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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香菇渣料收集处理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香菇加工技术领域，尤其为

一种香菇渣料收集处理装置，包括处理箱，所述

处理箱内部设有过滤板，所述收集箱的内部设有

第一过滤网，所述过滤板的下方设有导板，所述

回收箱的内部设有第二过滤网，所述处理箱的顶

部开设有条形槽，所述条形槽的顶部设有支撑

架，所述支撑架的前后侧壁均开设有滑槽，所述

支撑板的中部贯穿设有滑杆，所述滑杆的底部设

有清洁刷，所述水箱的右侧设有水泵，所述水泵

的前侧设有软管，所述软管的底部设有喷头，本

实用新型在清洁刷和喷头的配合下对过滤板上

堵塞的渣料进行清理，提高过滤板的过滤效果，

清理后的渣料沿着导板导向回收箱内经过第二

过滤网进行过滤，使渣料留在第二过滤网的顶

部，提高渣料收集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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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香菇渣料收集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处理箱，所述处理箱的顶部开设有进

料口，所述处理箱的内部设置有过滤板，所述过滤板的左右侧壁分别与处理箱的左右侧壁

固定连接，所述处理箱的左侧开设有出料口，所述出料口的左侧设置有导料槽，所述处理箱

的左侧且位于出料口的下方设置有收集箱，所述收集箱的内部设置有第一过滤网，所述处

理箱的内部且位于过滤板的下方设置有导板，所述处理箱的右侧壁开设有导液口，所述导

液口的右侧设置有导液槽，所述处理箱的右侧且位于导液口的下方设置有回收箱，所述回

收箱的内部设置有第二过滤网，所述处理箱的顶部开设有条形槽，所述条形槽的顶部设置

有支撑架，所述支撑架的前后侧壁均开设有滑槽，所述滑槽的内部滑动连接有支撑板，所述

支撑板的前后两端均设置有挡板，所述支撑板的中部贯穿设置有滑杆，所述滑杆的底部固

定连接有清洁刷，所述支撑架的前后两侧均设置有固定板，所述固定板的中部滑动连接有

限位杆，所述滑杆的外壁开设有限位孔，所述限位杆贯穿限位孔，所述限位杆的后侧开设有

通孔，所述通孔的内部设置有插杆，所述处理箱的顶部设置有水箱，所述水箱的右侧设置有

水泵，所述水泵的左侧设置有抽水管，所述抽水管的左侧与水箱连接，所述水泵的前侧设置

有软管，所述软管的底部设置有喷头，所述支撑板的右侧设置有固定卡，所述支撑板通过固

定卡与软管进行固定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香菇渣料收集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过滤网与

第二过滤网均为自后向前向下倾斜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香菇渣料收集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料槽与导液

槽的形状均设置为弧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香菇渣料收集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杆的前侧

设置有限位板。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香菇渣料收集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两个所述挡板靠近

支撑架的一侧均设置有滚珠，所述滚珠设置在挡板的上下两侧，所述支撑板的前后侧壁均

开设有与滚珠相适配的滚珠槽。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香菇渣料收集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箱的后侧设

置有透明加液管，所述透明加液管的形状设置成L型。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香菇渣料收集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杆的顶部设

置有手提把。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香菇渣料收集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口的顶部

设置有扩口状的料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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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香菇渣料收集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香菇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香菇渣料收集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香菇是一种久负盛名的珍贵食用菌，随着现代种植技术的发展，香菇的产量也随

之增长，香菇越来越多的走进生活和生产中，香菇作为食用菌的一种，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

常高的，香菇多糖是从优质香菇子实体中提取的有效活性成分，是香菇的主要有效成分是

一种宿主免疫增强剂，临床与药理研究表明，香菇多糖具有抗病毒、抗肿瘤、调节免疫功能

和刺激干扰素形成等作用，香菇经过提取后提取液混合着香菇渣料出料，需要将提取液和

香菇渣料进行分离，然后对香菇渣料进行收集以再利用。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现有的香菇渣料收集处理装置通常使用过滤网将渣料和水进行分离，由于过滤网

面积有限，当过滤网表面沉积较多的渣料的时候，过滤网会被完全堵塞，如果不及时对过滤

网进行清理，会严重影响渣料处理的效果，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香菇渣料收集处理装置，

