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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猕猴桃榨汁一体机中的翻转夹持机构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猕猴桃榨汁一体机中的

翻转夹持机构。它解决了现有榨汁机没有翻转夹

持机构，不能任意翻转和夹持猕猴桃，作业精度

差等技术问题。本猕猴桃榨汁一体机中的翻转夹

持机构，猕猴桃榨汁一体机包括底座，底座上固

定有支撑座，支撑座上固定有加工箱，加工箱上

安装有箱门，箱门上安装有观察窗，观察窗上开

设有送料口，送料口处连接有送料机，加工箱内

固定有作业台，作业台上设置有能对猕猴桃进行

翻转夹持的翻转夹持机构，翻转夹持机构包括夹

持板、移动板、翻转辊、固定辊和双向螺杆。本发

明具有作业精度高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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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猕猴桃榨汁一体机中的翻转夹持机构，猕猴桃榨汁一体机包括底座，底座上固

定有支撑座，支撑座上固定有加工箱，加工箱上安装有箱门，箱门上安装有观察窗，观察窗

上开设有送料口，送料口处连接有送料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工箱内固定有作业台，作业

台上开设有矩形通槽，通槽上端边缘处为弧形结构，通槽内还固定有限位块，作业台上设置

有能对猕猴桃进行翻转夹持的翻转夹持机构，翻转夹持机构包括夹持板、移动板、翻转辊、

固定辊和双向螺杆，固定辊的两端固定在通槽内壁上，翻转辊的两端通过轴承一固定在通

槽内壁上，双向螺杆的一端通过轴承二固定在通槽内壁上，双向螺杆的另一端和传动结构

相连，且双向螺杆平行设置于固定辊和翻转辊下方，移动板的上端和固定辊滑动连接，移动

板的下端穿过双向螺杆，且移动板的下端和双向螺杆螺纹连接，夹持板固定在移动板上，夹

持板上开设有第一通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猕猴桃榨汁一体机中的翻转夹持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夹持板下端固定连接有倾斜设置的柔性导料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猕猴桃榨汁一体机中的翻转夹持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翻转辊表面设置有若干凸起块。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猕猴桃榨汁一体机中的翻转夹持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传动结构包括伺服电机、传动皮带、主动轮和从动轮，主动轮固定在双向螺杆上，从动轮固

定在翻转辊上，传动皮带套设在主动轮和从动轮上，伺服电机固定在作业台上，伺服电机的

输出轴水平设置，伺服电机的输出轴端部和双向螺杆的另一端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猕猴桃榨汁一体机中的翻转夹持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加工箱上设置有可拆卸式垃圾箱，垃圾箱上端与加工箱内部相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猕猴桃榨汁一体机中的翻转夹持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加工箱内还设置有紫外线灯和保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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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猕猴桃榨汁一体机中的翻转夹持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翻转夹持机构，特别是一种猕猴桃榨汁一体机中的翻转夹持机

构。

背景技术

[0002] 猕猴桃是一种品质鲜嫩，营养丰富，风味鲜美的水果。其果形一般为椭圆状，早期

外观呈绿褐色，成熟后呈红褐色，表皮覆盖浓密绒毛，果肉可食用，其内是呈亮绿色的果肉

和一排黑色或者红色的种子。猕猴桃除含有猕猴桃碱、蛋白水解酶、单宁果胶和糖类等有机

物，以及钙、钾、硒、锌、锗等微量元素和人体所需17种氨基酸外，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葡

