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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自动清理过滤油泥渣的榨油装置

(57)摘要

一种能够自动清理过滤油泥渣的榨油装置，

包括送料机、榨油平台、物料搅匀输送机、榨油

机、粗油过滤清理机构，送料机设置在榨油平台

一侧，榨油机固定设置在榨油平台上，榨油机包

括驱动部、榨油部，驱动部通过传动皮带与榨油

部连接，榨油部顶部的一端设置有入料口，榨油

部远离入料口一端的下部设置油渣出口，榨油部

的下部设置粗油出口，粗油出口下方倾斜固定设

置一个粗油引导槽，粗油引导槽出口端的正下方

设置有漏油管，物料搅匀输送机位于榨油部的上

方，所述粗油过滤清理机构设置在榨油平台的下

方，并且粗油过滤清理机构与粗油引导槽出口端

正下方设置的漏油管连通。本实用新型能够自动

刮除油泥，较少了人工清理的劳动强度，提高了

而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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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能够自动清理过滤油泥渣的榨油装置，包括送料机、榨油平台、物料搅匀输送

机、榨油机、粗油过滤清理机构，所述送料机设置在榨油平台一侧，所述榨油机固定设置在

榨油平台上，榨油机包括驱动部、榨油部，驱动部通过传动皮带与榨油部连接，榨油部顶部

的一端设置有入料口，榨油部远离入料口一端的下部设置油渣出口，榨油部的下部设置粗

油出口，粗油出口下方倾斜固定设置一个粗油引导槽，粗油引导槽出口端的正下方设置有

漏油管，所述物料搅匀输送机位于榨油部的上方，并且物料搅匀输送机的入口端位于送料

机出口端的正下方，出口端位于榨油部入料口的正上方，以使送料机输送的物料能够落入

物料搅匀输送机内，并通过物料搅匀输送机搅匀后送至榨油机，所述粗油过滤清理机构设

置在榨油平台的下方，并且粗油过滤清理机构与粗油引导槽出口端正下方设置的漏油管连

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能够自动清理过滤油泥渣的榨油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粗油

过滤清理机构包括箱体、过滤板、刮泥板、驱动机构、盛油箱，所述箱体设置在榨油机下方，

并位于榨油机出油口的正下方，箱体的顶部敞开，底部两端分别设置有第一出口、第二出

口，第一出口位于送料机入口端的正上方，且与送料机连通，所述驱动机构包括变频电机、

驱动轴、从动轴、链条，所述驱动轴设置在箱体内部的一端，并位于第一出口的上方，所述从

动轴设置在箱体内部的另一端，并位于第二出口的上方，所述驱动轴、从动轴上均设置有链

轮，链条与链轮相互配合，变频电机与驱动轴连接，为驱动轴提供动力，所述过滤板倾斜固

定设置在箱体内部，并且过滤板靠近箱体第一出口的一端高于过滤板远离箱体第一出口的

一端，且过滤板位于驱动轴、从动轴之间，所述刮泥板固定设置在链条上，刮泥板与过滤板

紧密贴合，并且刮泥板与过滤板垂直设置，所述盛油箱设置在第二出口的正下方，以便过滤

后的油落至盛油箱内。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能够自动清理过滤油泥渣的榨油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刮泥

板包括刮板、固定卡块、连接板，所述刮板上设置有一个豁口，豁口的宽度大于链轮的厚度，

深度小于链轮的半径，所述固定卡块的上部表面开设有一个凹槽，刮板上的豁口嵌入凹槽

内，并通过螺栓将刮板与固定卡块固定，所述连接板固定设置在固定卡块的底部表面，连接

板上设置有用于将连接板固定在链条上的销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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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自动清理过滤油泥渣的榨油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植物油生产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能够自动清理过滤油泥

渣的榨油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植物油是从植物种子、果肉及其它部分提取所得的脂肪脂，是由脂肪酸和甘油化

