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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去皮设备，尤其涉及一种核

桃去青皮设备。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

供一种能够自动去皮并分离，并且能够自动冲洗

的核桃去青皮设备。一种核桃去青皮设备，包括

有：安装框体，安装框体两侧均开有出料孔；第一

收集框，安装在安装框体上；第二收集框，安装在

安装框体另一侧；动力组件，安装在安装框体上；

去皮组件，安装在安装框体上；喷水组件，安装在

安装框体上。本发明带有喷水组件，能够在去皮

过程中冲洗沾染在核桃上的青皮减少后期清洗

的麻烦；本发明带有滑下组件和清理组件，能够

自动分离去皮后的核桃和青皮，并带有第一收集

框和第二收集框，分别装取去皮后的核桃和青

皮，方便清理和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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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核桃去青皮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有：

安装框体（1），安装框体（1）两侧均开有出料孔（102）；

第一收集框（101），安装在安装框体（1）上；

第二收集框（103），安装在安装框体（1）另一侧；

动力组件（2），安装在安装框体（1）上；

去皮组件（3），安装在安装框体（1）上；

喷水组件（4），安装在安装框体（1）上；

滑下组件（5），安装在安装框体（1）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核桃去青皮设备，其特征在于，动力组件（2）包括有：

减速电机（21），安装在安装框体（1）上；

第一锥齿轮（22），安装在减速电机（21）的输出轴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核桃去青皮设备，其特征在于，去皮组件（3）包括有：

第一转动轴（31），转动式安装在安装框体（1）内；

第二锥齿轮（32），安装在第一转动轴（31）上，第二锥齿轮（32）与第一锥齿轮（22）啮合；

去皮框体（33），去皮框体（33）安装在安装框体（1）上，去皮框体（33）上带有圆孔；

第一刀片（34），多个第一刀片（34）安装在去皮框体（33）上；

转板（35），安装在第一转动轴（31）上；

第二刀片（36），至少两个第二刀片（36）安装在转板（35）上，第二刀片（36）与第一刀片

（34）配合；

第三刀片（37），至少两个第三刀片（37）安装在第一转动轴（31）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核桃去青皮设备，其特征在于，喷水组件（4）包括有：

水箱（41），安装在安装框体（1）上；

进水管（42），安装在水箱（41）上，进水管（42）上设有单向阀；

缸体（43），安装在水箱（41）上，进水管（42）与缸体（43）相连接；

活塞板（44），滑动式安装在缸体（43）上；

推杆（45），安装在活塞板（44）上；

齿条（46），安装在推杆（45）上；

弹簧（47），安装在齿条（46）与安装框体（1）之间；

第二转动轴（48），转动式安装在安装框体（1）上；

扇形齿轮（49），安装在第二转动轴（48）上，扇形齿轮（49）与齿条（46）啮合；

第三锥齿轮（410），安装在第二转动轴（48）上，第三锥齿轮（410）与第二锥齿轮（32）啮

合；

出水管（411），安装在水箱（41）上，出水管（411）上设有单向阀。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核桃去青皮设备，其特征在于，滑下组件（5）包括有：

第一轴套（51），转动式安装在第一转动轴（31）上；

格栅板（52），安装在第一轴套（51）与安装框体（1）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核桃去青皮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清理组件（6），清

理组件（6）包括有：

第二轴套（61），转动式安装在第一转动轴（3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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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板（62），安装在第二轴套（61）与安装框体（1）之间；

连接杆（63），安装在第一转动轴（31）上；

扫板（64），转动式安装在连接杆（63）上，扫板（64）与斜板（62）配合。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核桃去青皮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出核组件（7），出

核组件（7）包括有：

刷子（71），转动式安装在去皮框体（33）上；

皮带轮组（72），安装在刷子（71）与第一转动轴（31）之间；

导轨（73），两个导轨（73）对称安装在安装框体（1）上；

挡板（74），滑动式安装在两个导轨（73）之间，挡板（74）与出料孔（102）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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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核桃去青皮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去皮设备，尤其涉及一种核桃去青皮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核桃营养价值丰富，有“万岁子”“长寿果”“养生之宝”的美誉，可以把它算作水果

