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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调节隔板高度的食品保鲜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调节隔板高度的食品

保鲜设备，包括储存模块、减压模块和调节模块，

储存模块包括外壳、上侧调节板、下侧调节板、保

压板、底座、辅助罩、顶部辅助板、上侧输入齿轮、

下侧调节丝杠、上侧调节丝杠、上侧调节齿轮、上

侧调节螺母板、下侧调节螺母和下侧调节片。本

发明通过设置减压模块，可以使外壳内部处于真

空状态，从而提高了本装置的保鲜效果，通过设

置储存模块和调节模块，可以通过调整上侧调节

板和下侧调节板在外壳内部的空间位置，从而提

高外壳内部的空间利用率，通过设置辅助罩，可

以降低外壳内部压力的泄露，从而降低本装置在

使用时的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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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调节隔板高度的食品保鲜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储存模块（1）、减压模块（2）

和调节模块（3），所述的储存模块（1）包括外壳（101）、上侧调节板（102）、下侧调节板（103）、

保压板（104）、底座（105）、辅助罩（106）、顶部辅助板107、上侧输入齿轮（108）、下侧调节丝

杠（109）、上侧调节丝杠（110）、上侧调节齿轮（111）、上侧调节螺母板（112）、下侧调节螺母

（113）和下侧调节片（114），所述外壳（101）的正面活动连接有保压板（104），所述外壳（101）

的底端固定连接有底座（105），所述外壳（101）的内壁从上到下依次滑动连接有上侧调节板

（102）和下侧调节板（103），所述外壳（101）的左侧面开设有滑槽，滑槽的侧面滑动连接有下

侧调节片（114），下侧调节片（114）与下侧调节板（103）固定连接，所述下侧调节片（114）的

左方设置有上侧调节丝杠（110）和下侧调节丝杠（109），所述下侧调节板（103）与下侧调节

丝杠（109）通过下侧调节螺母（113）螺纹连接，所述上侧调节板（102）与上侧调节丝杠（110）

通过上侧调节螺母板（112）螺纹连接，所述下侧调节丝杠（109）和上侧调节丝杠（110）的顶

端均与顶部辅助板（107）转动连接，所述顶部辅助板（107）与外壳（101）固定连接，所述上侧

调节丝杠（110）的顶端固定连接有上侧调节齿轮（111），上侧调节齿轮（111）的外表面通过

顶部辅助板（107）齿轮连接有上侧输入齿轮（108），所述上侧调节丝杠（110）和下侧调节丝

杠（109）的外侧设置有辅助罩（106），辅助罩（106）的顶端和底端分别与顶部辅助板（107）和

底座（105）固定连接；所述的减压模块（2）包括减压桶（201）、减压扇（202）、减压扇支架

（203）、减压电机（204）、减压电机支架（205）、输压管（206）和减压桶支架（207），所述外壳

（101）的背面通过减压桶支架（207）固定连接有减压桶（201），减压桶（201）的内部与外壳

（101）的内部通过输压管（206）连通，所述减压桶（201）的内壁通过减压扇支架（203）转动连

接有减压扇（202），减压扇（202）的上方设置有减压电机（204），减压电机（204）的输出轴与

减压扇（202）固定连接，所述减压电机（204）与外壳（101）通过减压电机支架（205）固定连

接；所述的调节模块（3）包括调节齿轮连接板（301）、下侧输入齿轮（302）、下侧输入摩擦轮

（303）、驱动摩擦轮（304）、驱动摩擦齿轮（305）、上侧输入传动轴（306）、调节驱动电机

（307）、调节驱动电机支架（308）、调节摆动板（309）、调节中心齿轮（310）、调节中心电机

（311）、调节中心电机套（312）、调节中心驱动齿轮（313）、调节驱动电机套支架（314）、调节

主动齿轮（315）、下侧调节齿轮（316）和上侧输入摩擦轮（317），所述外壳（101）的上方设置

有调节中心电机（311），调节中心电机（311）的外表面套接有调节中心电机套（312），调节中

心电机套（312）与外壳（101）通过调节驱动电机套支架（314）固定连接，所述调节中心电机

（311）的输出轴与调节中心驱动齿轮（313）固定连接，所述调节中心驱动齿轮（313）的外表

面齿轮连接有调节中心齿轮（310），调节中心齿轮（310）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调节摆动板