通过设置滑杆、支撑板、清洁刷、挡板、滑槽、支撑架、水箱、软管和喷头等主要组件，在清洁

刷和喷头的配合下对过滤板上堵塞的渣料进行清理，使渣料透过网孔掉落到导板上，提高

过滤板的过滤效果，清理后的渣料沿着导板导向回收箱内经过第二过滤网进行过滤，使渣

料留在第二过滤网的顶部，提高渣料收集的效率。

[0004] 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香菇渣料收集处理装置，包括处理箱，所述处

理箱的顶部开设有进料口，所述处理箱的内部设置有过滤板，所述过滤板的左右侧壁分别

与处理箱的左右侧壁固定连接，所述处理箱的左侧开设有出料口，所述出料口的左侧设置

有导料槽，所述处理箱的左侧且位于出料口的下方设置有收集箱，所述收集箱的内部设置

有第一过滤网，所述处理箱的内部且位于过滤板的下方设置有导板，所述处理箱的右侧壁

开设有导液口，所述导液口的右侧设置有导液槽，所述处理箱的右侧且位于导液口的下方

设置有回收箱，所述回收箱的内部设置有第二过滤网，所述处理箱的顶部开设有条形槽，所

述条形槽的顶部设置有支撑架，所述支撑架的前后侧壁均开设有滑槽，所述滑槽的内部滑

动连接有支撑板，所述支撑板的前后两端均设置有挡板，所述支撑板的中部贯穿设置有滑

杆，所述滑杆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清洁刷，所述支撑架的前后两侧均设置有固定板，所述固定

板的中部滑动连接有限位杆，所述滑杆的外壁开设有限位孔，所述限位杆贯穿限位孔，所述

限位杆的后侧开设有通孔，所述通孔的内部设置有插杆，所述处理箱的顶部设置有水箱，所

述水箱的右侧设置有水泵，所述水泵的左侧设置有抽水管，所述抽水管的左侧与水箱连接，

所述水泵的前侧设置有软管，所述软管的底部设置有喷头，所述支撑板的右侧设置有固定

卡，所述支撑板通过固定卡与软管进行固定连接。

[0005] 其中，所述第一过滤网与第二过滤网均为自后向前向下倾斜设置；通过将第一过

滤网和第二过滤网的形状均设置成倾斜状，当香菇渣料进入收集箱和回收箱内后，香菇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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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留在第一过滤网和第二过滤网的顶部，且分别沿着第一过滤网和第二过滤网导到收集箱

