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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农用山药去皮切片机
(57)摘要
一种农用山药去皮切片机，
在设备箱体上设
置进料漏斗 ，在设备箱体左侧设置齿条推进杆
槽，
在设备箱体前部分别设置废料箱和成品箱，
在设备箱体内左部设置传动组件，
在设备箱体内
中部设置去皮组件，
在设备箱体内右部设置切片
组件；
在设备箱体内设置第一隔板，
支撑座固定
在第一隔板上，
在设备箱体内后部设置正反转电
机，
在设备箱体左部齿条推进杆槽内设置齿条推
进杆，
正反转电机输出端设置传动杆。该实用新
型山药去皮后整体表面光整美观、破损率低、操
作便利，
绿色环保，
解决山药难去皮，
解决山药高
效去皮、切片一体化集成，
解决山药皮废弃处理
方便，
山药片成品收集容易，
食品机械自动化加
工设备技术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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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农用山药去皮切片机，
包括进料漏斗、废料箱、成品箱、设备箱体、齿条推进杆
槽、传动组件、去皮组件、切片组件，
其特征在于：
在设备箱体上设置进料漏斗，
在设备箱体
左侧设置齿条推进杆槽，
在设备箱体前部分别设置废料箱和成品箱，
在设备箱体内左部设
置传动组件，
在设备箱体内中部设置去皮组件，
在设备箱体内右部设置切片组件；
传动组件
由第一隔板、
支撑座、
正反转电机、
齿条推进杆、
传动杆、
传动齿轮、
电动机组成，
在设备箱体
内设置第一隔板，
支撑座固定在第一隔板上，
在设备箱体内后部设置正反转电机，
在设备箱
体左部齿条推进杆槽内设置齿条推进杆，
正反转电机输出端设置传动杆，
传动杆上设置传
动齿轮，
传动齿轮与齿条推进杆的齿牙相互啮合，
在第一隔板侧面设置电动机；
去皮组件由
第一去皮辊子、第二隔板、齿皮带、皮带轮、第二去皮辊子组成，
在设备箱体内设置第二隔
板，
在第二隔板上设置去皮辊子、第二去皮辊子，
电动机与皮带轮连接，
皮带轮与齿皮带连
接，
齿皮带与去皮辊子和第二去皮辊子连接；
切片组件由刀具转杆、皮带轮、齿皮带、支撑
板、
电机转轴、刀片圆盘组成，
刀具转杆的一端在支撑板上固定，
刀具转杆的另一端连接刀
片圆盘，
在刀具转杆设置皮带轮，
在皮带轮上设置齿皮带，
在支撑板上固定三个刀具转杆和
电机转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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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农用山药去皮切片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食品机械自动化加工设备技术领域中的一种农用山药去皮切片
机。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
人们对食品深加工的要求日益提高，
也促使
食品加工设备行业的技术改进不断升级，
山药为薯蓣科草质藤本，
根茎棒状，
外皮厚度0 .5~
1mm，
长度可达33～66cm，
最长达100cm以上，
直径均匀，
山药含有丰富的淀粉、
维生素、多糖
蛋白质，
其中的一种多糖蛋白质——黏液蛋白有健脾益胃，
温肾补精益气，
提供免疫力的作
用，
所以营养和药用价值颇高。山药虽然有如此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
但因其外皮具有
较长根须，
所以去皮过程较为繁琐，
加工效率低，
同时山药的黏液含有植物碱等成分，