萄酸、果糖、柠檬酸、苹果酸、脂肪。而汁液极易被人体吸收，于是新鲜的猕猴桃汁便成为人

们追求的健康饮品。

[0003] 经 检 索 ，如中 国 专 利文 献 公 开 了 一 种高 效 猕 猴 桃 榨 汁 机【申 请 号 ：

CN201610992387.2；公开号：CN106562439A】。这种高效猕猴桃榨汁机，包括切碎机、残渣收

集箱、冷却装置，切碎机上连接有驱动电机，驱动电机输出轴伸入到切碎机内，所述切碎机

内设置有连接到驱动电机输出端的刀具架，刀具架通过轴套套箍在转轴上，刀具架圆周面

上开有两个刀具安装槽，每个安装槽内设置有多个插槽，每个插槽内连接有刀片；所述过滤

网下方设置有汁液收集室，汁液收集室一侧设置有溢流管；所述冷却装置通过支架安装有

两套冷却盘管组件，两套盘管组件分别于溢流管连通，且设置有切换阀，每套盘管组件分别

设置有多根冷却管，多根冷却管通过弯头两两依次连通形成迂回回路；所述冷却装置内设

置有冷却液。

[0004] 该专利中公开的榨汁机虽然可以通过切碎机切皮取汁，但是，该榨汁机没有翻转

夹持机构，不能任意翻转和夹持猕猴桃，作业精度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的技术存在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猕猴桃榨汁一体机中

的翻转夹持机构，该翻转夹持机构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高精度的对猕猴桃进行翻转

夹持。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可通过下列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猕猴桃榨汁一体机中的翻转夹持

机构，猕猴桃榨汁一体机包括底座，底座上固定有支撑座，支撑座上固定有加工箱，加工箱

上安装有箱门，箱门上安装有观察窗，观察窗上开设有送料口，送料口处连接有送料机，其

特征在于，所述加工箱内固定有作业台，作业台上设置有能对猕猴桃进行翻转夹持的翻转

夹持机构，翻转夹持机构包括夹持板、移动板、翻转辊、固定辊和双向螺杆，固定辊的两端固

定在通槽内壁上，翻转辊的两端通过轴承一固定在通槽内壁上，双向螺杆的一端通过轴承

二固定在通槽内壁上，双向螺杆的另一端和传动结构相连，且双向螺杆平行设置于固定辊

和翻转辊下方，移动板的上端和固定辊滑动连接，移动板的下端穿过双向螺杆，且移动板的

下端和双向螺杆螺纹连接，夹持板固定在移动板上，夹持板上开设有第一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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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当需要对猕猴桃进行翻转夹持时，猕猴桃位于弧形结构上，猕猴桃的下部同时抵

靠在固定辊和翻转辊上，从而通过翻转辊带动猕猴桃转动，通过传动结构带动双向螺杆转

动，双向螺杆带动夹持板相向移动，从而使夹持板夹住猕猴桃两端，本结构可以任意翻转和

夹持猕猴桃，作业精度高。

[0008] 所述夹持板下端固定连接有倾斜设置的柔性导料板。

[0009] 采用以上结构，通过柔性导料板可以将猕猴桃残留物顺利导入垃圾箱。

[0010] 所述翻转辊表面设置有若干凸起块。

[0011] 采用以上结构，通过凸起块可以更好的对猕猴桃进行翻滚操作。

[0012] 所述传动结构包括伺服电机、传动皮带、主动轮和从动轮，主动轮固定在双向螺杆

上，从动轮固定在翻转辊上，传动皮带套设在主动轮和从动轮上，伺服电机固定在作业台

上，伺服电机的输出轴水平设置，伺服电机的输出轴端部和双向螺杆的另一端相连。

[0013] 当需要带动双向螺杆和翻转辊转动时，控制伺服电机动作，伺服电机带动双向螺

杆转动，同时，双向螺杆带动主动轮转动，主动轮带动从动轮转动，从动轮带动翻转辊转动。

[0014] 所述加工箱上设置有可拆卸式垃圾箱，垃圾箱上端与加工箱内部相连通。

[0015] 采用以上结构，通过可拆卸式垃圾箱可以方便快捷的对猕猴桃残余物进行收集。

[0016] 所述加工箱内还设置有紫外线灯和保温管。

[0017] 采用以上结构，通过紫外线灯和保温管的作用，可以保持加工箱内恒温无菌，避免

细菌滋生，保证生产卫生。

[0018] 所述作业台上开设有矩形通槽，通槽上端边缘处为弧形结构，通槽内还固定有限

位块。

[0019] 采用以上结构，通过弧形结构可以快速对猕猴桃进行放置，放置可靠，通过限位块

可对移动板进行限位，限位准确。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猕猴桃榨汁一体机中的翻转夹持机构具有以下优点：

