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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风送多通道光电识别

选叶除杂系统，包括第一烟叶输送机，烟叶摊薄

输送机，风力松散除杂机，第二烟叶输送机，风力

调姿除杂机，风送、识别、剔出装置，叶气分离器。

实现了多级、高效、高质量地自动化剔除青烟、霉

烟及非烟杂物，自动化选出等级烟和非等级烟，

自动化水平高，可模块化进行组配，且结构简单、

紧凑，布局合理，工作效率高，可靠性、安全性好。

本实用新型以光电识别及风送多通道的全自动

方式代替人工选叶，实现烟草选叶过程的自动

化、智能化，大大提升了技术水平，提高了烟叶分

级的高效率和高品质，解决现有选叶存在的成本

高、质量控制难及效率低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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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风送多通道光电识别选叶除杂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一烟叶输送机，用于输送烟叶；

烟叶摊薄输送机，其输入端与第一烟叶输送机输出端相接，且输送速度是第一烟叶输

送机输送速度的1‑4倍，用于快速接收第一烟叶输送机送入的烟叶，使烟叶在该烟叶摊薄输

送机上铺摊为3‑4层；

风力松散除杂机，包括其内带空腔的壳体，空腔顶部相互连通、底部通过隔板分为松散

烟叶空腔、舒展烟叶空腔，松散烟叶空腔底部设有重质量杂质和结块烟叶排出口、侧部设有

与烟叶摊薄输送机输出端相接的进料口，进料口下方设有与风机相连的进风口，舒展烟叶

空腔底部设有烟叶排出口、中部设有烟叶舒展辊组、顶部设有挡板和排风口，用于对进入松

散烟叶空腔中的烟叶进行风力松散，使重质量非烟杂物和结块烟叶下沉排出，烟叶随风向

上并在挡板作用下进入舒展烟叶空腔，并在自重作用下落在烟叶舒展辊组上，进行机械松

散、舒展；

第二烟叶输送机，其输入端与风力松散除杂机的烟叶排出口相接，且运行速度是烟叶

摊薄输送机运行速度的1‑3倍，用于输送风力松散除杂机烟叶排出口排出的烟叶，并将烟叶

再次摊薄为单层；

风力调姿除杂机，包括其内带空腔的壳体，空腔底部设排杂口，空腔下部一侧设有与第

二烟叶输送机输出端连通的入料口、顶部设出料出风口，入料口下方设有进风口，用于对烟

叶进行风力调整为叶尖向上叶柄向下的姿态后，使烟叶随风向上排出、非烟杂质和/或结块

烟叶下沉排出；

风送、识别、剔出装置，包括其输入端与风力调姿除杂机顶部的出料出风口相连风送管

道，间隔设置在风送管道上的多个光电识别器，设置在对应光电识别器后方的多个喷吹剔

除器，在每一个喷吹剔除器相对的管道壁上设剔除口，剔除口与负压落料仓连通；用于将随

风送入管道中的物料，在经过对应光电识别器识别出的青烟、霉烟、杂质、非等级烟时，分别

通过对应的喷吹剔除器吹入对应的负压落料仓中，完成不同级别烟叶的分级排出和杂质剔

出；

叶气分离器，包括其上带物料进口、出口以及出风口，其内带空腔的壳体，设于壳体空

腔内并与出风口相连的其上带网孔的辊筒，物料进口与风送、识别、剔出装置的风送管道输

出端相连，用于对随风进入的等级烟进行分离后，等级烟靠自重下沉排出，风经其上带网孔

的辊筒、出风口排出，完成叶气分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送多通道光电识别选叶除杂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风力松

散除杂机的：

隔板设为竖直板，隔板的下端通过水平铰轴铰接在壳体上，水平铰轴两端分别通过轴

承固定在壳体壁上，水平铰轴的其中一端向外延伸后与手柄相连，通过手柄调节隔板的倾

斜角底；或者水平铰轴的其中一端向外延伸后与动力机相连，通过动力机调节隔板的倾斜

角底；使松散烟叶空腔形成异形烟叶通道，并通过隔板倾斜角度的调整，实现风速调整，完

成烟叶的松散；

挡板设为竖直板，挡板的上端固定在壳体顶壁上、下端悬空，以便进入松散烟叶空腔顶

部的烟叶在挡板的阻挡作用下失速、改向后，在自身重力作用下顺利进入舒展烟叶空腔中，

再在自重作用下落入烟叶舒展辊组上，进行烟叶舒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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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送多通道光电识别选叶除杂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风力松

