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982478.4

(22)申请日 2020.09.1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2056574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12.11

(73)专利权人 萧县众科电磁检测有限公司

地址 234000 安徽省宿州市萧县龙城镇萧

淮路20号

(72)发明人 张长勤　

(74)专利代理机构 宿州智海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4145

代理人 李晓峰

(51)Int.Cl.

A23N 7/00(2006.01)

A23N 15/00(2006.01)

A23N 15/06(2006.01)

B07B 1/3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8624599 U,2019.03.22

CN 107518422 A,2017.12.29

CN 205993585 U,2017.03.08

CN 209331140 U,2019.09.03

CN 109832633 A,2019.06.04

US 8695491 B1,2014.04.15

CN 108095133 A,2018.06.01

审查员 康嘉宝

 

(54)发明名称

一种石榴自动剥皮去籽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石榴自动剥皮去籽装置，

包括箱体，所述箱体的顶部安装有盖板，所述盖

板的上表面的轴心处固定安装有提钮，所述箱体

的正面开设有第一取料口和第二取料口，且第二

取料口位于第一取料口的下方，所述箱体的底部

固定安装有杂质收纳盒，所述箱体的内部横向固

定连接有金属固定条，所述金属固定条的上表面

的中部固定有固定底座，所述固定底座的四周安

装有六个第一刀片，六个所述第一刀片可以通过

机械向中心处收缩，所述固定底座的中心处安装

有旋转座。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石榴自动剥皮去籽

装置，通过设置的旋转座和固定针的相互配合，

便于准确的找到膜瓣部位，可以有效的减少误切

到石榴籽，旋转座转动时固定针可以带动石榴旋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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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石榴自动剥皮去籽装置，包括箱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的顶部安装有盖板，

所述盖板的上表面的轴心处固定安装有提钮，所述箱体的正面开设有第一取料口和第二取

料口，且第二取料口位于第一取料口的下方，所述第一取料口和第二取料口用于取出剥皮

去籽时产生的杂物，所述箱体的底部固定安装有杂质收纳盒，所述箱体的内部横向固定连

接有金属固定条；所述金属固定条的上表面的中部固定有固定底座，所述固定底座的四周

安装有六个第一刀片，六个所述第一刀片通过机械向中心处收缩，所述固定底座的中心处

安装有旋转座，所述旋转座的上表面安装有固定针，所述固定针的结构为三棱锥型，在旋转

时便于将切开的石榴分开；所述盖板的下表面开设有第一滑槽和第二滑槽，所述第二滑槽

设置为为圆环形且第一滑槽与其外侧连通，所述第一滑槽的内部固定安装有推杆，所述第

一滑槽的内部滑动连接有滑块，所述推杆通过电磁铁与滑块吸附固定，所述滑块的下表面

固定安装有第二刀片；所述箱体的内壁安装有转筒，所述转筒位于金属固定条的下端面，所

述转筒的内部的底端固定安装有初滤网，所述转筒通过电机在箱体内转动，所述箱体的内

部贯穿连接有第一进水管和第二进水管，且第一进水管和第二进水管位于转筒与金属固定

条之间，所述第一进水管和第二进水管位于箱体内的一端均固定安装有旋转喷头；所述箱

体的体内开设有水流通道，所述水流通道的外侧连通有第三进水管，所述水流通道的内侧

连通有出水口，所述第三进水管和出水口位于转筒的下端面，所述水流通道内流过的水流

形成漩涡，所述第三进水管和出水口的下端面设置有拦网，所述拦网安装在箱体的内壁，所

述拦网在使用时展开不用时收起，所述拦网的下端面设置有两块挡板，两块所述挡板通过

旋转轴固定在箱体的内部，所述箱体的一侧贯穿连接有排水管，所述排水管的尾端安装有

阀门，所述排水管位于挡板和拦网之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石榴自动剥皮去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挡板的下端面