人体
皮肤沾到后极易造成过敏，
出现红肿等症状，
所以制约了山药的大规模加工。山药经过去皮
去掉不可食用的部分，
同时外皮等杂物的去除也会减少土腥味和涩味，
山药切片后通过烘
干可直接食用并且更易于储存，
烘干后的山药片可以粉碎成山药粉，
用于制作山药类食品，
例如目前市面上广受好评的山药片等零食。
[0003] 现有技术中去皮是山药等根茎类食材加工中无法避免的一环，
也是耗时耗力的一
项基础性工作，
现在国内外种植山药的国家在此类食材的生产加工中，
还大多采用人工去
皮的方法，
这种方法费时费力 且自动化程度较低。
除人工方式去皮外，
还有以下几种去皮
方式：
[0004]

去皮方式 原理
优点
缺点
适用的食材
手工去皮 人力式
可修整、损失少
效率低
绝大部分
机械去皮 摩擦式
效率高、
较环保
去皮效果不均
圆棒型或球状
化学去皮 碱液或酸液式 效率高、
适用性广 有残留、
不环保
绝大部分
蒸汽去皮 蒸汽式
成本低、
环保
效率低
薯类食材
辐射去皮 辐射波式
效果好
损失率高，
不环保 绝大部分
[0005] 国外相关农用去皮、
切片类设备较大、不利于环保且能耗较高。现有其他去皮、切
片机并不适用于山药的去皮切片。因此，
研制开发一种农用山药去皮切片机一直是急待解
决的新课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农用山药去皮切片机，
该实用新型主要针对市场
中的铁棍山药、
麻山药、
水山药、
大和长芋，
能够对直径为15-55mm的山药进行去皮，
对去皮
后的山药进行高效切片或切段，
通过刀片间距和转动速度的调节，
切出的厚度为0 .5-50mm，
能高效的去皮、切片，
帮助农户解决山药难去皮、难切片的问题，
切片后的山药也更方便烘
干、
储存，
缓解了农户的压力，
是一种高效去皮、切片厚度可调节的山药去皮、切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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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一种农用山药去皮切片机，
包括进料漏斗、
废料
箱、
成品箱、
设备箱体、
齿条推进杆槽、
传动组件、
去皮组件、切片组件，
在设备箱体上设置进
料漏斗，
在设备箱体左侧设置齿条推进杆槽，
在设备箱体前部分别设置废料箱和成品箱，
在
设备箱体内左部设置传动组件，
在设备箱体内中部设置去皮组件，
在设备箱体内右部设置
切片组件；
传动组件由第一隔板、
支撑座、
正反转电机、
齿条推进杆、
传动杆、
传动齿轮、
电动
机组成，
在设备箱体内设置第一隔板，
支撑座固定在第一隔板上，
在设备箱体内后部设置正
反转电机，
在设备箱体左部齿条推进杆槽内设置齿条推进杆，
正反转电机输出端设置传动
杆，
传动杆上设置传动齿轮，
传动齿轮与齿条推进杆的齿牙相互啮合，
在第一隔板侧面设置
电动机；
去皮组件由第一去皮辊子、第二隔板、齿皮带、
皮带轮、第二去皮辊子组成，
在设备
箱体内设置第二隔板，
在第二隔板上设置去皮辊子、第二去皮辊子，
电动机与皮带轮连接，
皮带轮与齿皮带连接，
齿皮带与去皮辊子和第二去皮辊子连接；
切片组件由刀具转杆、
皮带
轮、齿皮带、支撑板、
电机转轴、刀片圆盘组成，
刀具转杆的一端在支撑板上固定，
刀具转杆
的另一端连接刀片圆盘，
在刀具转杆设置皮带轮，
在皮带轮上设置齿皮带，
在支撑板上固定
三个刀具转杆和电机转轴。
[0008] 本实用新型的要点在于它的结构。
其工作原理是，
通过圆棒去皮辊子的旋转恒速
切削，
去掉山药的外皮，
通过切片组件的旋转将山药切成均等的薄片或短棒。第一隔板起支
撑紧固作用，
齿条推进杆由第一隔板下部的进出孔A进入，
推进山药棒料进入切片组件区进
行切片。支撑座的一端固定在第一隔板上，
支撑座的另一端连接齿条推进杆，
主要起到对齿
条推进杆的限位和支持作用，
正反转电机对齿条推进杆的推进和拉回提供动力；