散除杂机的：

舒展烟叶空腔一侧设有通孔，通孔上设置干燥器，所述干燥器包括固定在通孔上的电

加热元件，固定在通孔外侧的风管，风管外端与鼓风机相连，以便通过鼓风机送风至电加热

元件加热成热风后送入舒展烟叶空腔中，用于对烟叶进行干燥，降低烟叶中的水分；

排风口内侧设有其上带网孔的滚筒，滚筒一侧设有毛刷辊，毛刷辊下方设有收集槽，滚

筒的筒轴一端连接有转动轮，该转动轮通过转动带与电机主轴上的主动轮相连，以便在电

机带动下通过主动轮、传动带、转动轮使滚筒转动，从而使随风带入的麻丝等轻质杂物被网

孔挂住后，经毛刷辊带离滚筒的网孔进入下部的收集槽中；

排风口外侧连接有回风管，该回风管外端与风机入风口相连，风机出风口通过短管或

直接与松散烟叶空腔上的进风口相连，以形成循环供风。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送多通道光电识别选叶除杂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风力调

姿除杂机的：

位于入料口下方的进风口至少设为三个，分为中部的主进风口和两侧的辅进风口，并

在主进风口内侧的空腔中设置其上带网孔的筒罩或板，使位于进风口内侧空腔的横截面上

的风量均匀；

空腔顶部间隔设有二块竖隔板，每一块竖隔板的上端固定在壳体空腔顶部、下端悬于

空腔中，使出料出风口分为下部相互联通、上部分开的三个，每个竖隔板下方均设有无动力

辊筒，用于防止烟叶被挡在隔板下端；

壳体顶部两侧分别设有补风口，每个补风口与外部对应的补风管相连，补风管与风机

相连，通过补风口、补风管、风机提供的风力，一是使烟叶在壳体空腔顶部实现第三次摊薄，

即在空腔顶部的横截面上摊薄成有间距、且叶柄向下叶尖朝上的状态送出，烟叶中还遗留

的结块及部分非烟杂物靠自重下沉排出，二是向后序的风送异形管道提供风力。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送多通道光电识别选叶除杂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风送、识

别、剔出装置的：

风送管道由若干向上凸和向下凹的S形方管段构成，方管内间隔设置两块与方管内径

相适应的S形纵隔板，将方管内部分成等宽的中部一个、两侧各一个共三个通道，三个通道

输入端分别与风力调姿除杂机对应的三个出料出风口连通，输出端与叶气分离器输入端相

连，以借助中部通道的主风力、两侧通道的补充风力输送烟叶的同时，防止烟叶跑偏而造成

误剔除；

在风送管道上位于由凸向凹过渡的位置上、下侧设置光电识别器，在其后的由凹向凸

过渡的位置上侧设置喷吹剔除器、下侧设置剔除口，剔除口与下方对应的负压落料仓连通，

随风送入的烟叶在经过由凸向凹过渡的管道时，受离心力作用抛向管壁上表面后沿管道空

腔有序、分散地分布，以便光电识别器能够准确识别出混杂在烟叶中的青烟、霉烟、杂物、非

等级烟，并在经过由凹向凸过渡的管道时，受离心力作用抛向管壁下表面时被喷吹剔除器

吹入剔除口落入负压落料仓中，实现烟叶中的青烟、霉烟及杂物的剔除。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送多通道光电识别选叶除杂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风送、识

别、剔出装置的S形方管段设为三段，位于输入端的一段呈纵S形方管段，与该纵S形方管段

剔除口连通的负压落料仓为青烟、霉烟、杂物、非等级烟仓，完成青烟、霉烟及非烟杂物的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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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剔除；位于中部的一段呈横S形方管段，与该横S形方管段剔除口连通的负压落料仓为第