[0021] 1、本发明需要对猕猴桃进行翻转夹持时，猕猴桃位于弧形结构上，猕猴桃的下部

同时抵靠在固定辊和翻转辊上，从而通过翻转辊带动猕猴桃转动，通过伺服电机带动双向

螺杆转动，双向螺杆带动夹持板相向移动，从而使夹持板夹住猕猴桃两端，本结构可以任意

翻转和夹持猕猴桃，作业精度高。

[0022] 2、加工箱上设置有可拆卸式垃圾箱，垃圾箱上端与加工箱内部相连通，采用以上

结构，通过可拆卸式垃圾箱可以方便快捷的对猕猴桃残余物进行收集。

[0023] 3、加工箱内还设置有紫外线灯和保温管，采用以上结构，通过紫外线灯和保温管

的作用，可以保持加工箱内恒温无菌，避免细菌滋生，保证生产卫生。

[0024] 4、作业台上开设有矩形通槽，通槽上端边缘处为弧形结构，通槽内还固定有限位

块，采用以上结构，通过弧形结构可以快速对猕猴桃进行放置，放置可靠，通过限位块可对

移动板进行限位，限位准确。

[0025] 5、夹持板下端固定连接有倾斜设置的柔性导料板，采用以上结构，通过柔性导料

板可以将猕猴桃残留物顺利导入垃圾箱。

[0026] 6、翻转辊表面设置有若干凸起块，采用以上结构，通过凸起块可以更好的对猕猴

桃进行翻滚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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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发明的正视图。

[0028] 图2是本发明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是本发明中翻转夹持机构的正面剖视图。

[0030] 图4是本发明中清洗去毛机构的左视图。

[0031] 图5是本发明中切割去皮机构的俯视图。

[0032] 图6是本发明中固定筒的正面剖视图。

[0033] 图7是本发明中粉碎榨汁机构的正面剖视图。

[0034] 图中，1、加工箱；2、底座；3、垃圾箱；4、紫外线灯；5、保温管；6、箱门；7、观察窗；7a、

送料口；7b、出料口；8、支撑座；9、作业台；9a、通槽；12、夹持板；12a、第一通孔；14、移动板；

15、双向螺杆；16、伺服电机；17、翻转辊；18、传动皮带；19、固定辊；20、导料板；21、左切割刀

片；21a、第二通孔；22、安装板；23、第一推杆电机；24、右切割刀片；24a、第三通孔；26、固定

筒；27、移动筒；28、推板；29、第二推杆电机；30、第三推杆电机；31、出料管；32、软管；33、粉

碎箱；34、过滤板；35、粉碎刀；36、中心轴；37、变频电机；39、压板；41、出液管；42、储液箱；

43、抽滤泵；44、毛刷板；45、移动框；46、滑块；47、滑轨；48、偏心柱；49、转轮；50、驱动电机；

51、喷头；52、高压水泵；53、水箱。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以下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描述，