齿条推进
杆可对去皮后的山药起到推进作用，
推进后的山药与旋转切片组件接触，
完成切削过程，
切
出成品山药片；
传动齿轮固定在传动杆上，
传动齿轮与齿条推进杆的齿牙相互啮合；
电动机
为去皮组件和切片组件提供动力。第一去皮辊子和第二去皮辊子两两配合，
共三组，
通过旋
转摩擦掉山药的外皮 ,去皮后的山药通过进出孔B进入切片组件，
而后切削成片 ,第二隔板
起支撑紧固作用 ,齿皮带连接传动部件，
辅助动力传输 ,皮带轮紧固在各个轴上。刀具转杆
的一端在支撑板上固定，
刀具转杆的另一端连接刀片圆盘，
为刀具旋转提供动力，
三个刀具
转杆和一个电机转轴的一端均固定在支撑板上面，
刀片圆盘每旋转1/4圈可完成一次切削。
[0009] 其操作方法是：
首先山药棒通过进料漏斗落入去皮组件区，
此时电动机通过皮带
轮和齿皮带带动第一去皮辊子和第二去皮辊子对山药棒去皮，
第一去皮辊子和第二去皮辊
子共设置有三对，
可至少同时对三根山药棒进行去皮，
三对第一去皮辊子和第二去皮辊子
直线排列，
一端均有皮带轮，
都通过齿皮带带动旋转，
去掉的皮和杂物会落入废料箱，
去皮
完成后，
正反转电机带动传动杆旋转，
传动杆上设置有传动齿轮，
传动齿轮旋转带动齿条推
进杆前进，
从进出孔A进入，
推动去皮后的山药棒由去皮组件区进出孔B进入切片组件区，
此
时由电动机带动旋转的刀具圆盘上面的刀片会对山药棒进行切片，
切出的片料会落入成品
箱，
拉出成品箱即可完成对山药片的收集。去皮辊子共设置有三对六根，
两两配合去除山药
外皮。第一种第一去皮辊子和第二去皮辊子的刃口较密，
可用于去除外皮较厚的山药棒。第
二种第一去皮辊子和第二去皮辊子刃口为圆弧状，
可用于去除外皮有较多突起的山药棒。
[0010] 一种农用山药去皮切片机与现有技术相比 ，
具有山药去皮后整体表面光整美观、
破损率低、操作便利、生产安全、
无化学残留，
废弃的的山药皮能够再次利用，
绿色环保，
解
决山药难去皮，
解决山药高效去皮、切片一体化集成，
解决山药皮废弃处理方便，
山药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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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收集容易等优点，
将广泛的应用于食品机械自动化加工设备技术领域中。
附图说明
[0011]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
[0012]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是图1的I部放大图。
[0014] 图3是本实用新型第一去皮辊子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是本实用新型第二去皮辊子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参照附图，
一种农用山药去皮切片机，
包括进料漏斗1、废料箱2、
成品箱3、设备箱
体4、
齿条推进杆槽5、
传动组件6、
去皮组件7、切片组件8，
在设备箱体4上设置进料漏斗1，
在
设备箱体4左侧设置齿条推进杆槽5，
在设备箱体4前部分别设置废料箱2和成品箱3，
在设备
箱体4内左部设置传动组件6，
在设备箱体4内中部设置去皮组件7，
在设备箱体4内右部设置
切片组件8；
传动组件6由第一隔板6-1、
支撑座6-2、
正反转电机6-3、
齿条推进杆6-4、
传动杆
6-5、传动齿轮6-6、
电动机6-7组成，
在设备箱体4内设置第一隔板6-1，
支撑座6-2固定在第
一隔板6-1上，
在设备箱体4内后部设置正反转电机6-3，
在设备箱体4左部齿条推进杆槽5内
设置齿条推进杆6-4，
正反转电机6-3输出端设置传动杆6-5，
传动杆6-5上设置传动齿轮66，
传动齿轮6-6与齿条推进杆6-4的齿牙相互啮合，