一非等级烟仓，完成非等级烟的一次识别、剔除；位于输出端的一段呈横S形方管段，与该横

S形方管段剔除口连通的负压落料仓为第二非等级烟仓，完成非等级烟的二次识别、剔除。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送多通道光电识别选叶除杂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风送、识

别、剔出装置的：

光电识别器由高速CCD相机、高速近红外相机、与相机配套的光源和视觉识别算法程序

组成，为常规设备，依据识别算法程序的不同设置，完成不同种类烟叶的识别；

所述与相机配套的光源由水泵、水循环管路组成的冷却系统对其进行温度调控，防止

光源过热损坏；

所述喷吹剔除器为常规设备，包括喷嘴、高速电磁控制阀，其中喷嘴安装在电磁控制阀

上，电磁控制阀安装在阀座上，通过气管与压缩空气储气罐相连，用于提供喷吹用的压缩空

气；

负压落料仓为中空箱体，在箱体上部设置与风送管道上的剔除口对接的入料口，箱体

下部设有抽风口，该抽风口通过其上设调节阀并安装在箱体外的抽风管相连，抽风管与抽

风机相连，箱体底部设有带翻板式气锁的出料口，用于将箱体中的空气抽出，使落料仓形成

负压，通过调节阀门调节抽出的风量，便于物料下落，并在保证箱体气密性的同时使青烟、

非等级烟、非烟杂物等通过各自对应的负压落料仓排出，完成烟叶的分级选叶。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送多通道光电识别选叶除杂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叶气分

离器的物料进口设置在空腔顶部一侧、物料出口设置在空腔底部，出风口设为二个，对称设

置在空腔顶部另一侧，物料出口上方的空腔内装有旋转式气锁，出风口内侧的空腔内设有

其上带网孔的辊筒，该辊筒的两端固定在壳体上，二个出风口分别与对应风机入口相连，风

机出口与回风管一端相连，回风管另一端与风力调姿除杂机进风口相连，使进入空腔的等

级烟随风速、风量的降低，阻隔在其上带网孔的辊筒外的空腔中，并在自重作用下沉降至底

部的出口经旋转式气锁排出，风在风机作用进入其上带网孔的辊筒后经两端的出风口、风

机、回风管送入风力调姿除杂机中，形成循环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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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风送多通道光电识别选叶除杂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选叶除杂系统，尤其是一种风送多通道光电识别选叶除杂系

统，属于烟叶处理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烟叶选叶，也称为烟叶精选，是一种对烟叶进行纯净化加工及处理的过程，其目的

是剔除青、霉、杂烟叶及非烟杂物，同时分选出不同等级的烟叶，以便进行后序的打叶配方，

稳定产品质量、提高产品品质。目前，烟叶选叶主要采用人工摊位拣选或皮带输送机流水线

拣选，操作过程都是人工将烟叶分散开，进行一片一片的等级分辨，将不同等级的烟叶区

分、拣选出来。这种方式对产品质量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0003] 1、拣选全部由人工完成，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资源；

[0004] 2、产品质量取决于人眼识别，主观决定因素较大，选错率高；

[0005] 3、工人的劳动强度大，长时间疲劳工作更加大了选错率；

[0006] 4、人员技术水平参差不齐，不同的人又会受心情、身体素质、主观感情等因素影

响，造成分选准确率不稳定；

[0007] 5、现场管理和监督人员受责任心等人为因素影响，也会给烟叶分选的合格率带来

不稳定的风险。

[0008] 另外现行的烟叶选叶存在季节性人员流动大、找人难、成本高，致使产品质量受人

为因素影响，工作效率低，与整个烟草行业较高的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形成鲜明对

比。因此，有必要对现有技术进行改进和创新。

发明内容

[0009] 为实现烟叶选叶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提高烟叶精选效率和品质，解决目

