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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菜籽清理筛选机，包括底座

和控制柜，所述底座的左端固定连接有控制柜，

所述底座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集料斗，所述底座的

一端固定连接有筛选装置，所述筛选装置包括筛

网、过渡框、连接块、限位轴、固定架、连杆、曲轴、

第一电机、转块、第一弹簧、限位销和导向板，所

述底座的左端内侧固定连接有固定架，所述固定

架的右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一电机，本发明中，

通过设置的筛网、限位轴和限位销等，一方面通

过曲轴连杆等机构带动筛网进行往复上下运动，

提高筛选的速度且可以保证筛选的质量，另一方

面通过过渡框与限位销的相互配合可以实现对

筛网的快速固定，且便于后期对筛网的维修更

换，便于工作人员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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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菜籽清理筛选机，包括底座(1)和控制柜(2)，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的左端

固定连接有控制柜(2)，所述底座(1)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集料斗(7)，所述集料斗(7)的下侧

设置有第一收集箱(3)，所述底座(1)的一端固定连接有筛选装置(5)，所述底座(1)的顶端

内侧固定连接有上料装置(4)，所述底座(1)的右端固定连接有处理装置(6)，所述集料斗

(7)的右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二电动伸缩杆(10)，所述第二电动伸缩杆(10)的左端固定连

接有导向斗(9)，所述导向斗(9)的左端固定连接有挡板(8)，所述处理装置(6)的一端内侧

固定连接有第二湿度传感器(11)，所述底座(1)的一端设置有第二收集箱(12)，所述底座

(1)的顶端固定连接有第一报警灯(13)，所述底座(1)的右端固定连接有第二报警灯(14)，

所述筛选装置(5)包括筛网(501)、过渡框(502)、连接块(503)、限位轴(504)、固定架(505)、

连杆(506)、曲轴(507)、第一电机(508)、转块(509)、第一弹簧(510)、限位销(511)和导向板

(512)，所述底座(1)的左端内侧固定连接有固定架(505)，所述固定架(505)的右端内侧固

定连接有第一电机(508)，所述第一电机(508)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曲轴(507)，且曲轴

(507)与固定架(505)转动连接，所述曲轴(507)的外侧转动连接有连杆(506)，所述连杆

(506)的顶端转动连接有连接块(503)，且连接块(503)与固定架(505)滑动连接，所述连接

块(503)的一端内侧与底座(1)的一端均转动连接有转块(509)，所述转块(509)的顶端设置

有筛网(501)，所述筛网(501)的一端设置有过渡框(502)，且过渡框(502)与转块(509)卡

合，所述筛网(501)的底端固定连接有导向板(51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菜籽清理筛选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块(509)的一端内

侧滑动连接有限位销(511)，所述限位销(511)的外侧设置有第一弹簧(510)，且第一弹簧

(510)的两端分别与限位销(511)和转块(509)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菜籽清理筛选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块(503)的底端

内侧滑动连接有限位轴(504)，且限位轴(504)与固定架(505)固定连接，且限位轴(504)的

个数总共有两个，且对称分布在固定架(505)竖直中心线的左右两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菜籽清理筛选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料装置(4)包括上

料斗(401)、摇杆(402)、推杆(403)、推块(404)、第一电动伸缩杆(405)和保护壳(406)，所述

底座(1)的顶端内侧固定连接有上料斗(401)，所述上料斗(401)的右端内侧固定连接有保

护壳(406)，所述保护壳(406)的右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一电动伸缩杆(405)。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菜籽清理筛选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

(405)的左端通过铰链转动连接有推杆(403)，所述推杆(403)的左端通过铰链转动连接有

摇杆(402)，且摇杆(402)与上料斗(401)转动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菜籽清理筛选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装置(6)包括处

