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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稻谷复脱设备，包括

机架，还包括圆筒筛、脱粒机和鼓风机，所述鼓风

机包括出风管和抽风管，出风管连通至脱粒机的

顶部一端，脱粒机设有出谷口，在出谷口的下方

设有抽风口，抽风口的宽度不小于出谷口的宽

度，所述抽风管与抽风口连通；所述圆筒筛的底

部设有出料口，出料口设于出风管上方并与出风

管的中部连通，在出风管上位于出料口正下方的

底部还设有排杂口。本实用新型填补了行业空

白，让大米加工企业能够将初筛出来的废料进行

二次脱粒加工，从废料中再次筛出稻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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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稻谷复脱设备，包括机架，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圆筒筛、脱粒机和鼓风机，所述鼓风机

包括出风管和抽风管，出风管连通至脱粒机的顶部一端，脱粒机设有出谷口，在出谷口的下

方设有抽风口，抽风口的宽度不小于出谷口的宽度，所述抽风管与抽风口连通；所述圆筒筛

的底部设有出料口，出料口设于出风管上方并与出风管的中部连通，在出风管上位于出料

口正下方的底部还设有排杂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稻谷复脱设备，其特征在于：出谷口的下边缘延伸至抽风口的

前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稻谷复脱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出风管内位于出料口处靠近

鼓风机的这一侧设有扁口状的吹风口，所述吹风口的出风方向与出料口的出料方向垂直。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任一项所述的稻谷复脱设备，其特征在于：脱粒机的顶部与出风

管相对的另一端设有排草口。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稻谷复脱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脱粒机包括机壳和设于机壳

内的脱粒滚轴，脱粒滚轴水平设置在机壳内上部，脱粒滚轴下方设有筛网，所述出风管与机

壳一端连通，所述排草口设于机壳的另一端位于脱粒滚轴的上方。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稻谷复脱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排草口设有活动翻盖，所述

活动翻盖的顶部与排草口上方的机壳通过铰链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稻谷复脱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脱粒机的机壳包括上机

壳和下机壳，所述上机壳的侧视投影呈半圆或者半椭圆状，下机壳的侧视投影呈楔形，下机

壳的顶部与上机壳的底部连接，下机壳包括相对的前面板和后面板，所述后面板的底部边

缘位于前面板的底部边缘内侧上方，后面板与前面板之间的空隙为出谷口。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稻谷复脱设备，其特征在于：下机壳前面板底部前侧设有引流

罩，所述引流罩的俯视投影呈八字形，引流罩较窄的一端与抽风管连通，引流罩较宽的一端

设于出谷口下方，引流罩较宽的一端为抽风口。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稻谷复脱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抽风管连通至引流罩较窄一

端的其中一侧，在与之相对的另一侧还设有通风管；在排杂口的下方设有滑槽，滑槽中部设

有通孔，所述通孔通过通风管与引流罩连通。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稻谷复脱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脱粒机设于圆筒筛的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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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谷复脱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谷物加工设备，特别涉及脱粒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在稻谷加工成成品大米的整个生产过程中，为了保证成品米质量、提高产品纯度、

减少粮食在加工过程中的损失、提高出米率，稻谷加工必须经过清理、砻谷及砻下物分离、

碾米及成品整理等工艺过程，即必须经过清理、砻谷、碾米三个工段。其中，清理工段的主要

是清除稻谷中各种杂质，以达到砻谷前净谷质量的要求。清理工段一般包括初清、除稗、去

石、磁选等工序，初清的目的是清除原粮中易于清理的大、小、轻杂，并加强风选以清除大部

分灰尘。初清使用的设备常为振动筛、圆筒初清筛等。

[0003] 但是通过初清工序清理出的“杂质”，却仍含有很多稻谷，这是因为在前期脱粒机

进行脱粒的时候，会有很多稻谷仍然连在细碎的秸秆上，而未脱粒成功，这些携带稻谷的细

碎秸秆会被振动筛、圆筒初清筛筛除。而大米加工厂往往会将这些“杂质”连同碎石以及其

他无谷的秸秆当作废料扔掉，如此便造成谷物的浪费，米厂的损失。

[0004] 因此，亟需一种适于米厂使用的稻谷复脱设备，来对初清工序筛出的废料再进行

二次脱粒。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克服上述缺陷，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稻谷复脱设备，大米加工的废料里进

一步脱粒、筛出稻谷减少粮食的浪费，降低企业的损耗。

[0006] 本实用新型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7] 稻谷复脱设备，包括机架，还包括圆筒筛、脱粒机和鼓风机，所述鼓风机包括出风

