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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玉米过筛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效玉米过筛设备，属于玉

米加工设备技术领域，其包括机架、卸料斗、螺旋

输送机、提升机和筛分机，机架固定于地面，卸料

斗固定于机架，螺旋输送机设于卸料斗的下方，

提升机设于螺旋输送机的出料口一侧，筛分机设

于提升机远离螺旋输送机的一侧。玉米倒入卸料

斗后，经过螺旋输送机的输送，落入提升机中，提

升机将玉米从低处运往高处，然后倒入筛分机

中，在筛分机中进行除尘、分离和进一步除尘后，

得到分离开来的碎玉米和完整的玉米，碎玉米可

以直接回收利用，避免了碎玉米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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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玉米过筛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

机架，所述机架固定于地面；

卸料斗，所述卸料斗固定于所述机架，所述卸料斗呈漏斗状，所述卸料斗的上部设有卸

料入口，所述卸料斗的下部设有卸料出口；

螺旋输送机，所述螺旋输送机固定于所述机架上，所述螺旋输送机设于所述卸料斗的

下方，所述螺旋输送机的进料口与所述卸料出口连通；

提升机，所述提升机设于所述螺旋输送机的出料口一侧，所述提升机包括传送带、提升

电机和多个接料斗，所述传送带安装于所述机架上，所述传送带倾斜设置，所述接料斗固定

于所述传送带上，所述传送带的下端设于所述螺旋输送机的出料口的下方，所述提升电机

驱动所述传送带传动，所述提升电机固定于所述机架上；

筛分机，所述筛分机固定于所述机架上，所述筛分机设于所述提升机的一侧，所述筛分

机包括一级筛选装置、二级筛选装置和三级筛选装置，所述一级筛选装置包括抛粒器、筛分

筒、送风机和抽风机，所述抛粒器固定于所述机架上，所述抛粒器设于所述传送带的上端的

下方，所述抛粒器的一端设有抛粒口，所述抛粒口连通所述筛分筒，所述筛分筒固定于所述

机架，所述筛分筒的下端开口，所述筛分筒的上端设有吸尘口，所述吸尘口设有所述抽风

机，所述抽风机连接有收尘布袋，所述筛分筒内套接有上端闭口的送风管，所述送风管的上

端套设于所述筛分筒内，所述送风管的下端通过管道连接所述送风机，所述送风管的侧壁

设有通风孔，所述筛分筒的内壁和送风管的外壁分别设有挡板；

所述二级筛选装置包括过滤筛、振动机、碎玉米粗选仓和精选玉米仓，所述过滤筛设于

所述筛分筒的下方，所述过滤筛的中部设有过滤网，所述过滤筛倾斜设置，所述过滤筛的底

部设有用于支撑的支承弹簧和伸缩杆，所述精选玉米仓固定于地面，所述精选玉米仓设于

所述过滤筛的下端的下方，所述碎玉米粗选仓设于所述过滤网的下方，所述碎玉米粗选仓

固定于所述机架，所述振动机设于所述过滤筛的下方，所述振动机驱动所述过滤筛振动；

所述三级筛选装置包括风箱、碎玉米精选仓、鼓风机和粉尘收集仓，所述风箱固定于所

述机架，所述风箱的一端设有出风口，所述风箱的上部设有碎玉米入料口，所述风箱的下部

设有碎玉米出料口，所述碎玉米入料口连通所述碎玉米粗选仓的底部，所述碎玉米精选仓

设于所述碎玉米出料口的下方，所述碎玉米精选仓固定于地面，所述鼓风机固定设于所述

风箱远离所述出风口的一端，所述粉尘收集仓设于所述风箱靠近所述出风口的一端，所述

粉尘收集仓固定于地面；所述风箱内固定设有用于将风分散的分风板，所述分风板设于所

述鼓风机与碎玉米精选仓之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玉米过筛设备，其特征在于：多个所述接料斗等间距

设于所述传送带上，相邻两个所述接料斗在水平面上的投影相交。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玉米过筛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抛粒器包括集料