一类，它可以保护心脏机能，所以是很多老年人喜欢吃的。其实核桃的好处有很多，并不仅

仅限于老年人吃，青年、中年人吃了一样有很多的好处。性能味甘，性温。入肺、肝、肾三经，

能补肾助阳，补肺敛肺，润肠通便。参考含丰富的脂肪油、多量蛋白质、钙、磷、铁、胡萝卜素，

维生素B1、B2，糖类、烟酸等成分。可用于肾虚腰痛，两脚痿弱，小便频数，遗精阳痿；肺气虚

弱或肺肾两虚，喘咳短气；肠燥便秘，大便干涩；石淋，小便不利等。

[0003] 一般的核桃去皮设备虽然可以对核桃进行去除青皮，但是核桃去除青皮后不能自

动将核桃与青皮进行分离，需要另请员工进行清洗去皮后的核桃，从而使得公司的制造成

本提高，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0004] 因此设计一种能够自动去皮并分离，并且能够自动冲洗的核桃去青皮设备。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一般的核桃去青皮设备去除青皮后不能自动进行分离，需要另请员工进

行清洗去皮后的核桃，从而使得公司的制造成本提高，不利于企业的发展的缺点，技术问

题：提供一种能够自动去皮并分离，并且能够自动冲洗的核桃去青皮设备。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核桃去青皮设备，包括有：安装框体，安装框体两侧均

开有出料孔；第一收集框，安装在安装框体上；第二收集框，安装在安装框体另一侧；动力组

件，安装在安装框体上；去皮组件，安装在安装框体上；喷水组件，安装在安装框体上；滑下

组件，安装在安装框体上。

[0007] 作为优选，动力组件包括有：减速电机，安装在安装框体上；第一锥齿轮，安装在减

速电机的输出轴上。

[0008] 作为优选，去皮组件包括有：第一转动轴，转动式安装在安装框体内；第二锥齿轮，

安装在第一转动轴上，第二锥齿轮与第一锥齿轮啮合；去皮框体，去皮框体安装在安装框体

上，去皮框体上带有圆孔；第一刀片，多个第一刀片安装在去皮框体上；转板，安装在第一转

动轴上；第二刀片，多个第二刀片安装在转板上，第二刀片与第一刀片配合；第三刀片，多个

第三刀片安装在第一转动轴的上。

[0009] 作为优选，喷水组件包括有：水箱，安装在安装框体上；进水管，安装在水箱上，进

水管上设有单向阀；缸体，安装在水箱上，进水管与缸体相连接；活塞板，滑动式安装在缸体

上；推杆，安装在活塞板上；齿条，安装在推杆上；弹簧，安装在齿条与安装框体之间；第二转

动轴，转动式安装在安装框体上；扇形齿轮，安装在第二转动轴上，扇形齿轮与齿条啮合；第

三锥齿轮，安装在第二转动轴上，第三锥齿轮与第二锥齿轮啮合；出水管，安装在水箱上，出

水管上设有单向阀。

说　明　书 1/4 页

4

CN 112220066 A

4



[0010] 作为优选，滑下组件包括有：第一轴套，转动式安装在第一转动轴上；格栅板，安装

在第一轴套与安装框体之间。

[0011] 作为优选，还包括有清理组件，清理组件包括有：第二轴套，转动式安装在第一转

动轴上；斜板，安装在第二轴套与安装框体之间；连接杆，安装在第一转动轴上；扫板，转动

式安装在连接杆上，扫板与斜板配合。

[0012] 作为优选，还包括有出核组件，出核组件包括有：刷子，转动式安装在去皮框体上；

皮带轮组，安装在刷子与第一转动轴之间；导轨，两个导轨对称安装在安装框体上；挡板，滑

动式安装在两个导轨之间，挡板与出料孔配合。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1、本发明带有喷水组件，能够在去皮过程