合而成的天然高分子化合物，广泛分布于自然界中。植物油是以富含油脂的植物种仁为原

料，经清理除杂、脱壳、破碎、软化、轧坯、挤压膨化等预处理后，再采用机械压榨或溶剂浸出

法提取获得粗油，再经精炼后获得。现有技术中，对粗油经过精炼时，足有当中的杂质会在

过滤设备上形成一层油泥，油泥积攒较厚时，会影响对粗油的过滤，此时就需要人工清理或

者更换过滤设备，这样就会降低生产效率。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有必要提供一种能够自动清理过滤油泥渣的榨油装置。

[0004] 一种能够自动清理过滤油泥渣的榨油装置，包括送料机、榨油平台、物料搅匀输送

机、榨油机、粗油过滤清理机构，所述送料机设置在榨油平台一侧，所述榨油机固定设置在

榨油平台上，榨油机包括驱动部、榨油部，驱动部通过传动皮带与榨油部连接，榨油部顶部

的一端设置有入料口，榨油部远离入料口一端的下部设置油渣出口，榨油部的下部设置粗

油出口，粗油出口下方倾斜固定设置一个粗油引导槽，粗油引导槽出口端的正下方设置有

漏油管，所述物料搅匀输送机位于榨油部的上方，并且物料搅匀输送机的入口端位于送料

机出口端的正下方，出口端位于榨油部入料口的正上方，以使送料机输送的物料能够落入

物料搅匀输送机内，并通过物料搅匀输送机搅匀后送至榨油机，所述粗油过滤清理机构设

置在榨油平台的下方，并且粗油过滤清理机构与粗油引导槽出口端正下方设置的漏油管连

通。

[0005] 优选的，所述粗油过滤清理机构包括箱体、过滤板、刮泥板、驱动机构、盛油箱，所

述箱体设置在榨油机下方，并位于榨油机出油口的正下方，箱体的顶部敞开，底部两端分别

设置有第一出口、第二出口，第一出口位于送料机入口端的正上方，且与送料机连通，所述

驱动机构包括变频电机、驱动轴、从动轴、链条，所述驱动轴设置在箱体内部的一端，并位于

第一出口的上方，所述从动轴设置在箱体内部的另一端，并位于第二出口的上方，所述驱动

轴、从动轴上均设置有链轮，链条与链轮相互配合，变频电机与驱动轴连接，为驱动轴提供

动力，所述过滤板固定设置在箱体内部，并且过滤板靠近箱体第一出口的一端高于过滤板

远离箱体第一出口的一端，且过滤板位于驱动轴、从动轴之间，所述刮泥板固定设置在链条

上，刮泥板与过滤板紧密贴合，并且刮泥板与过滤板垂直设置，所述盛油箱设置在第二出口

的正下方，以便过滤后的油落至盛油箱内。

[0006] 优选的，所述刮泥板包括刮板、固定卡块、连接板，所述刮板上设置有一个豁口，豁

口的宽度大于链轮的厚度，深度小于链轮的半径，所述固定卡块的上部表面开设有一个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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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刮板上的豁口嵌入凹槽内，并通过螺栓将刮板与固定卡块固定，所述连接板固定设置在

固定卡块的底部表面，连接板上设置有用于将连接板固定在链条上的销孔。

[0007] 本实用新型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其有益效果在于：本实用新型包括送料机、榨油平