理箱(601)、门板(602)、把手(603)、干燥壳(604)、加热丝(605)、风机(606)、卡座(607)、限

位板(608)、过滤网(609)、固定杆(610)、透气筒(611)、端盖(612)、第二弹簧(613)、连接座

(614)、第一湿度传感器(615)、第二电机(616)和抬板(617)，所述底座(1)的右端固定连接

有竖直设置的干燥壳(604)，所述干燥壳(604)的左端内侧固定连接有水平设置的固定杆

(610)，所述固定杆(610)的底端固定连接有风机(606)，所述风机(606)的下侧设置有加热

丝(605)，且加热丝(605)与干燥壳(604)固定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菜籽清理筛选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干燥壳(604)的左端

内侧固定连接有连接座(614)，所述连接座(614)的左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二弹簧(613)，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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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二弹簧(613)的右端设置有过滤网(609)，且过滤网(609)与干燥壳(604)滑动连接，所

述干燥壳(604)的右端固定连接有卡座(607)，所述卡座(607)的内侧滑动连接有限位板

(608)，且限位板(608)与过滤网(609)接触。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菜籽清理筛选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干燥壳(604)的左端

通过管道连通有处理箱(601)，所述处理箱(601)的右端内侧螺旋连接有门板(602)，所述门

板(602)的右端固定连接有把手(603)，所述处理箱(601)的右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二电机

(616)，所述第二电机(616)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透气筒(611)，且透气筒(611)的四周内

侧开设有透气孔,所述干燥壳(604)的顶端内侧螺旋连接有端盖(612)，所述透气筒(611)的

内侧固定连接有抬板(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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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菜籽清理筛选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榨菜子油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菜籽清理筛选机。

背景技术

[0002] 油菜籽也称为芸苔子，是十字花科作物油菜的种子，油菜的角果较长，结荚多，粒

本饱满，油菜籽中油脂的含量为37.5％-46 .3％，根据油菜的类型不同其油脂含量略有不

同，是中国主要油料作物和蜜源作物之一，其籽粒是制浸油脂原料主要品种之一，油菜栽培

遍及中国，分为冬油菜和春油菜两种，其种植面积占中国油料作物总面积的40％以上，产量

占中国油料总产量的30％以上，居世界首位，但是在菜籽处理时需要对菜籽进行筛选，因

此，对一种菜籽清理筛选机的需求日益增长。

[0003] 目前市场上存在的大部分菜籽筛选机大多数结构简单，功能单一，一般的菜籽筛

选机在下料时没有对下料口进行清理的装置，导致菜籽中夹杂的枯枝以及枝干堵塞下料

口，影响筛选机的正常使用，且一般筛选机上面的筛网通过螺钉固定在筛选机的内侧，在对

筛网进行更换时不便于对筛网进行更换，给使用者的更换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且一般的筛

选机不能对潮湿的菜籽进行干燥，如果遇到阴雨天气会导致菜籽出现霉变的现象，影响菜

籽榨油的品质，因此，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一种菜籽清理筛选机。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菜籽清理筛选机，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一般

的筛选机筛网不便于更换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菜籽清理筛选机，包括底座和控制柜，所述底座的左端固定连接有控制柜，所

述底座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集料斗，所述集料斗的下侧设置有第一收集箱，所述底座的一端

固定连接有筛选装置，所述底座的顶端内侧固定连接有上料装置，所述底座的右端固定连

接有处理装置，所述集料斗的右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二电动伸缩杆，所述第二电动伸缩杆

的左端固定连接有导向斗，所述导向斗的左端固定连接有挡板，所述处理装置的一端内侧

固定连接有第二湿度传感器，所述底座的一端设置有第二收集箱，所述底座的顶端固定连

接有第一报警灯，所述底座的右端固定连接有第二报警灯，所述筛选装置包括筛网、过渡

框、连接块、限位轴、固定架、连杆、曲轴、第一电机、转块、第一弹簧、限位销和导向板，所述

底座的左端内侧固定连接有固定架，所述固定架的右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一电机，所述第

一电机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曲轴，且曲轴与固定架转动连接，所述曲轴的外侧转动连接