（309），调节摆动板（309）原理调节中心齿轮（310）圆心的一端转动连接有驱动摩擦轮

（304），驱动摩擦轮（304）的上方通过连接轴固定连接有驱动摩擦齿轮（305），驱动摩擦齿轮

（305）的外表面齿轮连接有调节主动齿轮（315），调节主动齿轮（315）的上方设置有调节驱

动电机（307），调节驱动电机（307）的输出轴与调节主动齿轮（315）固定连接，所述调节驱动

电机（307）与调节摆动板（309）通过调节驱动电机支架（308）固定连接，所述顶部辅助板

（107）的上表面转动连接有下侧调节齿轮（316），所述下侧调节齿轮（316）下表面的中心与

下侧调节丝杠（109）的顶端固定连接，所述下侧调节齿轮（316）的外表面通过调节齿轮连接

板（301）齿轮连接有下侧输入齿轮（302），下侧输入齿轮（302）的上方通过连接轴固定连接

有下侧输入摩擦轮（303），所述调节齿轮连接板（301）上表面前端转动连接有上侧输入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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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317），上侧输入摩擦轮（317）与上侧输入齿轮（108）通过上侧输入传动轴（306）固定连

接；

所述顶部辅助板（107）与下侧调节丝杠（109）相干涉的位置开设有通孔；

所述上侧调节螺母板（112）与下侧调节丝杠（109）相干涉的位置开设有通孔，并且所述

上侧调节螺母板（112）与下侧调节丝杠（109）滑动连接；

所述上侧调节板（102）与下侧调节片（114）相干涉的位置开设有滑槽；

所述下侧调节片（114）与顶部辅助板（107）相干涉的位置开设有通孔；

所述上侧调节丝杠（110）与顶部辅助板（107）相干涉的位置开设有通孔；

所述调节中心齿轮（310）与调节齿轮连接板（301）的上表面转动连接；

所述驱动摩擦轮（304）的外表面在工作时分别与上侧输入摩擦轮（317）或下侧输入摩

擦轮（303）的外表面转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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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调节隔板高度的食品保鲜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食品保鲜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可调节隔板高度的食品保鲜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果蔬自身质量、无伤病是搞好保鲜的基础。贮藏技术是外因，只能对保鲜产品的某

些生物学特性作些补充和修饰，对于某一特定品种，无论采取何种先进保鲜技术，其贮藏寿

命都是有限的，只有采前生产栽培与采后保鲜技术相辅相成才能获得最佳贮藏效果，目前

冰箱是人们用到最多的保鲜手段，但是在储藏食品时会对食物降温，从而损失掉了食物的

口感。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可调节隔板高度的食品保鲜设备，解决

了冰箱在储藏食品时会对食物降温，从而损失掉了食物口感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可调节隔板高度的食品保鲜设