台、物料搅匀输送机、榨油机、粗油过滤清理机构，所述送料机设置在榨油平台一侧，所述榨

油机固定设置在榨油平台上，榨油机包括驱动部、榨油部，驱动部通过传动皮带与榨油部连

接，榨油部顶部的一端设置有入料口，榨油部远离入料口一端的下部设置油渣出口，榨油部

的下部设置粗油出口，粗油出口下方倾斜固定设置一个粗油引导槽，粗油引导槽出口端的

正下方设置有漏油管，所述物料搅匀输送机位于榨油部的上方，并且物料搅匀输送机的入

口端位于送料机出口端的正下方，出口端位于榨油部入料口的正上方，以使送料机输送的

物料能够落入物料搅匀输送机内，并通过物料搅匀输送机搅匀后送至榨油机，所述粗油过

滤清理机构设置在榨油平台的下方，并且粗油过滤清理机构与粗油引导槽出口端正下方设

置的漏油管连通；粗油过滤清理机构，能够将过设备上积攒的油泥自动刮除，较少了人工清

理的劳动强度，提高了而生产效率，防止因为油泥渣积攒过厚，导致过滤效率变低，影响油

的品质。

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09] 图2为图1中另一角度的结构示意图。

[0010] 图3本实用新型榨油平台与粗油过滤清理机构连接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4为图3中A处的放大图。

[0012] 图5为图3中B处的放大图。

[0013] 图6为图4中C处的放大图。

[0014] 图中：送料机601、榨油平台602、物料搅匀输送机603、榨油机604、驱动部6041、榨

油部6042、入料口60421、油渣出口60422、粗油引导槽60423、漏油管60424、粗油过滤清理机

构605、箱体6051、第一出口60511、第二出口60512、过滤板6052、刮泥板6053、刮板60531、固

定卡块60532、连接板60533、驱动机构6054、变频电机60541、驱动轴60542、从动轴60543、链

条60544、盛油箱6055。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请参看图1至图6，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能够自动清理过滤油泥渣的榨油

装置，包括送料机601、榨油平台602、物料搅匀输送机603、榨油机604、粗油过滤清理机构

605，送料机601用于将外部物料输送至物料搅匀输送机603，以通过物料搅匀输送机603将

物料搅匀，并输送给榨油机603，所述送料机601设置在榨油平台602一侧，所述榨油机604固

定设置在榨油平台602上，榨油机604包括驱动部6041、榨油部6042，驱动部6041通过传动皮

带与榨油部6042连接，榨油部6042顶部的一端设置有入料口60421，榨油部6042远离入料口

60421一端的下部设置油渣出口60422，榨油部6042的下部设置粗油出口，粗油出口下方倾

斜固定设置一个粗油引导槽60423，粗油引导槽60423出口端的正下方设置有漏油管60424，

所述物料搅匀输送机603位于榨油部6042的上方，并且物料搅匀输送机603的入口端位于送

料机601出口端的正下方，出口端位于榨油部6042入料口60421的正上方，以使送料机601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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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的物料能够落入物料搅匀输送机603内，并通过物料搅匀输送机603搅匀后送至榨油机