设置有第一分离网和第二分离网，所述第二分离网位于第一分离网的下方，所述箱体的内

壁的左侧开设有杂质出口和杂质通道，所述杂质出口和杂质通道连通且杂质通道贯通箱体

的底部，所述箱体的内壁的右侧开设有放置槽，所述放置槽的下端上表面固定安装有液压

杆，所述第一分离网的左端通过旋转轴与箱体固定且位于杂质出口处，所述第一分离网的

右端的下表面与液压杆的顶部固定连接，所述液压杆的外侧设置有震动弹簧，所述震动弹

簧的顶部与第一分离网的下表面固定，所述震动弹簧的底部固定在放置槽的下端上表面，

所述第一分离网的网孔需要略大于石榴籽的直径，使直径大于石榴籽的杂质通过杂质出口

和杂质通道进入杂质收纳盒。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石榴自动剥皮去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分离网的

左端设置与第一分离网的右端设置相同，所述第二分离网通过其左端的下表面固定的震动

弹簧进行震动，所述第二分离网的网孔需要略小于石榴籽的直径，使直径小于石榴籽的杂

质通过第二分离网进入杂质收纳盒，所述第二分离网的右端设置有出料口，所述出料口用

于将剥离的石榴籽取出。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石榴自动剥皮去籽装置，其特征在于：使用步骤

如下：

A：打开盖板后，把石榴放入在固定底座上，并通过固定针将石榴进行固定，将盖板盖在

箱体的上方，推杆将固定有第二刀片的滑块从第一滑槽推到第二滑槽，此时第二刀片插入

石榴顶端往下三公分的位置，然后第二刀片沿着第二滑槽旋转一周将石榴顶端切割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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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杆通过电磁铁将滑块重新吸到第一滑槽，由于膜瓣的位置与石榴外皮突起的楞相对应，

通过沿着楞进行切割，减少误切到石榴籽，旋转座转动时固定针带动石榴旋转，使六个第一

刀片分别对准石榴外皮的楞，六个第一刀片向中心处收缩，将石榴切成一瓣一瓣的，避免误

切到石榴籽，而且由于固定针的结构为三棱锥型，固定针继续旋转便于将切成瓣的石榴分

开，切割完成后第一刀片复位；

B：完成A步骤后，切成瓣的石榴落入转筒中，开启电机使转筒转动，石榴瓣间相互碰撞

和两个旋转喷头中射出水流的冲击，使石榴粒剥落，剥离后的石榴粒通过初滤网掉落在挡

板上，同时阀门打开，使冲击的水流从排水管流出，排水管内设置有滤网避免石榴籽随之流

出，被初滤网挡住的石榴皮从第一取料口取出；

C：完成B步骤后，关闭阀门，水流通过第三进水管进入水流通道然后从出水口流出，水

流由于惯性形成漩涡将膜瓣卷起，由于膜瓣较轻而石榴籽较重，则膜瓣被卷在水的上方，石

榴籽沉在挡板上，此时拦网展开将膜瓣拦截，将阀门打开通过排水管放水，被拦网挡住的膜

瓣从第二取料口取出，拦网在使用完成后收起，装置工作时第一取料口和第二取料口是关

闭的；

D：完成C步骤后，两块挡板向下打开，剥离的石榴籽向下落向第一分离网和第二分离

网，第一分离网的网孔略大于石榴籽的直径，第二分离网的网孔略小于石榴籽的直径，通过

液压杆和震动弹簧相互配合，使第一分离网和第二分离网发生震动，大于石榴籽的杂质通

过杂质出口和杂质通道落入杂质收纳盒，小于石榴籽的杂质通过第二分离网落入杂质收纳

盒，经过分离的石榴籽由于震动沿着第二分离网从出料口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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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石榴自动剥皮去籽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食品加工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石榴自动剥皮去籽装置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石榴果实营养丰富，富含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可以促进肠胃消化、提神醒脑，