前选叶过程存在的选叶成本高、质量难于控制等突出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风送多通

道光电识别选叶除杂系统。

[0010] 本实用新型的第一个目的通过下列技术方案实现：一种风送多通道光电识别选叶

除杂系统，包括：

[0011] 第一烟叶输送机，用于输送烟叶；

[0012] 烟叶摊薄输送机，其输入端与第一烟叶输送机输出端相接，且输送速度是第一烟

叶输送机输送速度的1‑4倍，用于快速接收第一烟叶输送机送入的烟叶，使烟叶在该烟叶摊

薄输送机上铺摊为3‑4层；

[0013] 风力松散除杂机，包括其内带空腔的壳体，空腔顶部相互连通、底部通过隔板分为

松散烟叶空腔、舒展烟叶空腔，松散烟叶空腔底部设有重质量杂质和结块烟叶排出口、侧部

设有与烟叶摊薄输送机输出端相接的进料口，进料口下方设有与风机相连的进风口，舒展

烟叶空腔底部设有烟叶排出口、中部设有烟叶舒展辊组、顶部设有挡板和排风口，用于对进

入松散烟叶空腔中的烟叶进行风力松散，使重质量非烟杂物和结块烟叶下沉排出，烟叶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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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上并在挡板作用下进入舒展烟叶空腔，并在自重作用下落在烟叶舒展辊组上，进行机