有连杆，所述连杆的顶端转动连接有连接块，且连接块与固定架滑动连接，所述连接块的一

端内侧与底座的一端均转动连接有转块，所述转块的顶端设置有筛网，所述筛网的一端设

置有过渡框，且过渡框与转块卡合，所述筛网的底端固定连接有导向板。

[0007] 优选的，所述转块的一端内侧滑动连接有限位销，所述限位销的外侧设置有第一

弹簧，且第一弹簧的两端分别与限位销和转块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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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优选的，所述连接块的底端内侧滑动连接有限位轴，且限位轴与固定架固定连接，

且限位轴的个数总共有两个，且对称分布在固定架竖直中心线的左右两侧。

[0009] 优选的，所述上料装置包括上料斗、摇杆、推杆、推块、第一电动伸缩杆和保护壳，

所述底座的顶端内侧固定连接有上料斗，所述上料斗的右端内侧固定连接有保护壳，所述

保护壳的右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一电动伸缩杆。

[0010] 优选的，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的左端通过铰链转动连接有推杆，所述推杆的左端

通过铰链转动连接有摇杆，且摇杆与上料斗转动连接。

[0011] 优选的，所述处理装置包括处理箱、门板、把手、干燥壳、加热丝、风机、卡座、限位

板、过滤网、固定杆、透气筒、端盖、第二弹簧、连接座、第一湿度传感器、第二电机和抬板，所

述底座的右端固定连接有竖直设置的干燥壳，所述干燥壳的左端内侧固定连接有水平设置

的固定杆，所述固定杆的底端固定连接有风机，所述风机的下侧设置有加热丝，且加热丝与

干燥壳固定连接。

[0012] 优选的，所述干燥壳的左端内侧固定连接有连接座，所述连接座的左端内侧固定

连接有第二弹簧，所述第二弹簧的右端设置有过滤网，且过滤网与干燥壳滑动连接，所述干

燥壳的右端固定连接有卡座，所述卡座的内侧滑动连接有限位板，且限位板与过滤网接触。

[0013] 优选的，所述干燥壳的左端通过管道连通有处理箱，所述处理箱的右端内侧螺旋

连接有门板，所述门板的右端固定连接有把手，所述处理箱的右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二电

机，所述第二电机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透气筒，且透气筒的四周内侧开设有透气孔,所述

干燥壳的顶端内侧螺旋连接有端盖，所述透气筒的内侧固定连接有抬板。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5] 1、本发明中，通过设置的筛网、限位轴、连杆、曲轴、第一电机、转块、第一弹簧和限

位销等，一方面通过曲轴连杆等机构带动筛网进行往复上下运动，通过筛网的震动便于把

菜籽中夹杂的枝干、谷壳等杂质与菜籽分离开，提高筛选的速度且可以保证筛选的质量，另

一方面通过过渡框与限位销的相互配合可以实现对筛网的快速固定，且便于后期对筛网的

维修更换，便于工作人员的使用。

[0016] 2、本发明中，通过设置的上料斗、摇杆、推杆、推块、第一电动伸缩杆和保护壳等，

通过推杆推动摇杆在上料斗的出口处来回晃动，可以防止菜籽中夹杂的枝干造成上料斗出

口处出现堵塞的现象，保证上料斗正常稳定的工作，提高上料的效率。

[0017] 3、本发明中，通过设置的处理箱、第一收集箱、加热丝、风机、过滤网、透气筒和连

接座等，一方面可以通过第一收集箱对湿度合适的菜籽进行收集，另一方通过透气筒与风

机等机构的相互配合，可以实现对湿度不合格的菜籽进行快速的干燥，且通过过滤网可以

防止工作车间中的灰尘进行过滤，防止车间中的灰尘对透气筒造成堵塞，且也便于对过滤

网进行拆卸更换。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图1的A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图1的B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处理箱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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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图5为本发明筛网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1-底座、2-控制柜、3-第一收集箱、4-上料装置、401-上料斗、402-摇杆、403-