备，包括储存模块、减压模块和调节模块，所述的储存模块包括外壳、上侧调节板、下侧调节

板、保压板、底座、辅助罩、顶部辅助板、上侧输入齿轮、下侧调节丝杠、上侧调节丝杠、上侧

调节齿轮、上侧调节螺母板、下侧调节螺母和下侧调节片，所述外壳的正面活动连接有保压

板，所述外壳的底端固定连接有底座，所述外壳的内壁从上到下依次滑动连接有上侧调节

板和下侧调节板，所述外壳的左侧面开设有滑槽，滑槽的侧面滑动连接有下侧调节片，下侧

调节片与下侧调节板固定连接，所述下侧调节片的左方设置有上侧调节丝杠和下侧调节丝

杠，所述下侧调节板与下侧调节丝杠通过下侧调节螺母螺纹连接，所述上侧调节板与上侧

调节丝杠通过上侧调节螺母板螺纹连接，所述下侧调节丝杠和上侧调节丝杠的顶端均与顶

部辅助板转动连接，所述顶部辅助板与外壳固定连接，所述上侧调节丝杠的顶端固定连接

有上侧调节齿轮，上侧调节齿轮的外表面通过顶部辅助板齿轮连接有上侧输入齿轮，所述

上侧调节丝杠和下侧调节丝杠的外侧设置有辅助罩，辅助罩的顶端和底端分别与顶部辅助

板和底座固定连接。

[0005] 所述的减压模块包括减压桶、减压扇、减压扇支架、减压电机、减压电机支架、输压

管和减压桶支架，所述外壳的背面通过减压桶支架固定连接有减压桶，减压桶的内部与外

壳的内部通过输压管连通，所述减压桶的内壁通过减压扇支架转动连接有减压扇，减压扇

的上方设置有减压电机，减压电机的输出轴与减压扇固定连接，所述减压电机与外壳通过

减压电机支架固定连接。

[0006] 所述的调节模块包括调节齿轮连接板、下侧输入齿轮、下侧输入摩擦轮、驱动摩擦

轮、驱动摩擦齿轮、上侧输入传动轴、调节驱动电机、调节驱动电机支架、调节摆动板、调节

中心齿轮、调节中心电机、调节中心电机套、调节中心驱动齿轮、调节驱动电机套支架、调节

主动齿轮、下侧调节齿轮和上侧输入摩擦轮，所述外壳的上方设置有调节中心电机，调节中

心电机的外表面套接有调节中心电机套，调节中心电机套与外壳通过调节驱动电机套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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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连接，所述调节中心电机的输出轴与调节中心驱动齿轮固定连接，所述调节中心驱动

齿轮的外表面齿轮连接有调节中心齿轮，调节中心齿轮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调节摆动板，

调节摆动板原理调节中心齿轮圆心的一端转动连接有驱动摩擦轮，驱动摩擦轮的上方通过

连接轴固定连接有驱动摩擦齿轮，驱动摩擦齿轮的外表面齿轮连接有调节主动齿轮，调节

主动齿轮的上方设置有调节驱动电机，调节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与调节主动齿轮固定连接，

所述调节驱动电机与调节摆动板通过调节驱动电机支架固定连接，所述顶部辅助板的上表

面转动连接有下侧调节齿轮，所述下侧调节齿轮下表面的中心与下侧调节丝杠的顶端固定

连接，所述下侧调节齿轮的外表面通过调节齿轮连接板齿轮连接有下侧输入齿轮，下侧输

入齿轮的上方通过连接轴固定连接有下侧输入摩擦轮，所述调节齿轮连接板上表面前端转

动连接有上侧输入摩擦轮，上侧输入摩擦轮与上侧输入齿轮通过上侧输入传动轴固定连

接。

[0007] 优选的，所述顶部辅助板与下侧调节丝杠相干涉的位置开设有通孔。

[0008] 优选的，所述上侧调节螺母板与下侧调节丝杠相干涉的位置开设有通孔，并且所

述上侧调节螺母板与下侧调节丝杠滑动连接。

[0009] 优选的，所述上侧调节板与下侧调节片相干涉的位置开设有滑槽。

[0010] 优选的，所述下侧调节片与顶部辅助板相干涉的位置开设有通孔。

[0011] 优选的，所述上侧调节丝杠与顶部辅助板相干涉的位置开设有通孔。

[0012] 优选的，所述调节中心齿轮与调节齿轮连接板的上表面转动连接。

[0013] 优选的，所述驱动摩擦轮的外表面在工作时分别与上侧输入摩擦轮或下侧输入摩

擦轮的外表面转动连接。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可调节隔板高度的食品保鲜设备，具备以下