还有一定的解酒功效，但是石榴的果皮却很难剥落，用手剥皮效率十分低下,而且剥起来十

分的费力，而且每次都会在剥石榴时，把汁水弄到自己的手上，为了便于吃到石榴，人们设

计了许多的去籽装置，例如申请公开号CN108095133A公开了一种自动去籽机，它包括有底

座，底座设置有主机控制箱、剥离桶箱和震动箱，剥离桶箱的底部设置有发动机，发动机轴

接有滚筒轴，滚筒轴连接有滚筒，滚筒的顶部设置有支撑盖，支撑盖的基面设置有剥皮箱，

剥皮箱的内壁圆周均设置有抓钩，剥皮箱的顶部设置有阀门，阀门的基面连接有划刀箱，划

刀箱的内壁圆周均设置有刀片，震动箱的内部设置有震动网，震动网连接有驱动杆，驱动杆

连接有驱动装置，实现各功能箱的精密配合，全自动化剥离；通过滚筒的侧壁设置有进水口

和排泄口，在滚筒来回高速旋转，使得石榴仔与皮分离，且不易伤害石榴仔，排泄口开启，石

榴仔与皮进入下一个功能箱，现有的自动去籽机存在着一些问题，这时就需要一种石榴自

动剥皮去籽装置。

[0003] 现有的自动去籽机装置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石榴自动剥皮时，用刀直接进行切

割，难以准确找到膜瓣部位，导致石榴籽破损严重，其次，将石榴剥皮去籽后，会有膜瓣与石

榴皮的碎块与石榴籽掺杂，石榴籽不易与膜瓣和碎块分离，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提出一种石

榴自动剥皮去籽装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石榴自动剥皮去籽装置，可以有效解决背景技术

中的问题：石榴自动剥皮时，用刀直接进行切割，难以准确找到膜瓣部位，导致石榴籽破损

严重；将石榴剥皮去籽后，会有膜瓣与石榴皮的碎块与石榴籽掺杂，石榴籽不易与膜瓣和碎

块分离。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石榴自动剥皮去籽装置，包括箱体，所述箱体的顶部安装有盖板，所述盖板的

上表面的轴心处固定安装有提钮，所述箱体的正面开设有第一取料口和第二取料口，且第

二取料口位于第一取料口的下方，所述第一取料口和第二取料口用于取出剥皮去籽时产生

的杂物，所述箱体的底部固定安装有杂质收纳盒，所述箱体的内部横向固定连接有金属固

定条。

[0007] 进一步的，所述金属固定条的上表面的中部固定有固定底座，所述固定底座的四

周安装有六个第一刀片，六个所述第一刀片可以通过机械向中心处收缩，所述固定底座的

中心处安装有旋转座，所述旋转座的上表面安装有固定针，所述固定针的结构为三棱锥型，

在旋转时便于将切开的石榴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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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进一步的，所述盖板的下表面开设有第一滑槽和第二滑槽，所述第二滑槽设置为

为圆环形且第一滑槽与其外侧连通，所述第一滑槽的内部固定安装有推杆，所述第一滑槽

的内部滑动连接有滑块，所述推杆可以通过电磁铁与滑块吸附固定，所述滑块的下表面固

定安装有第二刀片。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箱体的内壁安装有转筒，所述转筒位于金属固定条的下端面，所述

转筒的内部的底端固定安装有初滤网，所述转筒通过电机在箱体内转动，所述箱体的内部

贯穿连接有第一进水管和第二进水管，且第一进水管和第二进水管位于转筒与金属固定条

之间，所述第一进水管和第二进水管位于箱体内的一端均固定安装有旋转喷头。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箱体的体内开设有水流通道，所述水流通道的外侧连通有第三进

水管，所述水流通道的内侧连通有出水口，所述第三进水管和出水口位于转筒的下端面，所

述水流通道内流过的水流可以形成漩涡，所述第三进水管和出水口的下端面设置有拦网，

所述拦网安装在箱体的内壁，所述拦网在使用时展开不用时可以收起，所述拦网的下端面

设置有两块挡板，两块所述挡板通过旋转轴固定在箱体的内部，所述箱体的一侧贯穿连接

有排水管，所述排水管的尾端安装有阀门，所述排水管位于挡板和拦网之间。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挡板的下端面设置有第一分离网和第二分离网，所述第二分离网