管和抽风管，出风管连通至脱粒机的顶部一端，脱粒机设有出谷口，在出谷口的下方设有抽

风口，抽风口的宽度不小于出谷口的宽度，所述抽风管与抽风口连通；所述圆筒筛的底部设

有出料口，出料口设于出风管上方并与出风管的中部连通，在出风管上位于出料口正下方

的底部还设有排杂口。

[0008] 出谷口的下边缘延伸至抽风口的前方。

[0009] 所述出风管内位于出料口处靠近鼓风机的这一侧设有扁口状的吹风口，所述吹风

口的出风方向与出料口的出料方向垂直。

[0010] 脱粒机的顶部与出风管相对的另一端设有排草口。

[0011] 所述脱粒机包括机壳和设于机壳内的脱粒滚轴，脱粒滚轴水平设置在机壳内上

部，脱粒滚轴下方设有筛网，所述出风管与机壳一端连通，所述排草口设于机壳的另一端位

于脱粒滚轴的上方。

[0012] 所述排草口设有活动翻盖，所述活动翻盖的顶部与排草口上方的机壳通过铰链连

接。

[0013] 所述脱粒机的机壳包括上机壳和下机壳，所述上机壳的侧视投影呈半圆或者半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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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状，下机壳的侧视投影呈楔形，下机壳的顶部与上机壳的底部连接，下机壳包括相对的前

面板和后面板，所述后面板的底部边缘位于前面板的底部边缘内侧上方，后面板与前面板

之间的空隙为出谷口。

[0014] 下机壳前面板底部前侧设有引流罩，所述引流罩的俯视投影呈八字形，引流罩较

窄的一端与抽风管连通，引流罩较宽的一端设于出谷口下方，引流罩较宽的一端为抽风口。

[0015] 所述抽风管连通至引流罩较窄一端的其中一侧，在与之相对的另一侧还设有通风

管；在排杂口的下方设有滑槽，滑槽中部设有通孔，所述通孔通过通风管与引流罩连通。

[0016] 所述脱粒机设于圆筒筛的一侧。

[0017]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18] 本实用新型填补了行业空白，让大米加工企业能够将初筛出来的废料进行二次脱

粒加工，从废料中再次筛出稻谷。

[0019] 本实用新型结构紧凑，可以直接安装在大米加工企业的圆筒初筛的废料排出口下

方，使用溜管将废料送入本实用新型的圆筒筛内，通过鼓风机在圆筒筛和脱粒机之间形成

气力输送，将仍有谷物残留的秸秆首先通过圆筒筛筛选出来，落入鼓风机的出风管内被吹

入脱粒机内进行脱粒，混杂在初料里的石子则沿着滑槽继续掉落，被排除。进入脱粒机内的

秸秆再次经过脱粒后，谷物从脱粒机底部的出谷口排出，而秸秆则顺着气流从抽风口被吸

入，从谷物中被分离出料，再次经过气力输送被送入脱粒机中，通过出草口排出。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整体结构正视示意图（出风管局部剖视）。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整体结构右视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整体结构左视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脱粒机机壳正视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脱粒机机壳后视示意图。

[0025] 图6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脱粒机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6] 图7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脱粒机机壳左侧立体透视图。

[0027] 图8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脱粒机机壳右侧立体透视图（活动翻盖打开）。

[0028] 图9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吹风口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0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圆筒筛内部结构示意图。

[0030] 图1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鼓风机气力输送方向示意图。

[0031] 图1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整体结构正视示意图。

[0032] 图1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整体结构右视示意图。

[0033] 图1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整体结构左视示意图。

[0034] 图1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脱粒机机壳结构示意图。

[0035] 图16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鼓风机气力输送方向示意图。

[0036] 图17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3整体结构正视示意图。

[0037] 图18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3整体结构右视示意图。

[0038] 图19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3鼓风机气力输送方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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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9] 实施例1

