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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火龙果削皮榨汁装置

(57)摘要

一种新型火龙果削皮榨汁装置，包括外筒

体、进料机构、搅拌机构和离心机构，搅拌机构包

括位于外筒体内部上方的搅拌腔，离心机构包括

位于外筒体内部下方的离心腔，搅拌腔和离心腔

通过水平设置在外筒体中部的分隔过滤板分开；

搅拌机构还包括设置在搅拌腔内的转动轴，转动

轴沿左右方向水平设置且转动轴的圆周面上设

置有多个搅拌棒，进料机构包括水平设置且与搅

拌腔连通的进料壳体，离心机构包括位于离心腔

内部且竖直设置的离心滚桶，离心滚桶侧壁设置

有多个穿过离心滚桶侧壁的通孔，离心滚桶的外

侧设置有环绕离心滚桶的过滤网罩；总之本实用

新型具有结构简单，榨汁速度快，榨汁效果好，能

够快速分离果汁中的种子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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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火龙果削皮榨汁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外筒体、进料机构、搅拌机构和离

心机构，外筒体竖直设置，搅拌机构包括位于外筒体内部上方的搅拌腔，离心机构包括位于

外筒体内部下方的离心腔，搅拌腔和离心腔通过水平设置在外筒体中部的分隔过滤板分

开；所述搅拌机构还包括设置在搅拌腔内的转动轴，转动轴沿左右方向水平设置且转动轴

的圆周面上设置有多个搅拌棒，搅拌棒沿转动轴的径向方向延伸，多个搅拌棒组成沿左右

方向水平排列的两排搅拌棒，搅拌机构还包括位于转动轴的左右两端支撑转动轴的两个支

撑轴承座，位于右侧的支撑轴承座的右端连接设置有驱动转动轴转动的转动电机，两个支

撑轴承座的上端分别连接设置有竖直向下的提升驱动气缸，两个提升驱动气缸均固定设置

在外筒体的上表面上，位于左侧的提升驱动气缸为单轴驱动气缸，单轴驱动气缸的移动端

竖直穿过外筒体的顶部且与位于左侧的支撑轴承座的上端固定连接，位于右侧的提升驱动

气缸为双轴驱动气缸，双轴驱动气缸的移动端竖直穿过外筒体的顶部且分别与位于右侧的

支撑轴承座的上端和转动电机的上端固定连接；所述外筒体的左侧壁上连接设置有进料机

构，进料机构包括水平设置且与搅拌腔连通的进料壳体，进料壳体的上端设置有开口向上

的进料口，进料壳体的右端设置有水平推动火龙果向右移动的电动推杆；所述离心机构位

于分隔过滤板的下方，离心机构包括位于离心腔内部且竖直设置的离心滚桶，离心滚桶的

下端连接设置有位于外筒体底部且驱动离心滚桶转动的离心电机，离心滚桶侧壁设置有多

个穿过离心滚桶侧壁的通孔，离心滚桶的外侧设置有环绕离心滚桶的过滤网罩，过滤网罩

为竖直设置的圆柱体网状结构，过滤网罩与离心滚桶的高度相同且过滤网罩的上下圆面的

面积大于离心滚桶上下圆面的面积，过滤网罩与外筒体的内侧壁有间距，外筒体的底部的

左右侧壁上分别连通设置有两个出汁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火龙果削皮榨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动推杆

的右端连接设置有电动挡板，电动挡板沿前后方向竖直设置且分别与进料壳体的上侧壁和

下侧壁滑动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火龙果削皮榨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搅拌腔内

设置有与外筒体顶部铰接的挡料板，挡料板沿前后方向设置且位于转动轴和进料壳体之

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火龙果削皮榨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离心滚桶

的上端连接设置有接料开口，接料开口上大下小竖直设置，接料开口的上端与分隔过滤板

的下端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火龙果削皮榨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出汁口倾

斜设置，出汁口靠近外筒体的一端高于远离外筒体的一端，两个出汁口上均设置有控制出

汁口打开关闭的出汁开关。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火龙果削皮榨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离心电机

