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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带清洗除虫功能的中药

脱皮设备，包括清洗水池，清洗水池的两端分别

设有进水口和出水口，清洗水池内还设有输送网

带；输送网带的下方设有喷气管道和喷气头；清

洗水池内还设有下料带，下料带位于输送网带靠

近出水口一端的后方，输送网带的上方设有位于

清洗水池液面上的除虫筒；除虫筒可绕自身轴线

转动；除虫筒的侧面设有进虫槽；除虫筒的两端

分别设有连通进虫槽的除虫孔；除虫孔连通到位

于清洗水池外部的除虫池；下料带的出料端连接

一脱皮机构，脱皮机构包括刻印辊和若干根磨皮

辊，刻印辊外侧间隙包覆设有刻印带，刻印带的

表面设有刻印刃。本发明的好处是能够清洗药

材，除去药材表面的虫子，提高药材剥皮的均匀

性和脱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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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清洗除虫功能的中药脱皮设备，其特征是，包括清洗水池，清洗水池的两端分

别设有进水口和出水口，清洗水池内还设有从进水口向出水口布置的输送网带；输送网带

的下方设有喷气管道和若干个设在喷气管道上的喷气头；清洗水池内还设有伸出到清洗水

池外部的下料带，下料带位于输送网带靠近出水口一端的后方，输送网带的上方设有位于

清洗水池液面上的除虫筒；除虫筒可绕自身轴线转动；除虫筒的侧面设有进虫槽；除虫筒的

两端分别设有连通进虫槽的除虫孔；除虫孔连通到位于清洗水池外部的除虫池；下料带的

出料端连接一脱皮机构，脱皮机构包括中药会依次经过刻印辊和若干根磨皮辊，刻印辊外

侧间隙包覆设有刻印带，刻印带的表面设有刻印刃。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清洗除虫功能的中药脱皮设备，其特征是，所述进虫槽

横跨除虫筒的两端，进虫槽为直线槽，进虫槽的轴线平行转动筒的轴线，进虫槽的横截面形

状为锥角向上的等腰梯形。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带清洗除虫功能的中药脱皮设备，其特征是，所述除

虫筒为圆柱形；除虫筒的内部设有与进虫槽连通的进水腔，除虫孔与进水腔正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清洗除虫功能的中药脱皮设备，其特征是，所述输送网

带上在靠近进水口一端的上方设有送料装置；送料装置包括横设在清洗水池上的送料板，

送料板可转动设置，送料板包括两端的两根转动轴，其中一根转动轴连接一送料电机。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清洗除虫功能的中药脱皮设备，其特征是，所述刻印带

的形状为半圆柱形，刻印带的半圆柱轴线与刻印辊的轴线重合；刻印带内间隔均匀设置有

刻印孔，刻印刃位于刻印孔之间的刻印钢带表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清洗除虫功能的中药脱皮设备，其特征是，所述下料带

的出料端和刻印辊之间设有两平行设置的调向辊，两调向辊均从两者的相邻侧向上转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清洗除虫功能的中药脱皮设备，其特征是，所述脱皮机

构还包括一脱皮壳体，脱皮壳体内设有脱皮腔；脱皮腔内设有两交接的分隔面，两分隔面将

脱皮腔依次分为脱皮室、电机室和下料室；刻印辊和磨皮辊均位于脱皮室的上方；电机室内

设有脱皮电机，脱皮电机与刻印辊、磨皮辊通过皮带相连。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清洗除虫功能的中药脱皮设备，其特征是，所述下料带

倾斜向上伸出到清洗水池的外部，下料带的进料端位于输送网带的下方，下料带的出料端

位于脱皮机构的上方，下料带为不锈钢制的网格带。

9.根据权利要求1或8所述的一种带清洗除虫功能的中药脱皮设备，其特征是，所述下

料带的上方设有喷淋头，喷淋头位于下料带中部的上方。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带清洗除虫功能的中药脱皮设备，其特征是，所述磨皮

辊的输送后方设有下料辊，下料辊与相邻下料辊的磨皮辊均从两者的相邻侧向下转动，下

料辊的下方设有下料网面，下料网面从两分隔面交接处延伸到相邻下料辊的磨皮辊的下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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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清洗除虫功能的中药脱皮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中药脱皮机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带清洗除虫功能的中药脱皮设