[0040] 如图1至图3所示，本实用新型包括机架100，还包括圆筒筛200、脱粒机300和鼓风

机400，圆筒筛200设于脱粒机300的上方，本实施例中的圆筒筛200的底部设有出料口201，

出料口201设于出风管410上方并与出风管410的中部连通，在出风管410上位于出料口201

正下方的底部还设有排杂口411。

[0041] 从圆筒筛200中筛出较大的秸秆、编织袋纤维等等，其他的连同石子等从出料口

201落到出风管410里。出风管410的气流将除较重的石子以外的东西送入脱粒机300，较重

的石子则继续下落，从出料口201正下方的排杂口411掉落出去。

[0042] 在排杂口411的下方设有滑槽440，让石子滑落至一处。

[0043] 出料口201可以紧贴出风管410，也可以如图1所示，设置一段出料管202，通过出料

管202来将出料口201与出风管410连通。

[0044] 为了强化风力，如图1和图9所示，出风管410内位于出料口201处靠近鼓风机400的

这一侧设有扁口状的吹风口412，所述吹风口412的出风方向与出料口201的出料方向垂直。

这样产生的平射的气流，能更有效率地将除石子外的东西吹入脱粒机300中。吹风口412可

以由两块上下相对地镶嵌在出风管410里的挡板413构成，挡板413可以竖直放置，也可以彼

此形成向前的角度，让吹风口412向前凸出，这样有助于减少气流的阻力。

[0045] 如图1，所述鼓风机400通过电机430的外壳与机架100固定连接。鼓风机400包括出

风管410和抽风管420，出风管410连通至脱粒机300的顶部一端。

[0046] 如图4和图5所示，脱粒机300设有出谷口301，在出谷口301的下方设有抽风口302，

抽风口302的宽度不小于出谷口301的宽度，

[0047] 结合图4和图6、图7和图8，脱粒机300包括机壳310和设于机壳310内的脱粒滚轴

320，脱粒滚轴320水平设置在机壳310内上部，脱粒滚轴320下方设有筛网330，所述出风管

410与机壳310一端连通。

[0048] 脱粒机300的机壳310包括上机壳340和下机壳350，所述上机壳340的侧视投影呈

半圆或者半椭圆状，脱粒滚轴320便设在上机壳340的底部中央，出风管410与上机壳340的

一端连通。下机壳350的侧视投影呈楔形，下机壳350的顶部与上机壳340的底部连接。

[0049] 下机壳350包括相对的前面板351和后面板352，以及一对侧面板353，结合图4至图

6所示，前面板351和后面板352设于侧面板353之间，四面围成脱粒机300的下机壳350。前面

板351和后面板352的底部向一起靠拢，后面板352的高度小于前面板351的高度，后面板352

的底部边缘位于前面板351的底部边缘内侧上方，后面板352与前面板351之间的空隙便构

成了为出谷口301。谷物可以沿着前面板351和后面板352的内壁滑落，从后面板352滑落的

谷物会再次掉落在前面板351上继续滑落。

[0050] 将谷物集中从前面板351上滑落，是因为本实施例中，在出谷口301下方设抽风口

302，这样便可以从前面板351这一侧进行抽风作业，当然，如果是后面板352长于前面板

351，前面板351上的谷物集中从后面板352上滑落也是可以的。

[0051] 在出谷口301的下方设置抽风口302，其作用是将混在谷物中的秸秆、编织袋的纤

维等等杂质从谷物中通过风力分离出来。因此，为了防止谷物掉落到抽风口302，出谷口301

的下边缘延伸至抽风口302的前方。如图6所示，出谷口301的下边缘即前面板351的下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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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时，前面板351的下边有部分在出谷口301上方，因此这部分可以弯折，也可以设计