推杆、404-推块、405-第一电动伸缩杆、406-保护壳、5-筛选装置、501-筛网、502-过渡框、

503-连接块、504-限位轴、505-固定架、506-连杆、507-曲轴、508-第一电机、509-转块、510-

第一弹簧、511-限位销、512-导向板、6-处理装置、601-处理箱、602-门板、603-把手、604-干

燥壳、605-加热丝、606-风机、607-卡座、608-限位板、609-过滤网、610-固定杆、611-透气

筒、612-端盖、613-第二弹簧、614-连接座、615-第一湿度传感器、616-第二电机、617-抬板、

7-集料斗、8-挡板、9-导向斗、10-第二电动伸缩杆、11-第二湿度传感器、12-第二收集箱、

13-第一报警灯、14-第二报警灯。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实施例1：

[0025] 请参阅图1-5，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

[0026] 一种菜籽清理筛选机，包括底座1和控制柜2，底座1的左端固定连接有控制柜2，底

座1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集料斗7，集料斗7的下侧设置有第一收集箱3，底座1的一端固定连接

有筛选装置5，底座1的顶端内侧固定连接有上料装置4，底座1的右端固定连接有处理装置

6，集料斗7的右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二电动伸缩杆10，第二电动伸缩杆10的左端固定连接

有导向斗9，导向斗9的左端固定连接有挡板8，处理装置6的一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二湿度

传感器11，底座1的一端设置有第二收集箱12，底座1的顶端固定连接有第一报警灯13，底座

1的右端固定连接有第二报警灯14，筛选装置5包括筛网501、过渡框502、连接块503、限位轴

504、固定架505、连杆506、曲轴507、第一电机508、转块509、第一弹簧510、限位销511和导向

板512，底座1的左端内侧固定连接有固定架505，固定架505的右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一电

机508，第一电机508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曲轴507，且曲轴507与固定架505转动连接，曲

轴507的外侧转动连接有连杆506，连杆506的顶端转动连接有连接块503，且连接块503与固

定架505滑动连接，连接块503的一端内侧与底座1的一端均转动连接有转块509，转块509的

顶端设置有筛网501，筛网501的一端设置有过渡框502，且过渡框502与转块509卡合，筛网

501的底端固定连接有导向板512。

[0027] 转块509的一端内侧滑动连接有限位销511，限位销511的外侧设置有第一弹簧

510，且第一弹簧510的两端分别与限位销511和转块509固定连接，通过第一弹簧510可以带

动限位销511实现对过渡框502的限位固定，连接块503的底端内侧滑动连接有限位轴504，

且限位轴504与固定架505固定连接，且限位轴504的个数总共有两个，且对称分布在固定架

505竖直中心线的左右两侧，通过限位轴504可以实现对连接块503的限位固定，上料装置4

包括上料斗401、摇杆402、推杆403、推块404、第一电动伸缩杆405和保护壳406，底座1的顶

端内侧固定连接有上料斗401，上料斗401的右端内侧固定连接有保护壳406，保护壳406的

右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一电动伸缩杆405，第一电动伸缩杆405的左端通过铰链转动连接有

推杆403，推杆403的左端通过铰链转动连接有摇杆402，且摇杆402与上料斗401转动连接，

通过推杆403带动摇杆402左右晃动，可以防止上料斗401的出口处被菜籽中夹杂的谷壳以

及枝干等杂物造成堵塞，处理装置6包括处理箱601、门板602、把手603、干燥壳604、加热丝

605、风机606、卡座607、限位板608、过滤网609、固定杆610、透气筒611、端盖612、第二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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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连接座614、第一湿度传感器615、第二电机616和抬板617，底座1的右端固定连接有竖

直设置的干燥壳604，干燥壳604的左端内侧固定连接有水平设置的固定杆610，固定杆610

的底端固定连接有风机606，风机606的下侧设置有加热丝605，且加热丝605与干燥壳604固

定连接，干燥壳604的左端内侧固定连接有连接座614，连接座614的左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第