但本发明并不限于这些实施例。

[0036] 如图1-图7所示，一种猕猴桃榨汁一体机，包括底座2，底座2上固定有支撑座8，支

撑座8上固定有加工箱1，加工箱1上安装有箱门6，箱门6上安装有观察窗7，观察窗7上开设

有送料口7a，送料口7a处连接有送料机，在本实施例中，送料机为市场上可以买到的现有产

品，加工箱1内固定有作业台9，作业台9上设置有能对猕猴桃进行翻转夹持的翻转夹持机构

和能对猕猴桃进行切割去皮的切割去皮机构，加工箱1上设置有能对猕猴桃进行清洗去毛

的清洗去毛机构，加工箱1侧面开设有出料口7b，出料口7b处设置有能对猕猴桃芯进行粉碎

榨汁的粉碎榨汁机构。

[0037] 加工箱1上设置有可拆卸式垃圾箱3，垃圾箱3上端与加工箱1内部相连通。

[0038] 采用以上结构，通过可拆卸式垃圾箱3可以方便快捷的对猕猴桃残余物进行收集。

[0039] 加工箱1内还设置有紫外线灯4和保温管5。

[0040] 采用以上结构，通过紫外线灯4和保温管5的作用，可以保持加工箱1内恒温无菌，

避免细菌滋生，保证生产卫生。

[0041] 作业台9上开设有矩形通槽9a，通槽9a上端边缘处为弧形结构，通槽9a内还固定有

限位块。

[0042] 采用以上结构，通过弧形结构可以快速对猕猴桃进行放置，放置可靠，通过限位块

可对移动板14进行限位，限位准确。

[0043] 翻转夹持机构包括夹持板12、移动板14、翻转辊17、固定辊19和双向螺杆15，固定

辊19的两端固定在通槽9a内壁上，翻转辊17的两端通过轴承一固定在通槽9a内壁上，双向

螺杆15的一端通过轴承二固定在通槽9a内壁上，双向螺杆15的另一端和传动结构相连，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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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螺杆15平行设置于固定辊19和翻转辊17下方，移动板14的上端和固定辊19滑动连接，