位于第一分离网的下方，所述箱体的内壁的左侧开设有杂质出口和杂质通道，所述杂质出

口和杂质通道连通且杂质通道贯通箱体的底部，所述箱体的内壁的右侧开设有放置槽，所

述放置槽的下端上表面固定安装有液压杆，所述第一分离网的左端通过旋转轴与箱体固定

且位于杂质出口处，所述第一分离网的右端的下表面与液压杆的顶部固定连接，所述液压

杆的外侧设置有震动弹簧，所述震动弹簧的顶部与第一分离网的下表面固定，所述震动弹

簧的底部固定在放置槽的下端上表面，所述第一分离网的网孔需要略大于石榴籽的直径，

使直径大于石榴籽的杂质通过杂质出口和杂质通道进入杂质收纳盒。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第二分离网的左端设置与第一分离网的右端设置相同，所述第二

分离网可以通过其左端的下表面固定的震动弹簧进行震动，所述第二分离网的网孔需要略

小于石榴籽的直径，使直径小于石榴籽的杂质通过第二分离网进入杂质收纳盒，所述第二

分离网的右端设置有出料口，所述出料口用于将剥离的石榴籽取出。

[0013] 进一步的，一种石榴自动剥皮去籽装置，所述使用步骤如下：

[0014] A：打开盖板后，把石榴放入在固定底座上，并通过固定针将石榴进行固定，将盖板

盖在箱体的上方，推杆将固定有第二刀片的滑块从第一滑槽推到第二滑槽，此时第二刀片

插入石榴顶端往下约三公分的位置，然后第二刀片沿着第二滑槽旋转一周将石榴顶端切割

之后，推杆通过电磁铁将滑块重新吸到第一滑槽，由于膜瓣的位置与石榴外皮突起的楞相

对应，通过沿着楞进行切割，可以有效的减少误切到石榴籽，旋转座转动时固定针可以带动

石榴旋转，使六个第一刀片分别对准石榴外皮的楞，六个第一刀片向中心处收缩，将石榴切

成一瓣一瓣的，可以避免误切到石榴籽，而且由于固定针的结构为三棱锥型，固定针继续旋

转便于将切成瓣的石榴分开，切割完成后第一刀片复位；

[0015] B：完成A步骤后，切成瓣的石榴落入转筒中，开启电机使转筒转动，石榴瓣间相互

碰撞和两个旋转喷头中射出水流的冲击，使石榴粒剥落，剥离后的石榴粒通过初滤网掉落

在挡板上，同时阀门打开，使冲击的水流从排水管流出，排水管内设置有滤网避免石榴籽随

之流出，被初滤网挡住的石榴皮从第一取料口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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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C：完成B步骤后，关闭阀门，水流通过第三进水管进入水流通道然后从出水口流

出，水流由于惯性可以形成漩涡将膜瓣卷起，由于膜瓣较轻而石榴籽较重，则膜瓣被卷在水

的上方，石榴籽沉在挡板上，此时拦网展开将膜瓣拦截，将阀门打开通过排水管放水，被拦

网挡住的膜瓣可以从第二取料口取出，拦网在使用完成后可以收起，装置工作时第一取料

口和第二取料口是关闭的。

[0017] D：完成C步骤后，两块挡板向下打开，剥离的石榴籽向下落向第一分离网和第二分

离网，第一分离网的网孔略大于石榴籽的直径，第二分离网的网孔略小于石榴籽的直径，通

过液压杆和震动弹簧相互配合，使第一分离网和第二分离网发生震动，大于石榴籽的杂质

通过杂质出口和杂质通道落入杂质收纳盒，小于石榴籽的杂质通过第二分离网落入杂质收

纳盒，经过分离的石榴籽由于震动沿着第二分离网从出料口倒出。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9] 1、通过设置的旋转座和固定针的相互配合，便于准确的找到膜瓣部位，可以有效