二弹簧613，第二弹簧613的右端设置有过滤网609，且过滤网609与干燥壳604滑动连接，干

燥壳604的右端固定连接有卡座607，卡座607的内侧滑动连接有限位板608，且限位板608与

过滤网609接触，通过过滤网609可以对生产车间内侧的灰尘进行过滤，防止灰尘进入干燥

壳604的内侧，且通过卡座607、限位板608以及第二弹簧613的作用便于对过滤网609进行更

换，干燥壳604的左端通过管道连通有处理箱601，处理箱601的右端内侧螺旋连接有门板

602，门板602的右端固定连接有把手603，处理箱601的右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二电机616，

第二电机616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透气筒611，且透气筒611的四周内侧开设有透气孔,干

燥壳604的顶端内侧螺旋连接有端盖612，透气筒611的内侧固定连接有抬板617，通过抬板

617可以把菜籽带动高处，然后抛下菜籽，使菜籽从高处落下，便于对菜籽进行干燥。

[0028] 控制柜2的型号为SDTH，第一电动伸缩杆405的型号为ANT-36，第二电动伸缩杆10

的型号为NKLB50，第一电机508和第二电机616的型号均为Y1-160M1-8电机，第一湿度传感

器615和第二湿度传感器11的型号为AM2305，风机606的型号为D式9-26型风机。

[0029] 工作流程：本发明在使用之前先通过外接电源进行供电，首先工作人员往上料斗

401的内侧添加菜籽，同时控制柜2控制第一电动伸缩杆405来回带动推块404沿着保护壳

406来回滑动，推块404运动的同时也会对菜籽进行推动，同时推块404会通过推杆403带动

摇杆402在上料斗401的出料口进行来回摇动，通过摇杆402的摇动可以防止上料斗401的出

料口出现堵塞的现象，接着菜籽经过上料斗401的出料口落到下侧的筛网501的上面，同时

控制柜2控制第一电机508带动曲轴507转动，通过曲轴507的转动带动连杆506上下往复运

动，接着连杆506带动连接块503沿着限位轴504上下往复运动，接着连接块503带动左侧的

转块509上下往复运动，同时左侧的转块509与连接块503发生相对转动，接着左侧的转块

509带动左侧的过渡框502以及筛网501通过右侧的转块509与底座1的一端发生相对转动，

通过筛网501的来回晃动，可以加快对菜籽的筛选，且菜籽会通过筛网501落到集料斗7的内

侧，谷壳和枝干等杂质沿着筛网501以及右侧的过渡框502落到右侧的第二收集箱12中，集

料斗7内侧的菜籽没过第一湿度传感器615时，第一湿度传感器615会对菜籽的湿度进行检

测，当检测的湿度符合湿度要求时，第一报警灯13不进行报警，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控制柜2

控制第二电动伸缩杆10带动导向斗9以及挡板8往右运动，使挡板8解除对集料斗7的出口处

进行堵塞，同时工作人员停止往上料斗401的内侧添加菜籽，接着集料斗7内侧的菜籽会落

到第一收集箱3的内侧，集料斗7内侧的菜籽落完后，挡板8复位，工作人员继续往上料斗401

的内侧添加菜籽，继续对菜籽进行筛选，当需要对筛网501进行更换时，工作人员把两端的

限位销511从过渡框502的内侧抽出，然后把过渡框502取下，便可以实现对筛网501的拆卸，

操作简单，更换新的筛网501时，按相反步骤操作即可，当需要对过滤网609进行更换时，工

作人员从卡座607的内侧取出限位板608，接着过滤网609会在第二弹簧613的作用下弹出干

燥壳604一部分，然后工作人员便可以把过滤网609取出，回装时，按相反步骤即可。

[0030] 实施例2：

[0031] 请参阅图1-5，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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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一种菜籽清理筛选机，包括底座1和控制柜2，底座1的左端固定连接有控制柜2，底

座1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集料斗7，集料斗7的下侧设置有第一收集箱3，底座1的一端固定连接