中冲洗沾染在核桃上的青皮，使收集的核桃更干净，减少后期清洗的麻烦；

2、本发明带有滑下组件和清理组件，能够自动分离去皮后的核桃和青皮，并带有第一

收集框和第二收集框，分别装取去皮后的核桃和青皮，方便清理和收集；

3、本发明带有出核组件，能有效减少去皮后的核桃上沾有青皮，使取用核桃更方便。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的部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动力组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本发明去皮组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为本发明喷水组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6为本发明清理组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7为本发明出核组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标记说明：1_安装框体，101_第一收集框，102_出料孔，103_第二收集框，2_动

力组件，21_减速电机，22_第一锥齿轮，3_去皮组件，31_第一转动轴，32_第二锥齿轮，33_去

皮框体，34_第一刀片，35_转板，36_第二刀片，37_第三刀片，4_喷水组件，41_水箱，42_进水

管，43_缸体，44_活塞板，45_推杆，46_齿条，47_弹簧，48_第二转动轴，49_扇形齿轮，410_第

三锥齿轮，411_出水管，5_滑下组件，51_第一轴套，52_格栅板，6_清理组件，61_第二轴套，

62_斜板，63_连接杆，64_扫板，7_出核组件，71_刷子，72_皮带轮组，73_导轨，74_挡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因此而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3] 实施例1

一种核桃去青皮设备，如图1-6所示，包括有安装框体1、第一收集框101、第二收集框

103、动力组件2、去皮组件3、喷水组件4和滑下组件5，安装框体1的下部左侧安装有第一收

集框101，安装框体1的左右两侧开有出料孔102，安装框体1的下部右侧安装有第二收集框

103，安装框体1的下侧安装有动力组件2，安装框体1的上侧安装有去皮组件3，安装框体1的

前侧安装有喷水组件4，安装框体1的中部安装有滑下组件5。

[0024] 启动动力组件2，然后将没有去皮的核桃从安装框体1的上侧倒入，此时动力组件2

会带动去皮组件3和喷水组件4进行运作，去皮组件3便会使核桃去掉青皮，然后喷水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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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会将核桃与青皮冲洗分离，之后去除青皮的核桃和青皮就会掉落至滑下组件5，滑下组件