和回收箱的前侧，便于对香菇渣料进行集中收集。

[0006] 其中，所述导料槽与导液槽的形状均设置为弧形；通过将导料槽和导液槽的形状

均设置成弧形，弧形的导料槽能够将过滤板上滑落下来的香菇渣料导到收集箱内，弧形的

导液槽能够将导板上流下来的水导到回收箱内，从而能够防止香菇渣料和水洒落到地面

上。

[0007] 其中，所述限位杆的前侧设置有限位板；将限位杆插入限位孔对滑杆进行支撑限

位时，限位杆的后端通过插杆与后侧的固定板进行固定，固定杆的前端通过前侧的限位板

进行限位，从而能够防止限位杆从固定板上滑脱。

[0008] 其中，两个所述挡板靠近支撑架的一侧均设置有滚珠，所述滚珠设置在挡板的上

下两侧，所述支撑板的前后侧壁均开设有与滚珠相适配的滚珠槽；通过在挡板与支撑架接

触的一面上设置滚珠，当对过滤板进行清理时，将插杆从通孔上取下，将限位杆从限位孔上

抽出来，将滑杆沿着支撑板向下移动，再将滑杆向左向右来回移动，带动支撑板沿着滑槽来

回滑动，带动着清洁刷沿着过滤板来回滑动，对过滤板上的网孔进行清理，带动挡板沿着支

撑板的侧壁来回滑动，同时使滚珠沿着滚珠槽滑动，能够使支撑板、挡板沿着支撑架滑动的

更加顺畅，从而能够使清洁刷对过滤板进行更好的清理，提高处理的效率。

[0009] 其中，所述水箱的后侧设置有透明加液管，所述透明加液管的形状设置成L型；在

水箱的后侧设置L型状的透明加液管，能够通过L型状的透明加液管观察到水箱内的液位剩

余量，便于及时向水箱内进行加水，且在加水过程中能够观察到水箱内水位的涨幅状况，防

止水从透明加水管溢出来。

[0010] 其中，所述滑杆的顶部设置有手提把；通过在滑杆的顶部设置手提把，通过握住手

提把，便于对过滤板进行清理。

[0011] 其中，所述进料口的顶部设置有扩口状的料斗；通过在进料口的顶部设置扩口状

的料斗，能够将待处理的香菇渣料和水沿着料斗加入到处理箱内进行处理。

[001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在使用本处理装置时，将待处理的香菇渣料和水沿着

料斗加入到处理箱内，进入处理箱内的香菇渣料和水经过过滤板过滤，水透过过滤板上的

网孔滴落到导板上，沿着导板导到导液口，沿着经过导液口导到回收箱内，香菇渣料沿着倾

斜的过滤板导到出料口处，经过出料口导到收集箱内，在处理箱内设置第一过滤网，能够对

进入到收集箱内的香菇渣料进行二次过滤，使香菇渣料中的水与香菇渣料进行分离，提高

收集的效率，在处理香菇渣料的过程中，过滤板上的网孔会堵塞部分香菇渣料，如果不进行

清理会给后续处理香菇渣料带来很大的不便，通过打开水泵，使水泵通过抽水管和软管将

水箱内的水抽出，再通过喷头喷出来，同时将插杆从通孔内取出，将限位杆沿着限位孔向前

抽动，使限位杆解除对滑杆的限制，将滑杆沿着支撑板向下移动，直到清洁刷的底部抵触到

过滤板，再将滑杆向左、向右来回移动，带动支撑板沿着滑槽向左、向右来回滑动，带动着清

洁刷沿着过滤板来回滑动，同时带动着软管和喷头进行移动，在喷头和清洁刷的配合下对

过滤板上的网孔进行清理，使过滤板上堵塞的香菇渣料随着水一起流到导板上，再沿着倾

斜的导板滑落到回收箱内，在回收箱内设置第二过滤网，能够将香菇渣料和水进行分离，将

香菇渣料留到第二过滤网上，通过将第一过滤网和第二过滤网的形状均设置成倾斜状，能

够将第一过滤网和第二过滤网上的香菇渣料分别集中导到收集箱和回收箱的前侧，便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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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箱和回收箱内的香菇渣料进行集中收集，提高收集的效率；

[0013] 通过在水箱的后侧设置L型状的透明加液管，能够通过L型状的透明加液管观察到

水箱内的液位剩余量，便于及时向水箱内进行加水，且在加水过程中能够观察到水箱内水

位的涨幅状况，防止水从透明加水管溢出来。

[0014] 该装置中未涉及部分均与现有技术相同或可采用现有技术加以实现。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左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后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正视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右视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中A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1、处理箱；2、进料口；3、过滤板；4、出料口；5、导料槽；6、收集箱；7、第一过滤

网；8、导板；9、导液口；10、导液槽；11、回收箱；12、第二过滤网；13、支撑架；14、滑槽；15、支

撑板；16、挡板；17、滑杆；18、清洁刷；19、固定板；20、限位杆；21、限位孔；22、插杆；23、水箱；

24、水泵；25、抽水管；26、软管；27、喷头；28、限位板；29、滚珠；30、滚珠槽；31、透明加液管；

32、手提把；33、料斗。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请参阅图1‑图5，本实用新型提供以下技术方案：一种香菇渣料收集处理装置，包

括处理箱1，所述处理箱1的顶部开设有进料口2，所述处理箱1的内部设置有过滤板3，所述

过滤板3的左右侧壁分别与处理箱1的左右侧壁固定连接，所述处理箱1的左侧开设有出料

口4，所述出料口4的左侧设置有导料槽5，所述处理箱1的左侧且位于出料口4的下方设置有

收集箱6，所述收集箱6的内部设置有第一过滤网7，所述处理箱1的内部且位于过滤板3的下

方设置有导板8，所述处理箱1的右侧壁开设有导液口9，所述导液口9的右侧设置有导液槽

10，所述处理箱1的右侧且位于导液口9的下方设置有回收箱11，所述回收箱11的内部设置

有第二过滤网12，所述处理箱1的顶部开设有条形槽，所述条形槽的顶部设置有支撑架13，

所述支撑架13的前后侧壁均开设有滑槽14，所述滑槽14的内部滑动连接有支撑板15，所述

支撑板15的前后两端均设置有挡板16，所述支撑板15的中部贯穿设置有滑杆17，所述滑杆

17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清洁刷18，所述支撑架13的前后两侧均设置有固定板19，所述固定板

19的中部滑动连接有限位杆20，所述滑杆17的外壁开设有限位孔21，所述限位杆20贯穿限

位孔21，所述限位杆20的后侧开设有通孔，所述通孔的内部设置有插杆22，所述处理箱1的

顶部设置有水箱23，所述水箱23的右侧设置有水泵24，所述水泵24的左侧设置有抽水管25，

所述抽水管25的左侧与水箱23连接，所述水泵24的前侧设置有软管26，所述软管26的底部

设置有喷头27，所述支撑板15的右侧设置有固定卡，所述支撑板15通过固定卡与软管26进

行固定连接。

[0022] 所述第一过滤网7与第二过滤网12均为自后向前向下倾斜设置；通过将第一过滤

网7和第二过滤网12的形状均设置成倾斜状，当渣料进入收集箱6和回收箱11内后，渣料留

在第一过滤网7和第二过滤网12的顶部，且分别沿着第一过滤网7和第二过滤网12导到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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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6和回收箱11的前侧，便于对渣料进行集中收集。