成活页，从而可以根据风量大小来调节该部分的弯折角度，来获取最好的除杂效果。

[0052] 鼓风机400上的抽风管420与抽风口302连通，从出谷口301分离出来的秸秆、编织

袋的纤维等等杂质被从抽风口302吸入后，通过抽风管420、再经鼓风机400、出风管410后又

被送入脱粒机300内。如果秸秆上还残留有谷物，会再次经历脱粒过程，如果没有，则会连同

其他杂质从设于上机壳340的排草口303吹出。

[0053] 排草口303设在脱粒机300的顶部与出风管410相对的另一端，如图2和图8所示，具

体的，位于上机壳340另一端的脱粒滚轴320的上方。

[0054] 如图8所示，在排草口303处还设有活动翻盖304，所述活动翻盖304的顶部与排草

口303上方的机壳310即上机壳340通过铰链305连接。

[0055] 脱粒滚轴320可以选择现有技术中授权公告号为CN204069813U的实用新型专利中

公开的一种玉米脱粒滚轴即可。

[0056] 在本实施例中，脱粒滚轴320水平设置在机壳310内上部，即上机壳340内，脱粒滚

轴320两端设有轴承座321，如图2和图3所示，所述轴承座321分别设于上机壳340两端的外

侧。

[0057] 结合图2至图4，在上机壳340的一端设有进风口341，鼓风机400的出风管410便于

进风口341连通。脱粒滚轴320的其中一端从上机壳340设有进风口340的这一端伸出，伸出

的这一端部设有被动轮322，脱粒滚轴320的动力由三相电机323提供，三相电机323的动力

输出轴前端设有传动轮324，传动轮324与被动轮322传动连接。三相电机323通过其外壳与

机架100固定连接。

[0058] 如图7和图8所示，为了不阻碍脱粒滚轴320，在上机壳340设有进风口341这一端的

侧壁上设有缺口342，其直径大小正好供脱粒滚轴320放入。同样的，为了不阻碍脱粒滚轴

320，位于上机壳340另一端的活动翻盖304的底部中央同样设有缺口306，其直径大小也正

好供脱粒滚轴320放入。

[0059] 在结合图1至图8，在下机壳350前面板底部前侧设有引流罩315，所述引流罩315的

俯视投影呈八字形，引流罩315较窄的一端与抽风管420连通，引流罩315较宽的一端设于出

谷口301下方，引流罩315较宽的一端为抽风口302。如图4至图6，具体的，抽风口302是由前

面板351的下边缘和引流罩315较宽的一端除了上边缘的其他三个边缘构成的，如前面所

述，前面板351的下边缘伸至引流罩315较宽的这端的前方，遮住上面一部分，这样便可以防

止谷物直接掉落或者被吸入引流罩315较宽这一端的抽风口302内。

[0060] 具体实施的时候，可以是在前面板351上设一个与引流罩315较宽的一端的轮廓一

样的透空部分，透空的部分的前面板351直接向上弯折，便可以形成抽风口302。

[0061] 如图5所示，为了集中风力，抽风口302的宽度，即引流罩315较宽的一端的宽度可

以小于出谷口301的宽度，即小于前面板351或者后面板352的宽度，实际实施时，可以简单

地通过再后面板352的背面设置一对挡板354，两个挡板354之间的距离从上至下逐渐变小，

最小处于抽风口302的下边缘的长度相等。

[0062] 如图2和图10所示，所述圆筒筛200的一端敞口210，机架100顶部设有溜管101，所

述溜管101从圆筒筛200敞口210的一端斜向下伸入圆筒筛200内的筛筒203，圆筒筛200的筛

轴209设于筛筒203上相对于敞口210的另一端，筛轴209设有一对推力滚子轴承204，所述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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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筛200的侧壁设有贯穿侧壁的套筒205，所述推力滚子轴承204固定在套筒205内，筛轴202

的末端还设有从动轮206，所述从动轮206与减速电机207传动连接，在减速电机207的输出

轴前端设有主动轮208。减速电机207通过其外壳固定在机架101上。

[0063] 如图11所示，本实用新型在开始工作时，圆筒筛200内筛出的含有谷物的碎秸秆以

及可能混同诸如石子等杂质从出料管202一起竖直向下掉落，在经过出风管410时，由于重

量的不同，含有谷物的碎秸秆被从鼓风机400吹出的气流沿出风管410吹入脱粒机300内，进

行脱粒作业。没有被吹走的石子等杂质则继续从排杂口411排出，并经过滑槽440向下输送。

在经过脱粒机300的脱粒作业后，谷物从出谷口301排出，秸秆等杂质被筛网330挡住不会下

落，从出风管410送来的空气气流便把秸秆等杂质从排草口303吹出去。

[0064] 鼓风机400的抽风管420通过引流罩315从出谷口301下方的抽风口302抽吸空气，

这样可以将混在谷物中的残留杂质再次吸走，重新通过出风管410送进脱粒机300，如果杂

质上还有谷物，便可以再次经过脱粒作业，如果没有谷物，则通过排草口303排出。这里的鼓

风机选用适用于物料输送的鼓风机。

[0065] 实施例2

[0066] 如图12至图16所示，在实施例1的结构基础上对引流罩315＇和滑槽440＇作改进，引

流罩315＇的俯视投影呈三角形，抽风管420连通至引流罩315＇较窄一端的其中一侧，在与之

相对的另一侧还设有通风管316，相对应的，引流罩315＇的两侧分别设有通风口317，抽风管

420和通风管316分别与引流罩315＇两侧的通风口317连通。在滑槽440＇中部设有通孔441，

所述通孔441通过通风管316与引流罩315＇连通。这样一来，当杂质经过时，如果仍混有谷

物，质轻的谷物很容易被通风管316再次吸入到引流罩315＇内，再由鼓风机400通过出风管

410吹入脱粒机300内，然后从出谷口301出去。经过通孔441而未被吸入的较重的石子等杂

质则继续沿滑槽440＇滑落。

[0067] 实施例3

[0068] 如图17至图19所示，在实施例1的结构基础上，将脱粒机300设于圆筒筛200的一

侧，这样可以降低整个复脱设备的高度，鼓风机400的功率选择好后，便能够使得从圆筒筛

200的出料口201输出的物料通过出风管410＇送入脱粒机300内。整个结构除了圆筒筛200和

脱粒机300的相对位置作了调整外，也就只有出风管410＇需要调整，需要斜向上，其他的都

可以按实施例1的结构进行实施。

[0069] 复脱设备的高度降低，可以提高设备的适用性，且便于运输、维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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