有筛选装置5，底座1的顶端内侧固定连接有上料装置4，底座1的右端固定连接有处理装置

6，集料斗7的右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二电动伸缩杆10，第二电动伸缩杆10的左端固定连接

有导向斗9，导向斗9的左端固定连接有挡板8，处理装置6的一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二湿度

传感器11，底座1的一端设置有第二收集箱12，底座1的顶端固定连接有第一报警灯13，底座

1的右端固定连接有第二报警灯14，筛选装置5包括筛网501、过渡框502、连接块503、限位轴

504、固定架505、连杆506、曲轴507、第一电机508、转块509、第一弹簧510、限位销511和导向

板512，底座1的左端内侧固定连接有固定架505，固定架505的右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一电

机508，第一电机508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曲轴507，且曲轴507与固定架505转动连接，曲

轴507的外侧转动连接有连杆506，连杆506的顶端转动连接有连接块503，且连接块503与固

定架505滑动连接，连接块503的一端内侧与底座1的一端均转动连接有转块509，转块509的

顶端设置有筛网501，筛网501的一端设置有过渡框502，且过渡框502与转块509卡合，筛网

501的底端固定连接有导向板512。

[0033] 转块509的一端内侧滑动连接有限位销511，限位销511的外侧设置有第一弹簧

510，且第一弹簧510的两端分别与限位销511和转块509固定连接，通过第一弹簧510可以带

动限位销511实现对过渡框502的限位固定，连接块503的底端内侧滑动连接有限位轴504，

且限位轴504与固定架505固定连接，且限位轴504的个数总共有两个，且对称分布在固定架

505竖直中心线的左右两侧，通过限位轴504可以实现对连接块503的限位固定，上料装置4

包括上料斗401、摇杆402、推杆403、推块404、第一电动伸缩杆405和保护壳406，底座1的顶

端内侧固定连接有上料斗401，上料斗401的右端内侧固定连接有保护壳406，保护壳406的

右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一电动伸缩杆405，第一电动伸缩杆405的左端通过铰链转动连接有

推杆403，推杆403的左端通过铰链转动连接有摇杆402，且摇杆402与上料斗401转动连接，

通过推杆403带动摇杆402左右晃动，可以防止上料斗401的出口处被菜籽中夹杂的谷壳以

及枝干等杂物造成堵塞，处理装置6包括处理箱601、门板602、把手603、干燥壳604、加热丝

605、风机606、卡座607、限位板608、过滤网609、固定杆610、透气筒611、端盖612、第二弹簧

613、连接座614、第一湿度传感器615、第二电机616和抬板617，底座1的右端固定连接有竖

直设置的干燥壳604，干燥壳604的左端内侧固定连接有水平设置的固定杆610，固定杆610

的底端固定连接有风机606，风机606的下侧设置有加热丝605，且加热丝605与干燥壳604固

定连接，干燥壳604的左端内侧固定连接有连接座614，连接座614的左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第

二弹簧613，第二弹簧613的右端设置有过滤网609，且过滤网609与干燥壳604滑动连接，干

燥壳604的右端固定连接有卡座607，卡座607的内侧滑动连接有限位板608，且限位板608与

过滤网609接触，通过过滤网609可以对生产车间内侧的灰尘进行过滤，防止灰尘进入干燥

壳604的内侧，且通过卡座607、限位板608以及第二弹簧613的作用便于对过滤网609进行更

换，干燥壳604的左端通过管道连通有处理箱601，处理箱601的右端内侧螺旋连接有门板

602，门板602的右端固定连接有把手603，处理箱601的右端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二电机616，

第二电机616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透气筒611，且透气筒611的四周内侧开设有透气孔,干

燥壳604的顶端内侧螺旋连接有端盖612，透气筒611的内侧固定连接有抬板617，通过抬板

617可以把菜籽带动高处，然后抛下菜籽，使菜籽从高处落下，便于对菜籽进行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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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控制柜2的型号为SDTH，第一电动伸缩杆405的型号为ANT-36，第二电动伸缩杆10

