，进而保证每个荸荠的表皮均能被有效刮

除。

[0033] 所述滑块331的两端呈对称设置有两个第二连接杆334，每个第二连接杆334的底

部均固定设有刮板335，刮刀31的旁侧呈对称设置有两个隔离罩10，每个隔离罩10的内壁均

为斜角结构，并且每个刮板335均与一个隔离罩10的内壁贴合连接，每个隔离罩10的顶部均

开设有可供第二连接杆334滑动的避让缺口，底座1的顶部设有第一收集盒110，所述第一收

集盒110位于两个隔离罩10的下方，在进行荸荠去皮的同4时，刮下的表皮会以插杆40为基

点向由内而外向其两端飞散，此时两个隔离罩10用来挡住飞散出来的表皮，由于表皮存在

一定水分，因而容易粘附在隔离罩10的内壁上，两个刮板335均通过第二连接杆334跟随滑

块331水平滑动的同时，同步对飞散后粘附在隔离罩10内壁上的荸荠表皮进行刮除，从而将

其刮落至第一收集盒110的内部，并进行收集，有效防止现有技术中荸荠表皮刮除后随意堆

积和粘在地面的问题，解决了清理不便的问题，同时避免了环境污染。

[0034] 所述刮刀31呈V型结构，滑块331的底部固定设有弹性杆310，所述弹性杆310的底

部固定连接有安装块，所述刮刀31与安装块的底部通过螺栓固定连接，V型结构的刮刀31设

计在刮刀31滑动时能对荸荠外圈的表皮进行刮除，而当刮刀31每次滑动至每两个荸荠之间

时，又能够顺利对荸荠的两端的剩余表皮进行刮除，从而将荸荠的所有表皮均刮除干净，进

而提升去皮效率，弹性杆310的设计给予刮刀31一定的弹性，在实现削皮的同时，又能保证

刮刀31不受阻挡，顺利滑动，并且能满足不同大小的荸荠的去皮要求，进一步提升了本设备

的灵活性和实用性。

[0035] 所述滑槽的内部固定设有限位杆336，所述限位杆336与滑块331插接，并且限位杆

336的外壁上套设有伸缩弹簧337，滑槽的内壁和滑块331靠近伸缩弹簧337的一端外壁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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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伸缩弹簧337的两端固定连接，伸缩弹簧337起到保证刮刀31缓速滑动的作用，限位杆336

一是保证滑块331的平稳滑动，从而保证刮刀31平稳滑动，二是用来防止伸缩弹簧337变形，

从而有利于延长伸缩弹簧337的使用寿命，提升本设备整体的实用性。

[0036] 所述插杆40的下方呈倾斜设置有送料滑道12，底座1的顶部设有第二收集盒120，

所述送料滑道12的底部与第二收集盒120的顶部搭接，当套杆410从插杆40上取下后，通过

人工将荸荠逐一从插杆40上向送料滑道12上拨落，然后由送料滑道12滑入第二收集盒120

的内部，进行收集。

[0037] 所述送料滑道12的底部与底座1的顶部通过两个支撑杆固定连接，并且底座1的顶

部呈对称设置有两个限位块，每个限位块的底部均与底座1的顶部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收集

盒120位于两个限位块之间，两个限位块用来挡住第二收集盒120的两端，从而防止其发生

位移，保证削皮后的荸荠能从送料滑道12顺利进入第二收集盒120输内。

[0038]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在进行荸荠的去皮工作前，首先将荸荠两端的根茎用刀平切

除去，然后以荸荠的中心为基点依次将其等间距穿插在插杆40的外壁上，一次可穿插若干

个，待穿好后，将套杆410拉至与套杆410插接状态，然后用插销411穿过套杆410，直至插入

插杆40上的插孔内部，此时，两个伸缩杆413为伸开状态，即将套杆410、插杆40和连接杆连

为一体状态，是为了保证若干个荸荠能够在去皮时旋转，从而使得其表面的外皮均能被去

除，两个拉簧414和两个伸缩杆413的设计能够使得套杆410在从插杆40上拔出时，能够自动

缩回至靠近连接杆的一端，进而保证去皮后的荸荠能够顺利下料。

[0039] 当若干个荸荠被穿插好后，通过控制器2启动双轴电机320，因而带动转轮321旋

转，由于转轮321与飞轮322通过皮带323套接，飞轮322与旋转轴324套接，又因为旋转轴324

与安装板转动连接，又与顶板30插接，从而带动旋转轴324旋转。

[0040] 当旋转轴324旋转时，由于连杆325与旋转轴324固定连接，连杆325与牵引杆326固

定连接，因而带动牵引杆326旋转，又因为牵引杆326与滑板330上的弧形槽插接，滑板330与

顶板30滑动连接，因而带动滑板330向靠近滑块331的一端滑动，由于滚轮332与滑板330转

动连接，滑块331与顶板30滑动连接，固定块300与顶板30固定连接，牵引绳333与滚轮332套

接，滑块331和固定块300分别与牵引绳333的两端固定连接，进而利用牵引绳333的拉力和

滚轮332的转动带动滑块331向远离滑板330的一端水平滑动，进一步带动滑块331底部的刮

刀31水平滑动，伸缩弹簧337起到保证刮刀31缓速滑动的作用，限位杆336一是保证滑块331

的平稳滑动，从而保证刮刀31平稳滑动，二是用来防止伸缩弹簧337变形，从而有利于延长

伸缩弹簧337的使用寿命，提升本设备整体的实用性。

[0041] 在刮刀31缓速水平滑动的同时，由于第一锥齿轮327与双轴电机320的输出端套

接，第一锥齿轮327和第二锥齿轮328啮合连接，第二锥齿轮328与铰接轴套接，铰接轴与第

一连接杆412固定连接，从而带动第一连接杆412旋转，将第一锥齿轮327设计成比第二锥齿

轮328大，是起到增速作用，保证刮刀31在缓速水平滑动的同时，若干个荸荠跟随第一连接

杆412快速旋转，进而保证每个荸荠的表皮均能被有效刮除。

[0042] V型结构的刮刀31设计在刮刀31滑动时能对荸荠外圈的表皮进行刮除，而当刮刀

31每次滑动至每两个荸荠之间时，又能够顺利对荸荠的两端的剩余表皮进行刮除，从而将

荸荠的所有表皮均刮除干净，进而提升去皮效率，弹性杆310的设计给予刮刀31一定的弹

性，在实现削皮的同时，又能保证刮刀31不受阻挡，顺利滑动，并且能满足不同大小的荸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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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去皮要求，进一步提升了本设备的灵活性和实用性。

[0043] 在进行荸荠去皮的同4时，刮下的表皮会以插杆40为基点向由内而外向其两端飞

散，此时两个隔离罩10用来挡住飞散出来的表皮，由于表皮存在一定水分，因而容易粘附在

隔离罩10的内壁上，两个刮板335均通过第二连接杆334跟随滑块331水平滑动的同时，同步

对飞散后粘附在隔离罩10内壁上的荸荠表皮进行刮除，从而将其刮落至第一收集盒110的

内部，并进行收集，有效防止现有技术中荸荠表皮刮除后随意堆积和粘在地面的问题，解决

了清理不便的问题，同时避免了环境污染。

[0044] 当荸荠去皮结束，将插销411拔出，然后将套杆410从插杆40上拔下，再通过人工将

荸荠逐一从插杆40上向送料滑道12上拨落，然后由送料滑道12滑入第二收集盒120的内部，

进行收集，两个限位块用来挡住第二收集盒120的两端，从而防止其发生位移，保证削皮后

的荸荠能从送料滑道12顺利进入第二收集盒120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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