械松散、舒展；

[0014] 第二烟叶输送机，其输入端与风力松散除杂机的烟叶排出口相接，且运行速度是

烟叶摊薄输送机运行速度的1‑3倍，用于输送风力松散除杂机烟叶排出口排出的烟叶，并将

烟叶再次摊薄为单层；

[0015] 风力调姿除杂机，包括其内带空腔的壳体，空腔底部设排杂口，空腔下部一侧设有

与第二烟叶输送机输出端连通的入料口、顶部设出料出风口，入料口下方设有进风口，用于

对烟叶进行风力调整为叶尖向上叶柄向下的姿态后，使烟叶随风向上排出、非烟杂质和/或

结块烟叶下沉排出；

[0016] 风送、识别、剔出装置，包括其输入端与风力调姿除杂机顶部的出料出风口相连风

送管道，间隔设置在风送管道上的多个光电识别器，设置在对应光电识别器后方的多个喷

吹剔除器，在每一个喷吹剔除器相对的管道壁上设剔除口，剔除口与负压落料仓连通；用于

将随风送入管道中的物料，在经过对应光电识别器识别出的青烟、霉烟、杂质、非等级烟时，

分别通过对应的喷吹剔除器吹入对应的负压落料仓中，完成不同级别烟叶的分级排出和杂

质剔出；

[0017] 叶气分离器，包括其上带物料进口、出口以及出风口，其内带空腔的壳体，设于壳

体空腔内并与出风口相连的其上带网孔的辊筒，物料进口与风送、识别、剔出装置的风送管

道输出端相连，用于对随风进入的等级烟进行分离后，等级烟靠自重下沉排出，风经其上带

网孔的辊筒、出风口排出，完成叶气分离。

[0018] 所述第一烟叶输送机、烟叶摊薄输送机、第二烟叶输送机为常规的皮带输送机。

[0019] 所述风力松散除杂机的：

[0020] 隔板设为竖直板，隔板的下端通过水平铰轴铰接在壳体上，水平铰轴两端分别通

过轴承固定在壳体壁上，水平铰轴的其中一端向外延伸后与手柄相连，通过手柄调节隔板

的倾斜角底；或者水平铰轴的其中一端向外延伸后与动力机相连，通过动力机调节隔板的

倾斜角底；使松散烟叶空腔形成异形烟叶通道，并通过隔板倾斜角度的调整，实现风速调

整，完成烟叶的松散；

[0021] 挡板设为竖直板，挡板的上端固定在壳体顶壁上、下端悬空，以便进入松散烟叶空

腔顶部的烟叶在挡板的阻挡作用下失速、改向后，在自身重力作用下顺利进入舒展烟叶空

腔中，再在自重作用下落入烟叶舒展辊组上，进行烟叶舒展。

[0022] 所述风力松散除杂机的：

[0023] 舒展烟叶空腔一侧设有通孔，通孔上设置干燥器，所述干燥器包括固定在通孔上

的电加热元件，固定在通孔外侧的风管，风管外端与鼓风机相连，以便通过鼓风机送风至电

加热元件加热成热风后送入舒展烟叶空腔中，用于对烟叶进行干燥，降低烟叶中的水分；

[0024] 排风口内侧设有其上带网孔的滚筒，滚筒一侧设有毛刷辊，毛刷辊下方设有收集

槽，滚筒的筒轴一端连接有转动轮，该转动轮通过转动带与电机主轴上的主动轮相连，以便

在电机带动下通过主动轮、传动带、转动轮使滚筒转动，从而使随风带入的麻丝等轻质杂物

被网孔挂住后，经毛刷辊带离滚筒的网孔进入下部的收集槽中；

[0025] 排风口外侧连接有回风管，该回风管外端与风机入风口相连，风机出风口通过短

管或直接与松散烟叶空腔上的进风口相连，以形成循环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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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所述风力调姿除杂机的：

[0027] 位于入料口下方的进风口至少设为三个，分为中部的主进风口和两侧的辅进风

口，并在主进风口内侧的空腔中设置其上带网孔的筒罩或板，使位于进风口内侧空腔的横

截面上的风量均匀；

[0028] 空腔顶部间隔设有二块竖隔板，每一块竖隔板的上端固定在壳体空腔顶部、下端

悬于空腔中，使出料出风口分为下部相互联通、上部分开的三个，每个竖隔板下方均设有无

动力辊筒，用于防止烟叶被挡在隔板下端；

[0029] 壳体顶部两侧分别设有补风口，每个补风口与外部对应的补风管相连，补风管与

风机相连，通过补风口、补风管、风机提供的风力，一是使烟叶在壳体空腔顶部实现第三次

摊薄，即在空腔顶部的横截面上摊薄成有间距、且叶柄向下叶尖朝上的状态送出，烟叶中还

遗留的结块及部分非烟杂物靠自重下沉排出，二是向后序的风送异形管道提供风力。

[0030] 所述风送、识别、剔出装置的：

[0031] 风送管道由若干向上凸和向下凹的S形方管段构成，方管内间隔设置两块与方管

内径相适应的S形纵隔板，将方管内部分成等宽的中部一个、两侧各一个共三个通道，三个

通道输入端分别与风力调姿除杂机对应的三个出料出风口连通，输出端与叶气分离器输入

端相连，以借助中部通道的主风力、两侧通道的补充风力输送烟叶的同时，防止烟叶跑偏而

造成误剔除；

[0032] 在风送管道上位于由凸向凹过渡的位置上、下侧设置光电识别器，在其后的由凹

向凸过渡的位置上侧设置喷吹剔除器、下侧设置剔除口，剔除口与下方对应的负压落料仓

连通，随风送入的烟叶在经过由凸向凹过渡的管道时，受离心力作用抛向管壁上表面后沿

管道空腔有序、分散地分布，以便光电识别器能够准确识别出混杂在烟叶中的青烟、霉烟、

杂物、非等级烟，并在经过由凹向凸过渡的管道时，受离心力作用抛向管壁下表面时被喷吹

剔除器吹入剔除口落入负压落料仓中，实现烟叶中的青烟、霉烟及杂物的剔除。

[0033] 所述风送、识别、剔出装置的S形方管段设为三段，位于输入端的一段呈纵S形方管

段，与该纵S形方管段剔除口连通的负压落料仓为青烟、霉烟、杂物、非等级烟仓，完成青烟、

霉烟及非烟杂物的识别、剔除；位于中部的一段呈横S形方管段，与该横S形方管段剔除口连

通的负压落料仓为第一非等级烟仓，完成非等级烟的一次识别、剔除；位于输出端的一段呈

横S形方管段，与该横S形方管段剔除口连通的负压落料仓为第二非等级烟仓，完成非等级

烟的二次识别、剔除。

[0034] 所述风送、识别、剔出装置的：

[0035] 光电识别器由高速CCD相机、高速近红外相机、与相机配套的光源和视觉识别算法

程序组成，为常规设备，依据识别算法程序的不同设置，完成不同种类烟叶的识别；

[0036] 所述与相机配套的光源由水泵、水循环管路组成的冷却系统对其进行温度调控，

防止光源过热损坏；

[0037] 所述喷吹剔除器为常规设备，包括喷嘴、高速电磁控制阀，其中喷嘴安装在电磁控

制阀上，电磁控制阀安装在阀座上，通过气管与压缩空气储气罐相连，用于提供喷吹用的压

缩空气；

[0038] 负压落料仓为中空箱体，在箱体上部设置与风送管道上的剔除口对接的入料口，

箱体下部设有抽风口，该抽风口通过其上设调节阀并安装在箱体外的抽风管相连，抽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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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抽风机相连，箱体底部设有带翻板式气锁的出料口，用于将箱体中的空气抽出，使落料仓