斗、高压风机和抛粒管，所述高压风机固定于所述机架，所述抛粒管设于所述高压风机的一

端，所述集料斗设于所述传送带的上端的正下方，所述集料斗设于所述抛粒管的顶部并连

通所述抛粒管，所述抛粒口设于所述抛粒管远离所述高压风机的一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效玉米过筛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集料斗内设有下料

器，所述下料器包括下料电机和螺旋杆，所述下料电机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所述螺旋杆，所述

螺旋杆竖直设于所述集料斗内，所述螺旋杆的下端设于所述集料斗的出口内，所述下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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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通过连杆固定于所述集料斗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玉米过筛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振动机包括振动电

机和偏心轮，所述振动电机固定于所述机架，所述振动电机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所述偏心轮，

所述偏心轮设于所述过滤筛的下方并抵接所述过滤筛。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高效玉米过筛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分风板包括框架和

活板，所述框架固定于所述风箱，所述框架呈方形，所述框架由多个小框组成，每个所述小

框内设有一块所述活板，所述活板的两端分别转动连接所述小框的侧壁。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玉米过筛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提升机还包括带传

动机构，所述带传动机构包括主动滚筒、主动带轮、皮带和从动滚筒，所述主动滚筒转动安

装于所述机架上，所述主动带轮固定于所述主动滚筒的一端，所述主动带轮与主动滚筒同

轴，所述传送带的上端的内侧与所述主动滚筒的外缘相抵接，所述从动滚筒转动安装于所

述机架上，所述主动滚筒的轴线与所述从动滚筒的轴线平行，所述传送带的下端的内侧与

所述从动滚筒的外缘相抵接，所述提升电机通过皮带传动连接所述主动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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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玉米过筛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玉米加工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效玉米过筛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卸玉米时每40吨玉米的筛下物有320kg左右，而320kg筛下物里有100-140kg的碎

玉米是可以重新利用的，但是现有工艺中，玉米的筛下物是直接当废品处理了，无法利用筛

下物里的碎玉米，造成浪费。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上述问题，提供一种高效玉米过筛设备，解决玉米的筛下物