备。

背景技术

[0002] 中药材种植是如今全国范围内的高附加值的地区特色产业，为了促进药材的生

长，扩大产量，药农通常会对药田施加化肥，并且部分药材在收割后会用硫磺进行处理，所

以在很多中药材的加工过程前都需要进行脱皮处理，旨在清除中药材表皮中的毒素和化学

成分，提高药材的成色、品质和价格。

[0003] 中药材脱皮机是药材脱皮的一种重要设备。

[0004] 例如，中国专利文献中授权公告号为CN208303333U，授权公告日为2019年1月1日

公开的名为“一种中药脱皮机”的实用新型专利，该申请案公开了一种中药脱皮机，属于草

药加工设备领域，其技术方案如下，包括机壳、上料部件、脱皮部件，所述上料部件设置在机

壳一侧，所述脱皮部件设置在机壳内，所述脱皮部件上方设有清理部件，所述清理部件包括

端盖、水管、风扇，所述端盖一端铰接在机壳顶端，所述水管固连在端盖底端面，所述水管上

开有若干孔且正对脱皮部件，所述风扇固连在水管两侧的端盖上，所述风扇风向竖直向下，

具有脱皮后的药材表面无外壳残渣，脱皮效率高的优点。

[0005] 其不足之处在于：1、药材表面脱皮的均匀性难以控制，部分药材的一面或一处被

脱皮量过大，造成浪费；而有些表面由于药材本身过于光滑或药材质地较硬而很难脱皮，脱

皮效率较差；2、硫磺熏后的药材表皮或泥土中会存在虫子的尸体，采用冲洗的方式需要极

大的耗水量，水资源浪费严重；而该申请中采用边通水边脱皮的方式会绞碎虫子尸体后与

药材混合，容易造成药材表面残留毒性或虫子尸体，影响药材的药性；现有药材通常采用漂

洗的方式，死虫漂浮漂洗时的液面上，在药材出水时还会回到药材表面，存在安全隐患，而

如果配备专人在药材清洗时舀出虫子，会增加药材生产的成本。

[0006] 因此，设计一种能够清洗药材，去除药材清洗时液体表面的虫子，提高药材脱皮的

均匀性和脱皮效率的带清洗除虫功能的中药脱皮设备就很有必要了。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要克服现有技术中的药材脱皮机脱皮效率不均匀，容易造成药材脱皮效率

低和药材浪费，并且没有清洗药材表面，完成药材表面除虫功能的不足，提供了一种带清洗

除虫功能的中药脱皮设备，能够清洗药材，并除去药材表面的虫子；提高药材剥皮的均匀性

和脱皮效率，提高脱皮的生产效益。

[0008]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9] 一种带清洗除虫功能的中药脱皮设备，包括清洗水池，清洗水池的两端分别设有

进水口和出水口，清洗水池内还设有从进水口向出水口布置的输送网带；输送网带的下方

设有喷气管道和若干个设在喷气管道上的喷气头；清洗水池内还设有伸出到清洗水池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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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料带，下料带位于输送网带靠近出水口一端的后方，输送网带的上方设有位于清洗水