的型号为NKLB50，第一电机508和第二电机616的型号均为Y1-160M1-8电机，第一湿度传感

器615和第二湿度传感器11的型号为AM2305，风机606的型号为D式9-26型风机。

[0035] 工作流程：本发明在使用之前先通过外接电源进行供电，首先工作人员往上料斗

401的内侧添加菜籽，同时控制柜2控制第一电动伸缩杆405来回带动推块404沿着保护壳

406来回滑动，推块404运动的同时也会对菜籽进行推动，同时推块404会通过推杆403带动

摇杆402在上料斗401的出料口进行来回摇动，通过摇杆402的摇动可以防止上料斗401的出

料口出现堵塞的现象，接着菜籽经过上料斗401的出料口落到下侧的筛网501的上面，同时

控制柜2控制第一电机508带动曲轴507转动，通过曲轴507的转动带动连杆506上下往复运

动，接着连杆506带动连接块503沿着限位轴504上下往复运动，接着连接块503带动左侧的

转块509上下往复运动，同时左侧的转块509与连接块503发生相对转动，接着左侧的转块

509带动左侧的过渡框502以及筛网501通过右侧的转块509与底座1的一端发生相对转动，

通过筛网501的来回晃动，可以加快对菜籽的筛选，且菜籽会通过筛网501落到集料斗7的内

侧，谷壳和枝干等杂质沿着筛网501以及右侧的过渡框502落到右侧的第二收集箱12中，集

料斗7内侧的菜籽没过第一湿度传感器615时，第一湿度传感器615会对菜籽的湿度进行检

测，当检测的湿度不符合湿度要求时，控制柜2控制第一报警灯13对外报警，接着工作人员

通过控制柜2控制第二电动伸缩杆10带动导向斗9以及挡板8往左运动，使集料斗7的出口处

与导向斗9连通，同时工作人员把端盖612从透气筒611的上面取下，且透气筒611的进料口

在上面，接着集料斗7内侧的菜籽会通过导向斗9落到透气筒611的内侧，集料斗7内侧的菜

籽落完后，挡板8复位，工作人员继续往上料斗401的内侧添加菜籽，继续对菜籽进行筛选，

然后工作人员把端盖612复位，接着控制柜2控制第二电机616带动透气筒611转动，透气筒

611转动的同时会通过内侧的抬板617把菜籽抬升到高处，是菜籽从高处落下，同时风机606

会通过电热丝605往处理箱601的内侧吹热气，接着热气通过透气筒611对菜籽进行快速干

燥，同时过滤网609会对生产车间内侧的灰尘进行过滤，当透气筒611内侧的菜籽湿度达到

要求时，第二湿度传感器11会通过控制柜2控制第二报警灯14对外进行报警，提醒工作人员

及时对透气筒611内侧的菜籽进行处理，然后第二电机616通过透气筒611带动端盖612处于

上面，且第二电机616停止工作，接着工作人员取下端盖612，然后转动透气筒611，使透气筒

611的出口处朝下，接着菜籽落到处理箱601的底端，然后工作人员通过把手603取下门板

602，接着工作人员把菜籽取出，当需要对筛网501进行更换时，工作人员把两端的限位销

511从过渡框502的内侧抽出，然后把过渡框502取下，便可以实现对筛网501的拆卸，操作简

单，更换新的筛网501时，按相反步骤操作即可，当需要对过滤网609进行更换时，工作人员

从卡座607的内侧取出限位板608，接着过滤网609会在第二弹簧613的作用下弹出干燥壳

604一部分，然后工作人员便可以把过滤网609取出，回装时，按相反步骤即可。

[0036] 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例的说明

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

当指出，由于文字表达的有限性，而客观上存在无限的具体结构，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润饰或变化，也可以将

上述技术特征以适当的方式进行组合；这些改进润饰、变化或组合，或未经改进将发明的构

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它场合的，均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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