在第一隔板6-1侧面设置电动机6-7；
去
皮组件7由第一去皮辊子7-1、第二隔板7-2、
齿皮带7-3、
皮带轮7-4、第二去皮辊子7-5组成，
在设备箱体4内设置第二隔板7-2，
在第二隔板7-2上设置去皮辊子7-1、第二去皮辊子7-5，
电动机6-7与皮带轮7-4连接，
皮带轮7-4与齿皮带7-3连接，
齿皮带7-3与去皮辊子7-1和第
二去皮辊子7-5连接；
切片组件8由刀具转杆8-1、
皮带轮8-2、
齿皮带8-3、
支撑板8-4、
电机转
轴8-5、刀片圆盘8-6组成，
刀具转杆8-1的一端在支撑板8-4上固定，
刀具转杆8-1的另一端
连接刀片圆盘8-6，
在刀具转杆8-1设置皮带轮8-2，
在皮带轮8-2上设置齿皮带8-3，
在支撑
板8-4上固定三个刀具转杆8-1和电机转轴8-5。
[0017] 所述的一种农用山药去皮切片机的工作原理是，
通过圆棒去皮辊子7-1的旋转恒
速切削，
去掉山药的外皮，
通过切片组件8的旋转将山药切成均等的薄片或短棒。第一隔板
6-1起支撑紧固作用，
齿条推进杆6-4由第一隔板6-1下部的进出孔A进入，
推进山药棒料进
入切片组件8区进行切片。支撑座6-2的一端固定在第一隔板6-1上，
支撑座6-2的另一端连
接齿条推进杆6-4，
主要起到对齿条推进杆6-4的限位和支持作用，
正反转电机6-3对齿条推
进杆6-4的推进和拉回提供动力；
齿条推进杆6-4可对去皮后的山药起到推进作用，
推进后
的山药与旋转切片组件8接触，
完成切削过程，
切出成品山药片；
传动齿轮6-6固定在传动杆
6-5上，
传动齿轮6-6与齿条推进杆6-4的齿牙相互啮合；
电动机6-7为去皮组件7和切片组件
8提供动力。第一去皮辊子7-1和第二去皮辊子7-5两两配合，
共三组，
通过旋转摩擦掉山药
的外皮 ,去皮后的山药通过进出孔B进入切片组件8，
而后切削成片 ,第二隔板7-2起支撑紧
固作用,齿皮带7-3连接传动部件，
辅助动力传输 ,皮带轮7-4紧固在各个轴上。刀具转杆8-1
的一端在支撑板8-4上固定，
刀具转杆8-1的另一端连接刀片圆盘8-6，
为刀具旋转提供动
力，
三个刀具转杆和一个电机转轴的一端均固定在支撑板8-4上面，
刀片圆盘8-6每旋转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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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可完成一次切削。
[0018] 所述的一种农用山药去皮切片机的操作方法是：
首先山药棒通过进料漏斗1落入
去皮组件7区，
此时电动机6-7通过皮带轮7-4和齿皮带7-3带动第一去皮辊子7-1和第二去
皮辊子7-5对山药棒去皮，
第一去皮辊子7-1和第二去皮辊子7-5共设置有三对，
可至少同时
对三根山药棒进行去皮，
三对第一去皮辊子7-1和第二去皮辊子7-5直线排列，
一端均有皮
带轮7-4，
都通过齿皮带7-3带动旋转，
去掉的皮和杂物会落入废料箱2，
去皮完成后，
正反转
电机6-3带动传动杆6-5旋转，
传动杆6-5上设置有传动齿轮6-6，
传动齿轮6-6旋转带动齿条
推进杆6-4前进，
从进出孔A进入，
推动去皮后的山药棒由去皮组件区进出孔B进入切片组件
8区，
此时由电动机6-7带动旋转的刀具圆盘8-6上面的刀片会对山药棒进行切片，
切出的片
料会落入成品箱3，
拉出成品箱即可完成对山药片的收集。去皮辊子共设置有三对六根，
两
两配合去除山药外皮。第一种第一去皮辊子7-1和第二去皮辊子7-5的刃口较密，
可用于去
除外皮较厚的山药棒。第二种第一去皮辊子7-1和第二去皮辊子7-5刃口为圆弧状，
可用于
去除外皮有较多突起的山药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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