池液面上的除虫筒；除虫筒可绕自身轴线转动；除虫筒的侧面设有进虫槽；除虫筒的两端分

别设有连通进虫槽的除虫孔；除虫孔连通到位于清洗水池外部的除虫池；下料带的出料端

连接一脱皮机构，脱皮机构包括中药会依次经过刻印辊和若干根磨皮辊，刻印辊外侧间隙

包覆设有刻印带，刻印带的表面设有刻印刃。

[0010] 输送网带上倒入中药材，中药材在喷气头喷出气体的浮力作用下悬浮在清洗水池

内，进水口和出水口引导的定向水流带动药材向输送带移动，除虫筒挡住清洗水池液面上

漂浮的虫子，除虫筒转动时进虫槽经过清洗水池液面，虫子和水流入到除虫筒，并在除虫筒

转动时从除虫孔排出到除虫池，药材从除虫筒的下方输送到下料带，经过下料带运输到脱

皮机构，在药材位于刻印辊和刻印带之间时，通过刻印刃在药材表面扎出内凹的纹理，在被

扎出纹理的药材表面方便磨皮辊磨皮，通过控制刻印刃的高度就能方便完成药材磨皮厚度

的控制；完成清洗药材，并除去药材表面的虫子，提高药材剥皮的均匀性和脱皮效率，提高

药材的药性，提高脱皮的生产效益。

[0011] 作为优选，进虫槽横跨除虫筒的两端，进虫槽为直线槽，进虫槽的轴线平行转动筒

的轴线，进虫槽的横截面形状为锥角向上的等腰梯形。进虫槽为直线槽，方便除虫筒内的同

步进水，等腰梯形的进虫槽能够在除虫筒转动时的减少水体溅出，保证除虫筒除虫的可靠

性。

[0012] 作为优选，除虫筒为圆柱形；除虫筒的内部设有与进虫槽连通的进水腔，除虫孔与

进水腔正对。除虫筒在进虫槽转动到清洗水池液面上方时，进水腔内的液面在重力作用下

从除虫孔流入到除虫池，在除虫筒转动到另一侧时液面时，水体从进虫槽流动到清洗水池

内，并且形成流动的冲力，带动除虫筒内的水体和虫子从除虫孔内流出，除虫筒的除虫作用

可靠。

[0013] 作为优选，输送网带上在靠近进水口一端的上方设有送料装置；送料装置包括横

设在清洗水池上的送料板，送料板可转动设置，送料板包括两端的两根转动轴，其中一根转

动轴连接一送料电机。通过送料板方便将药材从输送网带上方向下料带移动，通过送料装

置方便控制清洗水池内的药材清洗时间，提高清洗速率。

[0014] 作为优选，刻印带的形状为半圆柱形，刻印带的半圆柱轴线与刻印辊的轴线重合；

刻印带内间隔均匀设置有刻印孔，刻印刃位于刻印孔之间的刻印钢带表面。刻印孔方便刻

印辊摩擦药材产生的碎屑的清理，防止刻印带内堆积碎屑，提高刻印和磨皮效率。

[0015] 作为优选，下料带的出料端和刻印辊之间设有两平行设置的调向辊，两调向辊均

从两者的相邻侧向上转动。两调向辊均从两者的相邻侧向上转动，防止药材从两调向辊之

间滑脱，通过调向辊能够将长条状的药材调整到轴线与调向辊平行，从而方便药材进入到

刻印带内刻印，提高剥皮效率。

[0016] 作为优选，脱皮机构还包括一脱皮壳体，脱皮壳体内设有脱皮腔；脱皮腔内设有两

交接的分隔面，两分隔面将脱皮腔依次分为脱皮室、电机室和下料室；刻印辊和磨皮辊均位

于脱皮室的上方；电机室内设有脱皮电机，脱皮电机与刻印辊、磨皮辊通过皮带相连。磨皮

辊产生的药材渣流入到脱皮室内，下料室内存放剥皮好的药材，各功能间分离，方便药材脱

皮后的存放；电机控制刻印辊和磨皮辊，刻印辊与磨皮辊的转速同步，转速控制方便。

[0017] 作为优选，下料带倾斜向上伸出到清洗水池的外部，下料带的进料端位于输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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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下方，下料带的出料端位于脱皮机构的上方，下料带为不锈钢制的网格带。通过网格