竖直设置在外筒体的底部，离心电机的转轴端竖直向上且与离心滚桶的底部固定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火龙果削皮榨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外筒体的

左右侧壁上连接设置有振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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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火龙果削皮榨汁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火龙果加工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新型火龙果削皮榨汁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火龙果又称红龙果、龙珠果、仙蜜果、玉龙果，火龙果的果实呈椭圆形，外观为红色

或者黄色，火龙果含有绿色圆角三角形的叶状体，白色、红色或黄色的果肉和黑色的种子；

火龙果营养丰盛、功能独特，它含有一般植物少有的植物性白蛋白以及花青素，丰富的维生

素和水溶性膳食纤维，属于良性水果。在自然状态下，火龙果的果实于夏秋成熟，味甜多汁，

是人们非常喜欢的一种水果；而火龙果榨汁形成的果汁，因为口感好、食用方便，得到了人

们的喜爱。现有的火龙果榨汁技术是通过刀片进行去皮切割，然后放入榨汁机进行，切割去

皮的效率低，而且榨汁形成的果汁含有破碎的种子，会产生不好的口感和风味，影响人们对

火龙果汁的食欲，同时也会影响火龙果汁的保质期。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新型火龙果削皮榨汁装置，以解决火龙果榨汁过程中种子和

果汁很难分离，榨汁效率低，榨汁效果不好的技术问题。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新型火龙果削皮榨

汁装置，包括外筒体、进料机构、搅拌机构和离心机构，外筒体竖直设置，搅拌机构包括位于

外筒体内部上方的搅拌腔，离心机构包括位于外筒体内部下方的离心腔，搅拌腔和离心腔

通过水平设置在外筒体中部的分隔过滤板分开；搅拌机构还包括设置在搅拌腔内的转动

轴，转动轴沿左右方向水平设置且转动轴的圆周面上设置有多个搅拌棒，搅拌棒沿转动轴

的径向方向延伸，多个搅拌棒组成沿左右方向水平排列的两排搅拌棒，搅拌机构还包括位

于转动轴的左右两端支撑转动轴的两个支撑轴承座，位于右侧的支撑轴承座的右端连接设

置有驱动转动轴转动的转动电机，两个支撑轴承座的上端分别连接设置有竖直向下的提升

驱动气缸，两个提升驱动气缸均固定设置在外筒体的上表面上，位于左侧的提升驱动气缸

为单轴驱动气缸，单轴驱动气缸的移动端竖直穿过外筒体的顶部且与位于左侧的支撑轴承

座的上端固定连接，位于右侧的提升驱动气缸为双轴驱动气缸，双轴驱动气缸的移动端竖

直穿过外筒体的顶部且分别与位于右侧的支撑轴承座的上端和转动电机的上端固定连接；

外筒体的左侧壁上连接设置有进料机构，进料机构包括水平设置且与搅拌腔连通的进料壳

体，进料壳体的上端设置有开口向上的进料口，进料壳体的右端设置有水平推动火龙果向

右移动的电动推杆；离心机构位于分隔过滤板的下方，离心机构包括位于离心腔内部且竖

直设置的离心滚桶，离心滚桶的下端连接设置有位于外筒体底部且驱动离心滚桶转动的离

心电机，离心滚桶侧壁设置有多个穿过离心滚桶侧壁的通孔，离心滚桶的外侧设置有环绕

离心滚桶的过滤网罩，过滤网罩为竖直设置的圆柱体网状结构，过滤网罩与离心滚桶的高

度相同且过滤网罩的上下圆面的面积大于离心滚桶上下圆面的面积，过滤网罩与外筒体的

内侧壁有间距，外筒体的底部的左右侧壁上分别连通设置有两个出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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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进一步的，电动推杆的右端连接设置有电动挡板，电动挡板沿前后方向竖直设置