形成负压，通过调节阀门调节抽出的风量，便于物料下落，并在保证箱体气密性的同时使青

烟、非等级烟、非烟杂物等通过各自对应的负压落料仓排出，完成烟叶的分级选叶。

[0039] 所述叶气分离器的物料进口设置在空腔顶部一侧、物料出口设置在空腔底部，出

风口设为二个，对称设置在空腔顶部另一侧，物料出口上方的空腔内装有旋转式气锁，出风

口内侧的空腔内设有其上带网孔的辊筒，该辊筒的两端固定在壳体上，二个出风口分别与

对应风机入口相连，风机出口与回风管一端相连，回风管另一端与风力调姿除杂机进风口

相连，使进入空腔的等级烟随风速、风量的降低，阻隔在其上带网孔的辊筒外的空腔中，并

在自重作用下沉降至底部的出口经旋转式气锁排出，风在风机作用进入其上带网孔的辊筒

后经两端的出风口、风机、回风管送入风力调姿除杂机中，形成循环供风。

[0040] 本实用新型具有下列优点和效果；采用上述方案，实现了多级、高效、高质时地自

动化剔除青烟、霉烟及非烟杂物，自动化选出等级烟和非等级烟，完成烟草加工中的自动化

烟叶选叶，自动化水平高，可模块化进行组配，并且其结构简单、紧凑，布局合理，工作效率

高，可靠性、安全性好。本实用新型以光电识别及风送多通道的全自动方式代替人工选叶，

实现烟草行业中选叶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大大提升了技术水平，提高了烟叶分级的高效

率和高品质，解决了烟草行业目前在选叶过程中存在的选叶成本高、质量控制难及效率低

等方面的突出矛盾，为烟草行业提质增效和智能化加工提供了新工艺及新设备。

附图说明

[004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系统结构示意图；

[0042] 图2为图1的俯视图；

[0043] 图3为风力松散除杂机结构示意图；

[0044] 图4为风力调姿除杂机结构示意图

[0045] 图5为图4的左视图；

[0046] 图6为图4的俯视图；

[0047] 图7为风送、识别、剔出装置局部放大图；

[0048] 图8为本实用新型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描述。

[0050]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风送多通道光电识别选叶除杂系统，包括：

[0051] 第一烟叶输送机1，为常规皮带输送机，用于输送烟叶；

[0052] 烟叶摊薄输送机2，其输入端与第一烟叶输送机1输出端相接，且输送速度是第一

烟叶输送机1输送速度的1‑4倍，用于快速接收第一烟叶输送机1送入的烟叶，使烟叶在该烟

叶摊薄输送机上铺摊为3‑4层；

[0053] 风力松散除杂机3，包括其内带空腔的壳体31，空腔顶部相互连通、底部通过隔板

33分为松散烟叶空腔34、舒展烟叶空腔32，松散烟叶空腔34底部设有重质量杂质和结块烟

叶排出口341、侧部设有与烟叶摊薄输送机2输出端相接的进料口35，进料口35下方设有与

风机39相连的进风口36，舒展烟叶空腔32底部设有烟叶排出口321、中部设有烟叶舒展辊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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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顶部设有挡板328和排风口37，所述风力松散除杂机3的：隔板33设为竖直板，隔板33的