带，下料带在下料时能够完成药材表面的自动沥干，有利于后续摩擦脱皮的工序的进行，提

高脱皮效率。

[0018] 作为优选，下料带的上方设有喷淋头，喷淋头位于下料带中部的上方。喷淋头完成

药材表面的清洗，并且为药材下料运输过程中的自动沥干留下时间和空间，提高药材表面

的清洗除虫效果。

[0019] 作为优选，磨皮辊的输送后方设有下料辊，下料辊与相邻下料辊的磨皮辊均从两

者的相邻侧向下转动，下料辊的下方设有下料网面，下料网面从两分隔面交接处延伸到相

邻下料辊的磨皮辊的下方。下料辊和磨皮辊同步转动能将药材压入到下料辊的下方，药材

在下料网面上滚动容易引起震动，从而方便药材表面的碎屑从下料网面进入到脱皮室内，

提高药材使用时的洁净性。

[0020] 本发明的有益之处在于：完成清洗药材，并除去药材表面的虫子；药材剥皮的均匀

性和脱皮效率高，提高药材的药性，提高药材使用时的洁净性；提高脱皮的生产效益；装置

控制方便。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中托盘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是本发明中除虫筒在清洗水池内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是本发明中除虫筒开始进虫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是本发明中除虫筒进虫完成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是本发明中除虫筒开始进水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7是本发明中除虫筒在液面下方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中：清洗水池1  进水口11  出水口12  输送网带13  送料装置14  送料板141  

转动轴142  送料电机143  喷气管道15   支管151  喷气头16  气泵17  下料带2  喷淋

头21  除虫筒3  进虫槽31  除虫孔32  进水腔33  除虫池34  转动杆35  除虫电机36  

连接杆37  脱皮机构4  脱皮壳体41   清理门411   下料口412   脱皮腔42   脱皮室421  

电机室422   下料室423   分隔面43   下料网面44   脱皮电机45   调向辊46刻印辊47   刻

印带471   刻印孔472   刻印刃473磨皮辊48  下料辊49。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描述。

[0030] 图1到图3中，一种带清洗除虫功能的中药脱皮设备，包括清洗水池1，清洗水池1的

两端分别设有进水口11和出水口12，清洗水池1内还设有从进水口11向出水口12布置的输

送网带13；输送网带13上在靠近进水口11一端的上方设有送料装置14；送料装置14包括横

设在清洗水池1上的送料板141，送料板141可转动设置，送料板141包括两端的两根转动轴

142，其中一根转动轴142连接一送料电机143。输送网带13的下方设有喷气管道15和若干个

设在喷气管道15上的喷气头16；喷气管道15连接一位于清洗水池1外部的气泵17，喷气管道

15在清洗水池1内设有三根平行设置的支管151，喷气头16在支管151上均匀间隔设置。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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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池1内还设有伸出到清洗水池1外部的下料带2，下料带2位于输送网带13靠近出水口12一