且分别与进料壳体的上侧壁和下侧壁滑动连接。

[0006] 进一步的，搅拌腔内设置有与外筒体顶部铰接的挡料板，挡料板沿前后方向设置

且位于转动轴和进料壳体之间，挡料板的下端高度高于进料壳体的下表面且低于进料壳体

的上表面。

[0007] 进一步的，离心滚桶的上端连接设置有接料开口，接料开口上大下小竖直设置，接

料开口的上端与分隔过滤板的下端固定连接，接料开口的上端口为圆形且与外筒体的内侧

壁紧密接触。

[0008] 进一步的，出汁口倾斜设置，出汁口靠近外筒体的一端高于远离外筒体的一端，两

个出汁口上均设置有控制出汁口打开关闭的出汁开关。

[0009] 进一步的，离心电机竖直设置在外筒体的底部，离心电机的转轴端竖直向上且与

离心滚桶的底部固定连接。

[0010] 进一步的，外筒体的左右侧壁上连接设置有振动器。

[0011]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采用外筒体来为火龙果的搅拌和离

心提供空间，采用分隔过滤板来将打碎的果肉和果汁排入到离心腔内，经果皮等拦截在搅

拌腔内，采用提升驱动气缸和支撑轴承座来根据火龙果调节转动轴和搅拌棒上下位置，采

用转动电机、转动轴和搅拌棒来对火龙果进行初步去皮和打碎并将打碎的果肉通过分隔过

滤板运送到离心腔内，采用电动推杆和进料壳体来将从进料口进入的火龙果推入到搅拌腔

内，采用离心滚桶对火龙果进行第二次打碎和出汁，采用通孔使果汁从离心滚桶内分离出

去，采用过滤网罩防止跟随果汁从通孔出去的果肉堵塞出汁口，采用离心电机驱动离心滚

桶的转动，采用出汁口排出分离好的果汁；本实用新型还采用电动挡板来防止搅拌腔内的

果肉从进料壳体飞出，采用挡料板保证进料壳体出来的火龙果向下运动，防止火龙果移动

过程撞击转动轴，采用接料开口防止从分隔过滤板的果肉进入到过滤网罩的外侧堵塞出汁

口，采用振动器促使果肉通过分隔过滤板下落到离心滚桶内，采用位于外筒体内部的电机

防止果汁从离心电机的缝隙渗漏出去；总之本实用新型在使用过程中去除切刀对种子的破

碎影响，通过离心分离种子和果汁，具有结构简单，榨汁速度快，榨汁效果好，能够快速分离

果汁中的种子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中：1、外筒体  2、进料机构  3、搅拌机构  4、离心机构  5、搅拌腔  6、离心腔  7、分

隔过滤板  8、振动器  9、转动轴  10、搅拌棒  11、支撑轴承座  12、转动电机  13、提升驱动气

缸  14、单轴驱动气缸  15、双轴驱动气缸  16、挡料板  17、进料壳体  18、进料口  19、电动推

杆  20、电动挡板  21、离心滚桶  22、离心电机  23、接料开口  24、通孔  25、过滤网罩  26、出

汁口  27、出汁开关。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实施例：如图1所示，一种新型火龙果削皮榨汁装置，包括外筒体1、进料机构2、搅

拌机构3和离心机构4，外筒体1竖直设置，搅拌机构3包括位于外筒体1内部上方的搅拌腔5，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08480565 U