有益效果：本发明通过设置减压模块，可以使外壳内部处于真空状态，从而提高了本装置的

保鲜效果，通过设置储存模块和调节模块，可以通过调整上侧调节板和下侧调节板在外壳

内部的空间位置，从而提高外壳内部的空间利用率，通过设置辅助罩，可以降低外壳内部压

力的泄露，从而降低本装置在使用时的能耗。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调节模块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之一。

[0018] 图4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之一。

[0019] 图5为本发明上侧输入齿轮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1‑储存模块；101‑外壳；102‑上侧调节板；103‑下侧调节板；104‑保压板；

105‑底座；106‑辅助罩；107‑顶部辅助板；108‑上侧输入齿轮；109‑下侧调节丝杠；110‑上侧

调节丝杠；111‑上侧调节齿轮；112‑上侧调节螺母板；113‑下侧调节螺母；114‑下侧调节片；

2‑减压模块；201‑减压桶；202‑减压扇；203‑减压扇支架；204‑减压电机；205‑减压电机支

架；206‑输压管；207‑减压桶支架；3‑调节模块；301‑调节齿轮连接板；302‑下侧输入齿轮；

303‑下侧输入摩擦轮；304‑驱动摩擦轮；305‑驱动摩擦齿轮；306‑上侧输入传动轴；307‑调

节驱动电机；308‑调节驱动电机支架；309‑调节摆动板；310‑调节中心齿轮；311‑调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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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312‑调节中心电机套；313‑调节中心驱动齿轮；314‑调节驱动电机套支架；315‑调节

主动齿轮；316‑下侧调节齿轮；317‑上侧输入摩擦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2] 请参阅图1、图2、图3、图4、图5所示，本发明的一种可调节隔板高度的食品保鲜设