[0023] 所述导料槽5与导液槽10的形状均设置为弧形；通过将导料槽5和导液槽10的形状

均设置成弧形，弧形的导料槽5能够将过滤板3上滑落下来的渣料导到收集箱6内，弧形的导

液槽10能够将导板8上流下来的水导到回收箱11内，从而能够防止渣料和水洒落到地面上。

[0024] 所述限位杆20的前侧设置有限位板28；将限位杆20插入限位孔21对滑杆17进行支

撑限位时，限位杆20的后端通过插杆22与后侧的固定板19进行固定，固定杆的前端通过前

侧的限位板28进行限位，从而能够防止限位杆20从固定板19上滑脱。

[0025] 两个所述挡板16靠近支撑架13的一侧均设置有滚珠29，所述滚珠29设置在挡板16

的上下两侧，所述支撑板15的前后侧壁均开设有与滚珠29相适配的滚珠槽30；通过在挡板

16与支撑架13接触的一面上设置滚珠29，当对过滤板3进行清理时，将插杆22从通孔上取

下，将限位杆20从限位孔21上抽出来，将滑杆17沿着支撑板15向下移动，再将滑杆17向左向

右来回移动，带动支撑板15沿着滑槽14来回滑动，带动着清洁刷18沿着过滤板3来回滑动，

对过滤板3上的网孔进行清理，带动挡板16沿着支撑板15的侧壁来回滑动，同时使滚珠29沿

着滚珠槽30滑动，能够使支撑板15、挡板16沿着支撑架13滑动的更加顺畅，从而能够使清洁

刷18对过滤板3进行更好的清理，提高处理的效率。

[0026] 所述水箱23的后侧设置有透明加液管31，所述透明加液管31的形状设置成L型；在

水箱23的后侧设置L型状的透明加液管31，能够通过L型状的透明加液管31观察到水箱23内

的液位剩余量，便于及时向水箱23内进行加水，且在加水过程中能够观察到水箱23内水位

的涨幅状况，防止水从透明加水管溢出来。

[0027] 所述滑杆17的顶部设置有手提把32；通过在滑杆17的顶部设置手提把32，通过握

住手提把32，便于对过滤板3进行清理。

[0028] 所述进料口2的顶部设置有扩口状的料斗33；通过在进料口2的顶部设置扩口状的

料斗33，能够将待处理的渣料和水沿着料斗33加入到处理箱1内进行处理。

[0029]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流程：在使用本处理装置时，将待处理的渣料和水

沿着料斗33加入到处理箱1内，进入处理箱1内的渣料和水经过过滤板3过滤，水透过过滤板

3上的网孔滴落到导板8上，沿着导板8导到导液口9，沿着经过导液口9导到回收箱11内，渣

料沿着倾斜的过滤板3导到出料口4处，经过出料口4导到收集箱6内，在处理箱1内设置第一

过滤网7，能够对进入到收集箱6内的渣料进行二次过滤，使渣料中的水与渣料进行分离，在

处理渣料的过程中，过滤板3上的网孔会堵塞部分渣料，如果不进行清理会给后续处理渣料

带来很大的不便，通过打开水泵24，使水泵24通过抽水管25和软管26将水箱23内的水抽出，

再通过喷头27喷出来，同时将插杆22从通孔内取出，将限位杆20沿着限位孔21向前抽动，使

限位杆20解除对滑杆17的限制，将滑杆17沿着支撑板15向下移动，直到清洁刷18的底部抵

触到过滤板3，再将滑杆17向左、向右来回移动，带动支撑板15沿着滑槽14向左、向右来回滑

动，带动着清洁刷18沿着过滤板3来回滑动，同时带动着软管26和喷头27进行移动，在喷头

27和清洁刷18的配合下对过滤板3上的网孔进行清理，使过滤板3上堵塞的渣料随着水一起

流到导板8上，沿着倾斜的导板8滑落到回收箱11内，在回收箱11内设置第二过滤网12，能够

将渣料和水进行分离，将渣料留到第二过滤网12上。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17188160 U

6



图1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7

CN 217188160 U

7



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8

CN 217188160 U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