中的碎玉米浪费的问题。

[0004]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一种高效玉米过筛设备，包括机架、卸料

斗、螺旋输送机、提升机和筛分机；所述机架固定于地面；所述卸料斗固定于所述机架，所述

卸料斗呈漏斗状，所述卸料斗的上部设有卸料入口，所述卸料斗的下部设有卸料出口；所述

螺旋输送机固定于所述机架上，所述螺旋输送机设于所述卸料斗的下方，所述螺旋输送机

的进料口与所述卸料出口连通；所述提升机设于所述螺旋输送机的出料口一侧，所述提升

机包括传送带、提升电机和多个接料斗，所述传送带安装于所述机架上，所述传送带倾斜设

置，所述接料斗固定于所述传送带上，所述传送带的下端设于所述螺旋输送机的出料口的

下方，所述提升电机驱动所述传送带传动，所述提升电机固定于所述机架上；所述筛分机固

定于所述机架上，所述筛分机设于所述提升机的一侧，所述筛分机包括一级筛选装置、二级

筛选装置和三级筛选装置，所述一级筛选装置包括抛粒器、筛分筒、送风机和抽风机，所述

抛粒器固定于所述机架上，所述抛粒器设于所述传送带的上端的下方，所述抛粒器的一端

设有抛粒口，所述抛粒口连通所述筛分筒，所述筛分筒固定于所述机架，所述筛分筒的下端

开口，所述筛分筒的上端设有吸尘口，所述吸尘口设有所述抽风机，所述抽风机连接有收尘

布袋，所述筛分筒内套接有上端闭口的送风管，所述送风管的上端套设于所述筛分筒内，所

述送风管的下端通过管道连接所述送风机，所述送风管的侧壁设有通风孔，所述筛分筒的

内壁和送风管的外壁分别设有挡板；所述二级筛选装置包括过滤筛、振动机、碎玉米粗选仓

和精选玉米仓，所述过滤筛设于所述筛分筒的下方，所述过滤筛的中部设有过滤网，所述过

滤筛倾斜设置，所述过滤筛的底部设有用于支撑的支承弹簧和伸缩杆，所述精选玉米仓固

定于地面，所述精选玉米仓设于所述过滤筛的下端的下方，所述碎玉米粗选仓设于所述过

滤网的下方，所述碎玉米粗选仓固定于所述机架，所述振动机设于所述过滤筛的下方，所述

振动机驱动所述过滤筛振动；所述三级筛选装置包括风箱、碎玉米精选仓、鼓风机和粉尘收

集仓，所述风箱固定于所述机架，所述风箱的一端设有出风口，所述风箱的上部设有碎玉米

入料口，所述风箱的下部设有碎玉米出料口，所述碎玉米入料口连通所述碎玉米粗选仓的

底部，所述碎玉米精选仓设于所述碎玉米出料口的下方，所述碎玉米精选仓固定于地面，所

述鼓风机固定设于所述风箱远离所述出风口的一端，所述粉尘收集仓设于所述风箱靠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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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出风口的一端，所述粉尘收集仓固定于地面；所述风箱内固定设有用于将风分散的分风

板，所述分风板设于所述鼓风机与碎玉米精选仓之间。

[0005] 进一步地，多个所述接料斗等间距设于所述传送带上，相邻两个所述接料斗在水

平面上的投影相交。由于相邻两个接料斗在水平面上的投影相交，玉米可以从螺旋输送机

的出料口不间断地落入接料斗中，避免了玉米从相邻的两个接料斗之间的间隙中掉落。

[0006] 进一步地，所述抛粒器包括集料斗、高压风机和抛粒管，所述高压风机固定于所述

机架，所述抛粒管设于所述高压风机的一端，所述集料斗设于所述传送带的上端的正下方，

所述集料斗设于所述抛粒管的顶部并连通所述抛粒管，所述抛粒口设于所述抛粒管远离所

述高压风机的一端。高压风机将抛粒管中的玉米吹到筛分筒中并使得玉米分散开来，避免

玉米挤在一起使得粉尘不易分离。

[0007] 进一步地，所述集料斗内设有下料器，所述下料器包括下料电机和螺旋杆，所述下

料电机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所述螺旋杆，所述螺旋杆竖直设于所述集料斗内，所述螺旋杆的

下端设于所述集料斗的出口内，所述下料电机通过连杆固定于所述集料斗内。下料器能够

均匀下料，避免抛粒器中挤压太多玉米而导致抛出的玉米不易分散。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振动机包括振动电机和偏心轮，所述振动电机固定于所述机架，所

述振动电机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所述偏心轮，所述偏心轮设于所述过滤筛的下方并抵接所述

过滤筛。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分风板包括框架和活板，所述框架固定于所述风箱，所述框架呈方

形，所述框架由多个小框组成，每个所述小框内设有一块所述活板，所述活板的两端分别转

动连接所述小框的侧壁。活板在受到强风力时，会转动将风力方向改变，从而分散风力，避

免风力过大将碎玉米吹到粉尘收集仓内。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提升机还包括带传动机构，所述带传动机构包括主动滚筒、主动带