的减少误切到石榴籽，通过把固定针插入石榴进行固定，在第二刀片将石榴的顶端切掉后，

旋转座转动时固定针可以带动石榴旋转，使六个第一刀片分别对准石榴外皮的楞，六个第

一刀片向中心处收缩，将石榴切成瓣，可以避免误切到石榴籽，而且由于固定针的结构为三

棱锥型，固定针继续旋转产生的扭转力便于将切成瓣的石榴分开。

[0020] 2、通过设置的拦网、第一分离网和第二分离网，可以将与石榴籽掺杂在一起的膜

瓣和石榴皮的碎块分离，有利于提高取出的石榴籽的品质，水流通过第三进水管进入水流

通道然后从出水口流出，水流由于惯性可以形成漩涡将膜瓣卷起，此时拦网展开将膜瓣拦

截，将阀门打开通过排水管放水，然后石榴籽通过挡板落向第一分离网和第二分离网，第一

分离网的网孔略大于石榴籽的直径，第二分离网的网孔略小于石榴籽的直径，大于石榴籽

的杂质通过杂质出口和杂质通道落入杂质收纳盒，小于石榴籽的杂质通过第二分离网落入

杂质收纳盒，经过分离的石榴籽由于震动会沿着第二分离网从出料口倒出。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一种石榴自动剥皮去籽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一种石榴自动剥皮去籽装置的箱体纵向剖视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一种石榴自动剥皮去籽装置的盖板仰视示意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一种石榴自动剥皮去籽装置的箱体内部俯视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发明一种石榴自动剥皮去籽装置的图2中A的放大示意图。

[0026] 图6为本发明一种石榴自动剥皮去籽装置的图2中B的放大示意图。

[0027] 图7为本发明一种石榴自动剥皮去籽装置的箱体横向剖视示意图。

[0028] 图中：1、箱体；2、盖板；3、提钮；4、第一进水管；5、第二进水管；6、第三进水管；7、第

一取料口；8、第二取料口；9、排水管；10、阀门；11、杂质收纳盒；12、金属固定条；13、第一刀

片；14、旋转喷头；15、转筒；16、初滤网；17、挡板；18、拦网；19、第一分离网；20、第二分离网；

21、第一滑槽；22、第二滑槽；23、推杆；24、滑块；25、第二刀片；26、固定底座；27、旋转座；28、

固定针；29、杂质出口；30、杂质通道；31、放置槽；32、液压杆；33、震动弹簧；34、水流通道；

35、出水口；36、出料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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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

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30] 实施例1

[0031] 如图1‑7所示，一种石榴自动剥皮去籽装置，包括箱体(1)，箱体(1)的顶部安装有

盖板(2)，盖板(2)的上表面的轴心处固定安装有提钮(3)，箱体(1)的正面开设有第一取料

口(7)和第二取料口(8)，且第二取料口(8)位于第一取料口(7)的下方，第一取料口(7)和第

二取料口(8)用于取出剥皮去籽时产生的杂物，箱体(1)的底部固定安装有杂质收纳盒

(11)，箱体(1)的内部横向固定连接有金属固定条(12)。

[0032] 金属固定条(12)的上表面的中部固定有固定底座(26)，固定底座(26)的四周安装

有六个第一刀片(13)，六个第一刀片(13)可以通过机械向中心处收缩，固定底座(26)的中

心处安装有旋转座(27)，旋转座(27)的上表面安装有固定针(28)，固定针(28)的结构为三

棱锥型，在旋转时便于将切开的石榴分开。

[0033] 盖板(2)的下表面开设有第一滑槽(21)和第二滑槽(22)，第二滑槽(22)设置为为

圆环形且第一滑槽(21)与其外侧连通，第一滑槽(21)的内部固定安装有推杆(23)，第一滑

槽(21)的内部滑动连接有滑块(24)，推杆(23)可以通过电磁铁与滑块(24)吸附固定，滑块

(24)的下表面固定安装有第二刀片(25)。

[0034] 箱体(1)的内壁安装有转筒(15)，转筒(15)位于金属固定条

[0035] (12)的下端面，转筒(15)的内部的底端固定安装有初滤网(16)，转筒

[0036] (15)通过电机在箱体(1)内转动，箱体(1)的内部贯穿连接有第一进水管(4)和第

二进水管(5)，且第一进水管(4)和第二进水管(5)位于转筒(15)与金属固定条(12)之间，第

一进水管(4)和第二进水管(5)位于箱体(1)内的一端均固定安装有旋转喷头(14)。

[003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的旋转座(27)和固定针(28)的相互配合，便于