5就将会把去除青皮的核桃通过左侧的出料孔102滚落至第一收集框101中，青皮和水将会

通过滑下组件5掉落，最终通过右侧的出料孔102流落到第二收集框103中，当所有核桃都去

除青皮并收集后，关闭动力组件2，装置停止运作。

[0025] 动力组件2包括有减速电机21和第一锥齿轮22，安装框体1的底部安装有减速电机

21，减速电机21的输出轴上安装有第一锥齿轮22。

[0026] 启动减速电机21，从而使得第一锥齿轮22进行旋转，从而带动去皮组件3和喷水组

件4进行运作，使核桃去除青皮，当所有核桃都去除青皮后，关闭减速电机21，使得第一锥齿

轮22不再旋转，装置停止运作。

[0027] 去皮组件3包括有第一转动轴31、第二锥齿轮32、去皮框体33、第一刀片34、转板

35、第二刀片36和第三刀片37，安装框体1内中部转动式安装有第一转动轴31，第一转动轴

31的下侧安装有第二锥齿轮32，第二锥齿轮32与第一锥齿轮22啮合，安装框体1的上部内侧

安装有带孔的去皮框体33，去皮框体33上设有多个第一刀片34，第一转动轴31的上侧安装

有转板35，转板35上设有多个第二刀片36，第二刀片36与第一刀片34配合，第一转动轴31的

上侧设有多个第三刀片37。

[0028] 启动减速电机21，从而使得第一锥齿轮22进行旋转，从而带动第二锥齿轮32进行

旋转，从而带动第一转动轴31进行旋转，从而使得转板35、第二刀片36和第三刀片37以第一

转动轴31为轴心进行旋转，从而使得第二刀片36与第一刀片34进行配合，使核桃去除青皮，

去除青皮后的核桃和青皮将会从去皮框体33上的孔中掉落，当所有核桃都去除青皮后，关

闭减速电机21，装置停止运作。

[0029] 喷水组件4包括有水箱41、进水管42、缸体43、活塞板44、推杆45、齿条46、弹簧47、

第二转动轴48、扇形齿轮49、第三锥齿轮410和出水管411，安装框体1的前侧安装有水箱41，

水箱41的底部右侧连接有带有单向阀的进水管42，水箱41的右侧安装有缸体43，进水管42

的上侧与缸体43相连接，缸体43上滑动式设有活塞板44，活塞板44的后侧连接有推杆45，推

杆45的后侧连接有齿条46，齿条46与安装框体1之间连接有弹簧47，安装框体1的右侧转动

式安装有第二转动轴48，第二转动轴48上安装有扇形齿轮49，扇形齿轮49与齿条46啮合，第

二转动轴48的左侧安装有第三锥齿轮410，第三锥齿轮410与第二锥齿轮32啮合，水箱41的

上侧连接有设有带有单向阀的出水管411，出水管411与缸体43连通。

[0030] 启动减速电机21，从而使得第一锥齿轮22进行旋转，从而带动第二锥齿轮32进行

旋转，从而带动第三锥齿轮410进行旋转，从而使第二转动轴48和扇形齿轮49进行旋转，当

扇形齿轮49旋转与齿条46啮合时，会带动齿条46向后移动，从而带动活塞板44和推杆45进

行移动，此时弹簧47被拉伸，从而使水箱41中的水通过进水管42进入缸体43中，当扇形齿轮

49旋转不与齿条46啮合时，此时弹簧47回弹，带动齿条46、活塞板44和推杆45进行反向移

动，从而缸体43内的水从出水管411流进安装框体1中，从而使核桃与青皮冲洗并分离，从而

使去除青皮后的核桃和青皮更好的从去皮框体33上的孔中掉落，当所有核桃都去除青皮并

收集后，关闭减速电机21，装置停止运作。

[0031] 滑下组件5包括有第一轴套51和格栅板52，第一转动轴31上转动式安装有第一轴

套51，第一轴套51与安装框体1之间设有格栅板52。

[0032] 当核桃去除青皮后，去除青皮的核桃和青皮将会从去皮框体33上的孔中掉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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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青皮的核桃和青皮会落在格栅板52上，然后去除青皮的核桃因重力会通过左侧的出料孔

102滚落至第一收集框101中，青皮和水将会透过格栅板52落下，从而可以分离去除青皮的

核桃和青皮。

[0033] 实施例2

在实施例1的基础之上，如图2、图6和图7所示，还包括有清理组件6，清理组件6包括有

第二轴套61、斜板62、连接杆63和扫板64，第一转动轴31上转动式安装有第二轴套61，第二

轴套61与安装框体1之间设有斜板62，第一转动轴31上连接有连接杆63，连接杆63上转动式

连接有扫板64，扫板64与斜板62配合。

[0034] 启动减速电机21，从而会带动第一转动轴31进行旋转，从而带动连接杆63和扫板

64以第一转动轴31为轴心进行旋转，当青皮和水透过格栅板52掉落至斜板62上时，扫板64

便会刮除青皮和水，最终因重力通过右侧的出料孔102流落到第二收集框103中，当所有核

桃都去除青皮并收集后，关闭减速电机21，装置停止运作。

[0035] 还包括有出核组件7，出核组件7包括有刷子71、皮带轮组72、导轨73和挡板74，去

皮框体33的下部转动式设有刷子71，刷子71与第一转动轴31之间连接有皮带轮组72，安装

框体1的左侧安装有两个导轨73，两个导轨73之间滑动式设有挡板74，挡板74与出料孔102

配合。

[0036] 启动减速电机21，从而会带动第一转动轴31进行旋转，并通过皮带轮组72带动刷

子71进行旋转，从而可以刷掉沾在核桃上的青皮，保证核桃上不沾染有青皮，然后控制挡板

74进行移动，使挡板74不与左侧出料孔102配合，从而使去除青皮的核桃通过左侧出料孔

102进入第一收集框101中，当所有核桃都去除青皮并收集后，关闭减速电机21，装置停止运

作。

[0037] 尽管已经参照本公开的特定示例性实施例示出并描述了本公开，但是本领域技术

人员应该理解，在不背离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的本公开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

可以对本公开进行形式和细节上的多种改变。因此，本公开的范围不应该限于上述实施例，

而是应该不仅由所附权利要求来进行确定，还由所附权利要求的等同物来进行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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