4



离心机构4包括位于外筒体1内部下方的离心腔6，搅拌腔5和离心腔6通过水平设置在外筒

体1中部的分隔过滤板7分开，外筒体1的左右侧壁上连接设置有振动器8，促使果肉通过分

隔过滤板7下落到离心滚桶21内；搅拌机构3还包括设置在搅拌腔5内的转动轴9，转动轴9沿

左右方向水平设置且转动轴9的圆周面上设置有多个搅拌棒10，搅拌棒10沿转动轴9的径向

方向延伸，多个搅拌棒10组成沿左右方向水平排列的两排搅拌棒10，搅拌机构3还包括位于

转动轴9的左右两端支撑转动轴9的两个支撑轴承座11，位于右侧的支撑轴承座11的右端连

接设置有驱动转动轴9转动的转动电机12，两个支撑轴承座11的上端分别连接设置有竖直

向下的提升驱动气缸13，两个提升驱动气缸13均固定设置在外筒体1的上表面上，位于左侧

的提升驱动气缸13为单轴驱动气缸14，单轴驱动气缸14的移动端竖直穿过外筒体1的顶部

且与位于左侧的支撑轴承座11的上端固定连接，位于右侧的提升驱动气缸13为双轴驱动气

缸15，双轴驱动气缸15的移动端竖直穿过外筒体1的顶部且分别与位于右侧的支撑轴承座

11的上端和转动电机12的上端固定连接，搅拌腔5内设置有与外筒体1顶部铰接的挡料板

16，挡料板16沿前后方向设置且位于转动轴9和进料壳体17之间，挡料板16的下端高度高于

进料壳体17的下表面且低于进料壳体17的上表面，保证进料壳体17出来的火龙果向下运

动，防止火龙果移动过程撞击转动轴9；外筒体1的左侧壁上连接设置有进料机构2，进料机

构2包括水平设置且与搅拌腔5连通的进料壳体17，进料壳体17的上端设置有开口向上的进

料口18，进料壳体17的右端设置有水平推动火龙果向右移动的电动推杆19，电动推杆19的

右端连接设置有电动挡板20，电动挡板20沿前后方向竖直设置且分别与进料壳体17的上侧

壁和下侧壁滑动连接，防止搅拌腔5内的果肉从进料壳体17飞出；离心机构4位于分隔过滤

板7的下方，离心机构4包括位于离心腔6内部且竖直设置的离心滚桶21，离心滚桶21的下端

连接设置有位于外筒体1底部且驱动离心滚桶21转动的离心电机22，离心滚桶21的上端连

接设置有接料开口23，接料开口23上大下小竖直设置，接料开口23的上端与分隔过滤板7的

下端固定连接，接料开口23的上端口为圆形且与外筒体1的内侧壁紧密接触，防止从分隔过

滤板7的果肉进入到过滤网罩25的外侧堵塞出汁口26；离心滚桶21侧壁设置有多个穿过离

心滚桶21侧壁的通孔24，离心滚桶21的外侧设置有环绕离心滚桶21的过滤网罩25，过滤网

罩25为竖直设置的圆柱体网状结构，过滤网罩25与离心滚桶21的高度相同且过滤网罩25的

上下圆面的面积大于离心滚桶21上下圆面的面积，过滤网罩25与外筒体1的内侧壁有间距，

外筒体1的底部的左右侧壁上分别连通设置有两个出汁口26，出汁口26倾斜设置，出汁口26

靠近外筒体1的一端高于远离外筒体1的一端，两个出汁口26上均设置有控制出汁口26打开

关闭的出汁开关27。

[0015] 本实用新型在实施时，首先将火龙果从进料口18落到接料壳体内，运行电动推杆

19推动火龙果进入搅拌腔5内，火龙果在运动过程先触碰挡料板16然后落入到搅拌腔5的底

部；运行提升驱动气缸13带动转动轴9下降，根据火龙果的体积调节转动轴9下降的高度，提

升驱动气缸13下降结束后转动电机12开始带动转动轴9转动，转动轴9上的搅拌棒10对火龙

果进行初步的去皮和打碎，然后开启振动器8，果汁和打碎的果肉经过分隔过滤板7从接料

开口23落入离心滚桶21内，果汁和打碎的果肉下落完成后关闭振动器8并调节提升驱动气

缸13上移转动轴9；开启离心电机22开始转动并打开出汁开关27，果汁和果肉在离心滚桶21

的作用下从离心滚筒侧壁上的通孔24中分离出来，果肉在过滤网罩25的拦截下停留在过滤

网罩25内，果汁从打开的出汁口26排出并进行收集，分离完成后关闭出汁开关27和离心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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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22；总之本实用新型具有结构简单，榨汁速度快，榨汁效果好，能够快速分离果汁中的种

子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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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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