604，所述粗油过滤清理机构605设置在榨油平台602的下方，并且粗油过滤清理机构605与

粗油引导槽60423出口端正下方设置的漏油管60424连通。

[0016] 送料机601将破碎料或筛分后的合格原料或炒制后的熟料输送至榨油部6042上方

设置的物料搅匀输送机603，物料搅匀输送机603一边转动，一边将物料搅匀输送机603内的

物料挤压至物料搅匀输送机603的出口端，使物料在物料搅匀输送机603内不断翻转，从而

使物料混合的更加充分，有利于提高榨油率，物料从物料搅匀输送机603的出口端落至榨油

部6042顶部设置的入料口60421，进而进入榨油部6042内进行榨油，粗油从榨油部6042下部

设置的粗油出口流出，落至粗油出口下方倾斜固定设置的粗油引导槽60423上，并通过粗油

引导槽60423出口端正下方设置的漏油管60424流至粗油过滤清理机构605内进行过滤，粗

油过滤清理机构605清理出的油泥则被输送至送料机601内，进而被物料搅匀输送机603再

次输送至榨油机604的榨油部6042内继续进行榨油，这样，将粗油过滤清理机构605清理出

的油泥继续反复送入榨油机604榨油部6042内进行榨油，能够使油泥中携带的残留粗油继

续被利用，减少了浪费，提高了榨油率，而榨油时产生的油渣则通过榨油部6042远离入料口

60421一端的下部设置的油渣出口60422排出。

[0017] 进一步的，所述粗油过滤清理机构605包括箱体6051、过滤板6052、刮泥板6053、驱

动机构6054、盛油箱6055，所述箱体6051设置在榨油机604下方，并位于榨油机604出油口的

正下方，箱体6051的顶部敞开，底部两端分别设置有第一出口60511、第二出口60512，第一

出口60511位于送料机601入口端的正上方，且与送料机601连通，所述驱动机构6054包括变

频电机60541、驱动轴60542、从动轴60543、链条60544，所述驱动轴60542设置在箱体6051内

部的一端，并位于第一出口60511的上方，所述从动轴60543设置在箱体6051内部的另一端，

并位于第二出口60512的上方，所述驱动轴60542、从动轴60543上均设置有链轮，链条60544

与链轮相互配合，变频电机60541与驱动轴60542连接，为驱动轴60542提供动力，所述过滤

板6052固定设置在箱体6051内部，并且过滤板6052靠近箱体6051第一出口60511的一端高

于过滤板6052远离箱体6051第一出口60511的一端，且过滤板6052位于驱动轴60542、从动

轴60543之间，所述刮泥板6053固定设置在链条60544上，刮泥板6053与过滤板6052紧密贴

合，并且刮泥板6053与过滤板6052垂直设置，所述盛油箱6055设置在第二出口60512的正下

方，以便过滤后的油落至盛油箱6055内。

[0018] 变频电机60541带动驱动轴60542转动，而驱动轴60542、从动轴60543上均设置有

链轮，链条60544与链轮相互配合，使驱动轴60542转动的同时，通过链条60544带动从动轴

60543转动，进而使链条60544上固定设置的刮泥板6053沿链条60544逆时针转动，刮泥板

6053与固定设置在箱体6051内部的过滤板6052紧密贴合，并且刮泥板6053与过滤板6052垂

直设置，使刮泥板6053在过滤板6052的上部表面运动的同时，能够推动过滤板6052上沉积

的油泥向箱体6051底部设置的第一出口60511移动，当刮泥板6053运动至第一出口60511

时，油泥被刮入送料机601内，而当刮泥板6053继续运动，并穿过驱动轴60542上上设置的链

轮，转动到过滤板6052的下方，此时过滤板6052的下部表面会形成许多油滴，而过滤板6052

经过过滤板6052下部表面时，会将油滴向箱体6051上设置的第二出口60512移动，当刮泥板

6053运动到第二出口60512时，刮泥板6053上的油落至盛油箱6055内。

[0019] 进一步的，所述刮泥板6053包括刮板60531、固定卡块60532、连接板60533，所述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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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60531上设置有一个豁口，豁口的宽度大于链轮的厚度，深度小于链轮的半径，所述固定

卡块60532的上部表面开设有一个凹槽，刮板60531上的豁口嵌入凹槽内，并通过螺栓将刮

板60531与固定卡块60532固定，所述连接板60533固定设置在固定卡块60532的底部表面，

连接板60533上设置有用于将连接板60533固定在链条60544上的销孔。

[0020]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方式如下：工作时，榨油机604产生的粗油从榨油部6042下部设

置的粗油出口流出，落至粗油出口下方倾斜固定设置的粗油引导槽60423上，并通过粗油引

导槽60423出口端正下方设置的漏油管60424流至粗油过滤清理机构605内进行过滤，粗油

过滤清理机构605清理出的油泥则被输送至送料机601内，进而被物料搅匀输送机603再次

输送至榨油机604的榨油部6042内继续进行榨油，这样，将粗油过滤清理机构605清理出的

油泥继续反复送入榨油机604榨油部6042内进行榨油，能够使油泥中携带的残留粗油继续

被利用，减少了浪费，提高了榨油率。

[0021] 以上所揭露的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实施例而已，当然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实用新型

之权利范围，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实现上述实施例的全部或部分流程，并依本实

用新型权利要求所作的等同变化，仍属于实用新型所涵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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