下端通过水平铰轴铰接在壳体31上，水平铰轴两端分别通过轴承固定在壳体31壁上，水平

铰轴的其中一端向外延伸后与手柄相连，通过手柄调节隔板33的倾斜角底；或者水平铰轴

的其中一端向外延伸后与动力机相连，通过动力机调节隔板33的倾斜角底；使松散烟叶空

腔34形成异形烟叶通道，并通过隔板33倾斜角度的调整，实现风速调整，完成烟叶的松散；

挡板328设为竖直板，挡板328的上端固定在壳体31顶壁上、下端悬空，以便进入松散烟叶空

腔32顶部的烟叶在挡板328的阻挡作用下失速、改向后，在自身重力作用下顺利进入舒展烟

叶空腔32中，再在自重作用下落入烟叶舒展辊组324上，进行烟叶舒展；舒展烟叶空腔32一

侧设有通孔，通孔上设置干燥器，所述干燥器包括固定在通孔上的电加热元件323，固定在

通孔外侧的风管322，风管322外端与鼓风机相连，以便通过鼓风机送风至电加热元件323加

热成热风后送入舒展烟叶空腔32中，用于对烟叶进行干燥，降低烟叶中的水分；排风口37内

侧设有其上带网孔的滚筒327，滚筒327一侧设有毛刷辊326，毛刷辊326下方设有收集槽

325，滚筒327的筒轴一端连接有转动轮，该转动轮通过转动带与电机主轴上的主动轮相连，

以便在电机带动下通过主动轮、传动带、转动轮使滚筒327转动，从而使随风带入的麻丝等

轻质杂物被网孔挂住后，经毛刷辊326带离滚筒327的网孔进入下部的收集槽325中；排风口

37外侧连接有回风管38，该回风管38外端与风机39入风口相连，风机39出风口直接与松散

烟叶空腔34上的进风口36相连，以形成循环供风；

[0054] 第二烟叶输送机4，其输入端与风力松散除杂机3的烟叶排出口321相接，且运行速

度是烟叶摊薄输送机2运行速度的1‑3倍，用于输送风力松散除杂机3烟叶排出口321排出的

烟叶，并将烟叶再次摊薄为单层；

[0055] 风力调姿除杂机5，包括其内带空腔52的壳体51，空腔52底部设排杂口521，空腔52

下部一侧设有与第二烟叶输送机2输出端连通的入料口522、顶部设出料出风口526，入料口

522下方设有进风口523、524，用于对烟叶进行风力调整为叶尖向上叶柄向下的姿态后，使

烟叶随风向上排出、非烟杂质和/或结块烟叶下沉排出；所述风力调姿除杂机5的：位于入料

口522下方的进风口至少设为三个，分为中部的主进风口523和两侧的辅进风口524，并在主

进风口523内侧的空腔中设置其上带网孔的筒罩或板55，使位于进风口内侧空腔的横截面

上的风量均匀；空腔52顶部间隔设有二块竖隔板53，每一块竖隔板53的上端固定在壳体空

腔52顶部、下端悬于空腔52中，使出料出风口526分为下部相互联通、上部分开的三个，每个

竖隔板53下方均设有无动力辊筒54，用于防止烟叶被挡在竖隔板53下端；壳体51顶部两侧

分别设有补风口525，每个补风口525与外部对应的补风管相连，补风管与风机相连，通过补

风口525、补风管、风机提供的风力，一是使烟叶在壳体51空腔52顶部实现第三次摊薄，即在

空腔52顶部的横截面上摊薄成有间距、且叶柄向下叶尖朝上的姿态送出，烟叶中仍然遗留

的结块及部分非烟杂物靠自重下沉排出，二是向后序的风送管道提供风力；

[0056] 风送、识别、剔出装置6，包括其输入端与风力调姿除杂机5顶部的出料出风口526

相连的风送管道61，间隔设置在风送管道61上的三个光电识别器62，设置在每一个光电识

别器62后方的喷吹剔除器63，在每一个喷吹剔除器63相对的管道壁上设剔除口，剔除口与

负压落料仓连通；用于将随风送入管道中的物料，在经过对应光电识别器62识别出的青烟、

霉烟、杂质、非等级烟时，分别通过对应的喷吹剔除器63吹入对应的负压落料仓中，完成不

同级别烟叶的分级排出和杂质剔出；所述风送、识别、剔出装置的：风送管道61由三段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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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和向下凹的S形方管段构成，方管内间隔设置两块与方管内径相适应的S形纵隔板，将方