准确的找到膜瓣部位，可以有效的减少误切到石榴籽，通过把固定针(28)插入石榴进行固

定，在第二刀片(25)将石榴的顶端切掉后，旋转座(27)转动时固定针(28)可以带动石榴旋

转，使六个第一刀片(13)分别对准石榴外皮的楞，六个第一刀片(13)向中心处收缩，将石榴

切成瓣，可以避免误切到石榴籽，而且由于固定针(28)的结构为三棱锥型，固定针(28)继续

旋转产生的扭转力便于将切成瓣的石榴分开。

[0038] 实施例2

[0039] 如图1‑7所示，一种石榴自动剥皮去籽装置，包括箱体(1)，箱体(1)的顶部安装有

盖板(2)，盖板(2)的上表面的轴心处固定安装有提钮(3)，箱体(1)的正面开设有第一取料

口(7)和第二取料口(8)，且第二取料口(8)位于第一取料口(7)的下方，第一取料口(7)和第

二取料口(8)用于取出剥皮去籽时产生的杂物，箱体(1)的底部固定安装有杂质收纳盒

(11)，箱体(1)的内部横向固定连接有金属固定条(12)。

[0040] 金属固定条(12)的上表面的中部固定有固定底座(26)，固定底座(26)的四周安装

有六个第一刀片(13)，六个第一刀片(13)可以通过机械向中心处收缩，固定底座(26)的中

心处安装有旋转座(27)，旋转座(27)的上表面安装有固定针(28)，固定针(28)的结构为三

棱锥型，在旋转时便于将切开的石榴分开。

[0041] 箱体(1)的体内开设有水流通道(34)，水流通道(34)的外侧连通有第三进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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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流通道(34)的内侧连通有出水口(35)，第三进水管(6)和出水口(35)位于转筒(15)

的下端面，水流通道(34)内流过的水流可以形成漩涡，第三进水管(6)和出水口(35)的下端

面设置有拦网(18)，拦网(18)安装在箱体(1)的内壁，拦网(18)在使用时展开不用时可以收

起，拦网(18)的下端面设置有两块挡板(17)，两块挡板(17)通过旋转轴固定在箱体(1)的内

部，箱体(1)的一侧贯穿连接有排水管(9)，排水管(9)的尾端安装有阀门(10)，排水管(9)位

于挡板(17)和拦网(18)之间。

[0042] 挡板(17)的下端面设置有第一分离网(19)和第二分离网(20)，第二分离网(20)位

于第一分离网(19)的下方，箱体(1)的内壁的左侧开设有杂质出口(29)和杂质通道(30)，杂

质出口(29)和杂质通道(30)连通且杂质通道(30)贯通箱体(1)的底部，箱体(1)的内壁的右

侧开设有放置槽(31)，放置槽(31)的下端上表面固定安装有液压杆(32)，第一分离网(19)

的左端通过旋转轴与箱体(1)固定且位于杂质出口(29)处，第一分离网(19)的右端的下表

面与液压杆(32)的顶部固定连接，液压杆(32)的外侧设置有震动弹簧(33)，震动弹簧(33)

的顶部与第一分离网(19)的下表面固定，震动弹簧(33)的底部固定在放置槽(31)的下端上

表面，第一分离网(19)的网孔需要略大于石榴籽的直径，使直径大于石榴籽的杂质通过杂

质出口(29)和杂质通道(30)进入杂质收纳盒(11)。

[0043] 第二分离网(20)的左端设置与第一分离网(19)的右端设置相同，第二分离网(20)