移动板14的下端穿过双向螺杆15，且移动板14的下端和双向螺杆15螺纹连接，夹持板12固

定在移动板14上，夹持板12上开设有第一通孔12a。

[0044] 夹持板12下端固定连接有倾斜设置的柔性导料板20。

[0045] 采用以上结构，通过柔性导料板20可以将猕猴桃残留物顺利导入垃圾箱3。

[0046] 翻转辊17表面设置有若干凸起块。

[0047] 采用以上结构，通过凸起块可以更好的对猕猴桃进行翻滚操作。

[0048] 传动结构包括伺服电机16、传动皮带18、主动轮和从动轮，主动轮固定在双向螺杆

15上，从动轮固定在翻转辊17上，传动皮带18套设在主动轮和从动轮上，伺服电机16固定在

作业台9上，伺服电机16的输出轴水平设置，伺服电机16的输出轴端部和双向螺杆15的另一

端相连。

[0049] 清洗去毛机构包括毛刷板44、移动框45、喷头51、高压水泵52和水箱53，毛刷板44

底部设有均匀分布的刷毛，毛刷板44固定在移动框45下端，且毛刷板44位于作业台9上方，

移动框45与一能带动其来回移动的驱动机构相连，喷头51通过连杆一倾斜固定在毛刷板44

上部，高压水泵52通过水管分别与喷头51和水箱53相连，水箱53固定在加工箱1上。

[0050] 驱动机构包括滑块46、滑轨47、偏心柱48、转轮49和驱动电机50，滑轨47固定在加

工箱1内侧壁上，滑块46滑动设置在滑轨47上，移动框45固定在滑块46上，移动框45上开设

有滑槽，驱动电机50通过连杆二固定在加工箱1内侧壁上，驱动电机50的输出轴水平设置，

驱动电机50的输出轴端部和转轮49的中心相连，偏心柱48的一端固定在转轮49上，偏心柱

48的另一端滑动设置在滑槽内。

[0051] 切割去皮机构包括左切割刀片21、右切割刀片24、安装板22、第一推杆电机23、第

二推杆电机29、第三推杆电机30、移动筒27、固定筒26、出料管31和推板28，安装板22滑动设

置在作业台9上，且安装板22与作业台9垂直，第一推杆电机23固定在作业台9上，第一推杆

电机23的推杆水平设置，且第一推杆电机23的推杆端部和安装板22相连，左切割刀片21和

右切割刀片24均固定在安装板22上，左切割刀片21和右切割刀片24的前端均为刀刃部，左

切割刀片21上开设有第二通孔21a，右切割刀片24上开设有第三通孔24a，出料管31固定在

左切割刀片21上，出料管31与第二通孔21a相连通，固定筒26固定在右切割刀片24上，固定

筒26与第三通孔24a相连通，移动筒27设置在固定筒26内，推板28设置在移动筒27内，第二

推杆电机29固定在移动筒27上，第二推杆电机29的推杆水平设置，第二推杆电机29的推杆

端部和推板28相连，第三推杆电机30固定在固定筒26上，第三推杆电机30的推杆水平设置，

第三推杆电机30的推杆端部和移动筒27相连。

[0052] 左切割刀片21和右切割刀片24均为不锈钢材质。

[0053] 出料管31的一端和软管32的一端相连通，软管32的另一端和出料口7b相连通，第

二通孔21a、第三通孔24a的直径与第一通孔12a的直径相同。

[0054] 粉碎榨汁机构包括粉碎箱33、过滤板34、粉碎刀35、中心轴36、变频电机37和压板

39，粉碎箱33固定在加工箱1外侧，且粉碎箱33侧部和出料口7b相连通，变频电机37固定在

粉碎箱33上，变频电机37的输出轴竖直向下，变频电机37的输出轴端部和中心轴36的上端

相连，中心轴36的下端通过轴承三固定在粉碎箱33底部，压板39穿过中心轴36，且压板39螺

纹连接在中心轴36上部，压板39的两端滑动设置在粉碎箱33内壁上，粉碎刀35均匀分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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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轴36下部，过滤板34固定在粉碎箱33内侧壁上，且过滤板34位于粉碎刀35下方。

[0055] 底座2上还固定有储液箱42，储液箱42通过出液管41和粉碎箱33相连通，储液箱42

上还连通有抽滤泵43。

[0056]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通过送料机将猕猴桃送入加工箱1内，猕猴桃位于弧形结构

上，猕猴桃的下部同时抵靠在固定辊19和翻转辊17上，控制伺服电机16动作，伺服电机16带

动双向螺杆15转动，双向螺杆15带动主动轮转动，主动轮带动从动轮转动，从动轮带动翻转

辊17转动，从而使翻转辊17带动猕猴桃转动，同时，双向螺杆15带动夹持板12相向移动，从

而使夹持板12夹住猕猴桃两端，打开高压水泵52，喷头51对猕猴桃进行喷水，控制驱动电机

50动作，驱动电机50带动转轮49转动，转轮49带动偏心柱48转动，偏心柱48带动移动框45来

回移动，移动框45带动毛刷板44来回移动，毛刷板44对猕猴桃表面往复循环刷洗，控制第一

推杆电机23动作，第一推杆电机23带动安装板22移动，安装板22带动左切割刀片21和右切

割刀片24同时移动，左切割刀片21和右切割刀片24同时将猕猴桃两端切掉，然后，控制第三

推杆电机30动作，第三推杆电机30带动移动筒27移动，移动筒27插入猕猴桃内部，控制第二

推杆电机29动作，第二推杆电机29带动推板28移动，推板28将猕猴桃芯推入出料管31内，猕

猴桃芯通过软管32进入粉碎箱33内，控制变频电机37动作，变频电机37带动中心轴36转动，

中心轴36带动粉碎刀35转动，粉碎刀35对猕猴桃芯进行粉碎，同时，中心轴36带动压板39向

下移动，压板39对猕猴桃芯进行压制，使猕猴桃芯粉碎更彻底，从而实现对猕猴桃的一体式

榨汁工作，作业效率高，集成度高。

[0057]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

代，但并不会偏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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