管内部分成等宽的中部一个、两侧各一个共三个通道，三个通道输入端分别与风力调姿除

杂机5对应的三个出料出风口526连通，输出端与叶气分离器7输入端相连，以借助中部通道

的主风力、两侧通道的补充风力输送烟叶的同时，防止烟叶跑偏而造成误剔除；在风送管道

61上位于由凸向凹过渡的位置上、下侧设置光电识别器62，在其后的由凹向凸过渡的位置

上侧设置喷吹剔除器63、下侧设置剔除口，剔除口与下方对应的负压落料仓连通，随风送入

的烟叶在经过由凸向凹过渡的管道时，受离心力作用抛向管壁上表面后沿管道空腔有序、

分散地分布，以便光电识别器62能够准确识别出混杂在烟叶中的青烟、霉烟、杂物、非等级

烟，并在经过由凹向凸过渡的管道时，受离心力作用抛向管壁下表面时被喷吹剔除器63吹

入剔除口落入负压落料仓中，实现烟叶中的青烟、霉烟及杂物的剔除；与位于输入端的一段

呈纵S形的方管段剔除口连通的负压落料仓为青烟、霉烟、杂物、非等级烟仓64，完成青烟、

霉烟及非烟杂物的识别、剔除；与位于中部的一段呈横S形的方管段剔除口连通的负压落料

仓为第一非等级烟仓65，完成非等级烟的一次识别、剔除；与位于输出端的一段呈横S形的

方管段剔除口连通的负压落料仓为第二非等级烟仓66，完成非等级烟的二次识别、剔除；所

述风送、识别、剔出装置的：光电识别器62由高速CCD相机、高速近红外相机、与相机配套的

光源和视觉识别算法程序组成，为常规设备，依据识别算法程序的不同设置，完成不同种类

烟叶的识别；与相机配套的光源由水泵、水循环管路组成的冷却系统对其进行温度调控，防

止光源过热损坏；所述喷吹剔除器63为常规设备，包括喷嘴、高速电磁控制阀，其中喷嘴安

装在电磁控制阀上，电磁控制阀安装在阀座上，通过气管与压缩空气储气罐67相连，用于提

供喷吹用的压缩空气；负压落料仓为中空箱体，在箱体上部设置与风送管道61上的剔除口

对接的入料口，箱体下部设有抽风口68，该抽风口68通过其上设调节阀并安装在箱体外的

抽风管8相连，抽风管8与抽风机9相连，箱体底部设有带翻板式气锁69的出料口，用于将箱

体中的空气抽出，使落料仓64、65、66形成负压，通过调节阀调节抽出的风量，便于物料下

落，并在保证箱体气密性的同时使青烟、非等级烟、非烟杂物等通过各自对应的负压落料仓

排出，完成烟叶的分级选叶；

[0057] 叶气分离器7，包括其上带物料进口、出口以及出风口，其内带空腔的壳体71，设于

壳体71空腔内并与出风口相连的其上带网孔的辊筒72，物料进口73与风送、识别、剔出装置

6的风送管道61输出端相连，用于对随风进入的等级烟进行分离后，等级烟靠自重下沉排

出，风经其上带网孔的辊筒、出风口排出，完成叶气分离；所述叶气分离器7的物料进口73设

置在空腔顶部右侧、物料出口74设置在空腔底部，出风口设为二个，对称设置在空腔顶部

前、后侧，物料出口上方的空腔内装有旋转式气锁75，出风口内侧的空腔内设有其上带网孔

的辊筒72，该辊筒72的两端固定在壳体71上，二个出风口分别与对应风机76入口相连，风机

76出口与回风管77一端相连，回风管77另一端与风力调姿除杂机5进风口相连，使进入空腔

的等级烟随风速、风量的降低，阻隔在其上带网孔的辊筒72外的空腔中，并在自重作用下沉

降至底部的物料出口74经旋转式气锁75排出，风在风机76作用下进入其上带网孔的辊筒72

后经两端的出风口、风机76、回风管77送入风力调姿除杂机5中，形成循环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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