可以通过其左端的下表面固定的震动弹簧(33)进行震动，第二分离网(20)的网孔需要略小

于石榴籽的直径，使直径小于石榴籽的杂质通过第二分离网(20)进入杂质收纳盒(11)，第

二分离网(20)的右端设置有出料口(36)，出料口(36)用于将剥离的石榴籽取出。

[004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的拦网(18)、第一分离网(19)和第二分离网

(20)，可以将与石榴籽掺杂在一起的膜瓣和石榴皮的碎块分离，有利于提高取出的石榴籽

的品质，水流通过第三进水管(6)进入水流通道(34)然后从出水口(35)流出，水流由于惯性

可以形成漩涡将膜瓣卷起，此时拦网(18)展开将膜瓣拦截，将阀门(10)打开通过排水管(9)

放水，然后石榴籽通过挡板(17)落向第一分离网(19)和第二分离网(20)，第一分离网(19)

的网孔略大于石榴籽的直径，第二分离网(20)的网孔略小于石榴籽的直径，大于石榴籽的

杂质通过杂质出口(29)和杂质通道(30)落入杂质收纳盒(11)，小于石榴籽的杂质通过第二

分离网(20)落入杂质收纳盒(11)，经过分离的石榴籽由于震动沿着第二分离网(20)从出料

口(36)倒出。

[0045]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为一种石榴自动剥皮去籽装置，在使用时，首先，打开盖板

(2)后，把石榴放入在固定底座(26)上，并通过固定针(28)将石榴进行固定，将盖板(2)盖在

箱体(1)的上方，推杆(23)将固定有第二刀片(25)的滑块(24)从第一滑槽(21)推到第二滑

槽(22)，此时第二刀片(25)插入石榴顶端往下约三公分的位置，然后第二刀片(25)沿着第

二滑槽(22)旋转一周将石榴顶端切割之后，推杆(23)通过电磁铁将滑块(24)重新吸到第一

滑槽(21)，由于膜瓣的位置与石榴外皮突起的楞相对应，通过沿着楞进行切割，可以有效的

减少误切到石榴籽，旋转座(27)转动时固定针(28)可以带动石榴旋转，使六个第一刀片

(13)分别对准石榴外皮的楞，六个第一刀片(13)向中心处收缩，将石榴切成一瓣一瓣的，可

以避免误切到石榴籽，而且由于固定针(28)的结构为三棱锥型，固定针(28)继续旋转便于

将切成瓣的石榴分开，切割完成后第一刀片(13)复位，其次，切成瓣的石榴落入转筒(15)

中，开启电机使转筒(15)转动，石榴瓣间相互碰撞和两个旋转喷头(14)中射出水流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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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石榴粒剥落，剥离后的石榴粒通过初滤网(16)掉落在挡板(17)上，同时阀门(10)打开，使

冲击的水流从排水管(9)流出，排水管(9)内设置有滤网避免石榴籽随之流出，被初滤网

(16)挡住的石榴皮从第一取料口(7)取出，再者，关闭阀门(10)，水流通过第三进水管(6)进

入水流通道(34)然后从出水口(35)流出，水流由于惯性可以形成漩涡将膜瓣卷起，由于膜

瓣较轻而石榴籽较重，则膜瓣被卷在水的上方，石榴籽沉在挡板(17)上，此时拦网(18)展开

将膜瓣拦截，将阀门(10)打开通过排水管(9)放水，被拦网(18)挡住的膜瓣可以从第二取料

口(8)取出，拦网(18)在使用完成后可以收起，装置工作时第一取料口(7)和第二取料口(8)

是关闭的，最后，两块挡板(17)向下打开，剥离的石榴籽向下落向第一分离网(19)和第二分

离网(20)，第一分离网(19)的网孔略大于石榴籽的直径，第二分离网(20)的网孔略小于石

榴籽的直径，通过液压杆(32)和震动弹簧(33)相互配合，使第一分离网(19)和第二分离网

(20)发生震动，大于石榴籽的杂质通过杂质出口(29)和杂质通道(30)落入杂质收纳盒

(11)，小于石榴籽的杂质通过第二分离网(20)落入杂质收纳盒(11)，经过分离的石榴籽由

于震动沿着第二分离网(20)从出料口(36)倒出。

[0046]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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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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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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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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