备，包括储存模块1、减压模块2和调节模块3，储存模块1包括外壳101、上侧调节板102、下侧

调节板103、保压板104、底座105、辅助罩106、顶部辅助板107、上侧输入齿轮108、下侧调节

丝杠109、上侧调节丝杠110、上侧调节齿轮111、上侧调节螺母板112、下侧调节螺母113和下

侧调节片114，外壳101的正面活动连接有保压板104，外壳101的底端固定连接有底座105，

外壳101的内壁从上到下依次滑动连接有上侧调节板102和下侧调节板103，外壳101的左侧

面开设有滑槽，滑槽的侧面滑动连接有下侧调节片114，下侧调节片114与下侧调节板103固

定连接，下侧调节片114的左方设置有上侧调节丝杠110和下侧调节丝杠109，下侧调节板

103与下侧调节丝杠109通过下侧调节螺母113螺纹连接，上侧调节板102与上侧调节丝杠

110通过上侧调节螺母板112螺纹连接，下侧调节丝杠109和上侧调节丝杠110的顶端均与顶

部辅助板107转动连接，顶部辅助板107与外壳101固定连接，上侧调节丝杠110的顶端固定

连接有上侧调节齿轮111，上侧调节齿轮111的外表面通过顶部辅助板107齿轮连接有上侧

输入齿轮108，上侧调节丝杠110和下侧调节丝杠109的外侧设置有辅助罩106，辅助罩106的

顶端和底端分别与顶部辅助板107和底座105固定连接。

[0023] 如图3，其中减压模块2包括减压桶201、减压扇202、减压扇支架203、减压电机204、

减压电机支架205、输压管206和减压桶支架207，外壳101的背面通过减压桶支架207固定连

接有减压桶201，减压桶201的内部与外壳101的内部通过输压管206连通，减压桶201的内壁

通过减压扇支架203转动连接有减压扇202，减压扇202的上方设置有减压电机204，减压电

机204的输出轴与减压扇202固定连接，减压电机204与外壳101通过减压电机支架205固定

连接。

[0024] 如图2为本发明调节模块结构图，其中调节模块3包括调节齿轮连接板301、下侧输

入齿轮302、下侧输入摩擦轮303、驱动摩擦轮304、驱动摩擦齿轮305、上侧输入传动轴306、

调节驱动电机307、调节驱动电机支架308、调节摆动板309、调节中心齿轮310、调节中心电

机311、调节中心电机套312、调节中心驱动齿轮313、调节驱动电机套支架314、调节主动齿

轮315、下侧调节齿轮316和上侧输入摩擦轮317，外壳101的上方设置有调节中心电机311，

调节中心电机311的外表面套接有调节中心电机套312，调节中心电机套312与外壳101通过

调节驱动电机套支架314固定连接，调节中心电机311的输出轴与调节中心驱动齿轮313固

定连接，调节中心驱动齿轮313的外表面齿轮连接有调节中心齿轮310，调节中心齿轮310的

上表面固定连接有调节摆动板309，调节摆动板309原理调节中心齿轮310圆心的一端转动

连接有驱动摩擦轮304，驱动摩擦轮304的上方通过连接轴固定连接有驱动摩擦齿轮305，驱

动摩擦齿轮305的外表面齿轮连接有调节主动齿轮315，调节主动齿轮315的上方设置有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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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驱动电机307，调节驱动电机307的输出轴与调节主动齿轮315固定连接，调节驱动电机

307与调节摆动板309通过调节驱动电机支架308固定连接，顶部辅助板107的上表面转动连

接有下侧调节齿轮316，下侧调节齿轮316下表面的中心与下侧调节丝杠109的顶端固定连

接，下侧调节齿轮316的外表面通过调节齿轮连接板301齿轮连接有下侧输入齿轮302，下侧

输入齿轮302的上方通过连接轴固定连接有下侧输入摩擦轮303，调节齿轮连接板301上表

面前端转动连接有上侧输入摩擦轮317，上侧输入摩擦轮317与上侧输入齿轮108通过上侧

输入传动轴306固定连接。

[0025] 在使用时，使用者首先启动减压电机204并且关闭保压板104，这时减压电机204的

输出轴会带动减压扇202转动，减压扇202转动会使减压桶201的内部处于低压状态，由于外

壳101与减压桶201的内部通过输压管206连通，所以外壳101的内部的空气就会在减压扇

202的作用下吸出，从而使外壳101内处于真空状态，从而提高了本装置的保鲜效果，如果使

用者需要在外壳101内放入较大的物件，这时可以启动调节中心电机311，调节中心电机311

的输出轴会带动调节中心驱动齿轮313转动，调节中心驱动齿轮313转动会带动调节中心齿

轮310转动，调节中心齿轮310转动会通过调节摆动板309使驱动摩擦轮304与上侧输入摩擦

轮317贴合或者与下侧输入摩擦轮303贴合，如果使驱动摩擦轮304与上侧输入摩擦轮317贴

合，这时上侧输入摩擦轮317会通过上侧输入传动轴306带动上侧输入齿轮108转动，上侧输

入齿轮108转动会带动上侧调节齿轮111转动，上侧调节齿轮111转动会使上侧调节丝杠110

转动，上侧调节丝杠110转动会通过上侧调节丝杠110带动上侧调节板102垂直移动，从而可

以调整上侧调节板102在外壳101内部的空间位置，如果驱动摩擦轮304与下侧输入摩擦轮

303贴合，这时下侧输入摩擦轮303会带动下侧输入齿轮302转动，下侧输入齿轮302会带动

下侧调节齿轮316转动，下侧调节齿轮316会带动下侧调节丝杠109转动，下侧调节丝杠109

会通过下侧调节螺母113带动下侧调节板103垂直移动，从而调整下侧调节板103在外壳101

内部的空间位置。

[0026]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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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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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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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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