端的后方，下料带2倾斜向上伸出到清洗水池1的外部，下料带2的进料端位于输送网带13的

下方，下料带2为不锈钢制的网格带。下料带2的上方设有喷淋头21，喷淋头21位于下料带2

中部的上方。输送网带13的上方设有位于清洗水池1液面上的除虫筒3；除虫筒3为圆柱形；

除虫筒3可绕自身轴线转动；除虫筒3的侧面设有进虫槽31；进虫槽31横跨除虫筒3的两端，

进虫槽31为直线槽，进虫槽31的轴线平行转动筒的轴线，进虫槽31的横截面形状为锥角向

上的等腰梯形。除虫筒3的两端分别设有连通进虫槽31的除虫孔32；除虫筒3的内部设有与

进虫槽31连通的进水腔33，除虫孔32与进水腔33正对。除虫孔32连通到位于清洗水池1外部

的除虫池34；除虫筒3的两端分别设有转动杆35，转动杆35通过轴承连接在除虫池34的侧

壁，其中一根转动杆35通过皮带连接一除虫电机36。转动杆35与除虫筒3共轴线，转动杆35

与除虫筒3通过三根圆周阵列的位于除虫筒3端面的连接杆37连接，转动杆35端面、除虫筒3

端部和相邻连接杆37所夹的区域形成除虫孔32，通过连接杆37既保证转动杆35与除虫筒3

的连接强度，同时保持除虫孔32的畅通性，保证除虫作用可靠。下料带2的出料端连接脱皮

机构4，脱皮机构4包括中药会依次经过的刻印辊47和三根磨皮辊48，三根磨皮辊48的转动

方向相同，下料带2的出料端位于脱皮机构4的上方，刻印辊47外侧间隙包覆设有刻印带

471，刻印带471的形状为半圆柱形，刻印带471的半圆柱轴线与刻印辊47的轴线重合；刻印

带471内间隔均匀设置有刻印孔472，刻印带471朝向刻印辊47的表面设有刻印刃473。刻印

刃473位于刻印孔472之间的刻印钢带表面。下料带2的出料端和刻印辊47之间设有两平行

设置的调向辊46，两调向辊46均从两者的相邻侧向上转动。下料带2出料端的最外部在竖直

方向对应在第一根调向辊46的上方。

[0031] 脱皮机构4还包括一脱皮壳体41，脱皮壳体41内设有脱皮腔42；脱皮腔42内设有两

交接的分隔面43，两分隔面43将脱皮腔42依次分为脱皮室421、电机室422和下料室423；调

向辊46、刻印辊47和磨皮辊48均位于脱皮室421的上方；电机室422内设有脱皮电机45，脱皮

电机45与刻印辊47、磨皮辊48通过皮带相连。磨皮辊48的输送后方设有下料辊49，调向辊

46、刻印辊47、磨皮辊48和下料辊49位于同一水平面内。下料辊49与相邻下料辊49的磨皮辊

48均从两者的相邻侧向下转动，下料辊49的下方设有下料网面44，下料网面44从两分隔面

43交接处延伸到相邻下料辊49的磨皮辊48的下方。脱皮壳体41对应脱皮室421的外侧设有

可向下转动打开的清理门411，清理门411铰接在脱皮室421的下端。下料室423的下端设有

伸出的脱皮壳体41外侧的下料口412。

[0032] 输送网带13上倒入中药材，中药材在喷气头16喷出气体的浮力作用下悬浮在清洗

水池1内，进水口11和出水口12引导的定向水流带动药材向输送带移动。除虫筒3挡住清洗

水池1液面上漂浮的虫子，虫子位于除虫筒3的左侧。除虫筒3顺时针转动，在除虫筒3转动到

进虫槽31经过清洗水池1液面，也就是除虫筒3到达图4位置后，虫子和水流入到除虫筒3的

进水腔33内，除虫筒3继续顺时针转动，进虫槽31的高度高于清洗水池1的液面，也就是除虫

筒3到达图5位置后，进虫槽31内的水体在重力作用下液面下降，进虫槽31内的从除虫筒3两

端的除虫孔32流出到除虫池34，除虫筒3继续转动到进虫槽31朝向下料带2，此时进虫槽31

再次经过液面，也就是图6位置，进虫槽31朝向除虫筒3的右侧，该处清洗水池1的液面没有

虫子，除虫筒3的继续转动过程带动清洗水池1内的水体进入进水腔33，达到图7位置，完成

进水腔33内的冲洗，之后除虫筒3转回图4位置开始下一个循环，在除虫筒3转动时将除虫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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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左侧的虫子从除虫孔32排出到除虫池34，除虫方便并且效率高。在除虫筒3转动工作的过

程中，同时药材从除虫筒3的下方在水流导向和送料板141的同步作用下位移到下料带2，经

过下料带2运输到脱皮机构4。如图1和图2所示，在脱皮壳体41的上方，两调向辊46、刻印辊

47、三根磨皮辊48和下料辊49从左往右依次设置，调向辊46、刻印辊47、磨皮辊48和下料辊

49通过皮带连接，并且任意两相邻辊之间都设有张紧轮，脱皮电机45的电机轴逆时针转动，

两调向辊46、刻印辊47、三根磨皮辊48和下料辊49的转动方向依次为逆时针、顺时针、逆时

针、顺时针、顺时针、顺时针和逆时针。药材先经过两根调向辊46，由于两调向辊46的上侧相

背运动，长条形的药材在倾斜调向辊46轴线时，无法进入到刻印辊47，在被调向辊46调整到

平行调向辊46轴线转动时，才能继续转动进刻印辊47，刻印辊47摩擦力带动药材绕刻印带

471转动，药材被刻印带471上的刻印刃473划出等深的划痕，药材表面的划痕层更加容易被

三根磨皮辊48摩擦脱皮，药材磨损的脱皮落入到脱皮室421，脱皮完成的药材在下料辊49的

带动下落入到下料室423，操作方便简单，通过控制刻印刃473的高度就能方便完成药材磨

皮厚度的控制；完成清洗药材，并除去药材表面的虫子，提高药材剥皮的均匀性和脱皮效

率，提高药材的药性，提高脱皮的生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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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8

CN 110663966 A

8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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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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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图 6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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