轮、皮带和从动滚筒，所述主动滚筒转动安装于所述机架上，所述主动带轮固定于所述主动

滚筒的一端，所述主动带轮与主动滚筒同轴，所述传送带的上端的内侧与所述主动滚筒的

外缘相抵接，所述从动滚筒转动安装于所述机架上，所述主动滚筒的轴线与所述从动滚筒

的轴线平行，所述传送带的下端的内侧与所述从动滚筒的外缘相抵接，所述提升电机通过

皮带传动连接所述主动带轮。

[0011] 由于采取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所取得的有益效果为：

[0012] 本发明的高效玉米过筛设备的一级筛选装置将大部分粉尘与玉米分离，一级筛选

装置的抛粒器将玉米分散抛到筛分筒内，然后送风机通过送风管将抛到筛分筒内的混合在

玉米中粉尘吹起，抽风机将粉尘抽出筛分筒，实现大部分粉尘与玉米的分离；二级筛选装置

将碎玉米和完整玉米分离，玉米从筛分筒中落入过滤筛后，在振动机的作用下往低处滑动，

同时碎玉米在过滤筛的过滤下落入碎玉米粗选仓，完整玉米落入精选玉米仓，实现碎玉米

和完整玉米的分离；三级筛选装置将碎玉米和混合在碎玉米中的粉尘分离，碎玉米粗选仓

中的碎玉米流入风箱中，经过鼓风机的鼓风区域，粉尘被吹往前方落入粉尘收集仓，碎玉米

直接往下落进入碎玉米精选仓，实现碎玉米和混合在碎玉米中的粉尘的分离；碎玉米精选

仓中的碎玉米可以直接回收利用，避免了碎玉米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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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高效玉米过筛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其中，1-机架，2-卸料斗，3-螺旋输送机，41-传送带，42-接料斗，43-提升电机，44-

主动滚筒，45-从动滚筒，46-主动带轮，47-皮带，51-高压风机，52-集料斗，53-抛粒管，54-

筛分筒，55-送风机，56-送风管，57-挡板，58-抽风机，59-收尘布袋，61-过滤筛，62-支承弹

簧，63-振动电机，64-偏心轮，65-精选玉米仓，66-碎玉米粗选仓，67-伸缩杆，71-风箱，72-

鼓风机，73-碎玉米精选仓，74-粉尘收集仓。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附图与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6] 请参照图1所示，一种高效玉米过筛设备，包括机架1、卸料斗2、螺旋输送机3、提升

机和筛分机，机架1固定于地面，机架1的一部分设于地面的凹坑内，卸料斗2固定于机架1，

螺旋输送机3设于卸料斗2的下方，提升机设于螺旋输送机3的出料口一侧，筛分机设于提升

机远离螺旋输送机3的一侧。玉米倒入卸料斗2后，经过螺旋输送机3的输送，落入提升机中，

提升机将玉米从低处运往高处，然后倒入筛分机中，在筛分机中进行除尘、分离和进一步除

尘后，得到分离开来的碎玉米和完整的玉米。

[0017] 卸料斗2呈漏斗状，卸料斗2设于地面的凹坑内，卸料斗2的上部设有卸料入口，卸

料入口与地面平齐，玉米用货车运到卸料斗2处，然后从卸料入口倒入卸料斗2中，卸料斗2

的下部设有卸料出口。

[0018] 螺旋输送机3固定于凹坑内的机架1上，螺旋输送机3设于地面的凹坑内,螺旋输送

机3包括壳体、旋转电机和螺旋输送杆，壳体呈圆筒状，旋转电机固定于壳体的一端，螺旋输

送机3的出料口设于壳体的另一端，螺旋输送杆设于壳体内，螺旋输送杆的一端固定连接旋

转电机的输出轴，螺旋输送杆的另一端转动连接于壳体，螺旋输送机3的进料口与卸料出口

连通，从卸料出口流出的玉米直接进入螺旋输送机3。

[0019] 提升机包括传送带41、提升电机43、带传动机构和多个接料斗42，传送带41倾斜设

置，多个接料斗42沿传送带41的运行方向等间距固定设于传送带41的表面上，相邻两个接

料斗42在水平面上的投影相交，传送带41的下端设于地面的凹坑内，传送带41的下端设于

螺旋输送机3的出料口的下方，带传动机构包括主动滚筒44、主动带轮46、皮带47和从动滚

筒45，主动滚筒44水平转动安装于机架1上，主动带轮46固定于主动滚筒44的一端，传送带

41的上端的内侧与主动滚筒44的外缘相抵接，主动带轮46与主动滚筒44同轴，从动滚筒45

水平转动安装于机架1上，传送带41的下端的内侧与从动滚筒45的外缘相抵接，提升电机43

固定于机架1上，提升电机43的输出轴上固定连接有皮带轮，皮带轮与主动带轮46通过皮带

47连接，提升电机43驱动传送带41传动。

[0020] 筛分机固定于机架1上，筛分机包括一级筛选装置、二级筛选装置和三级筛选装

置，玉米依次经过一级筛选装置、二级筛选装置和三级筛选装置。

[0021] 一级筛选装置包括抛粒器、筛分筒54、送风机55和抽风机58，抛粒器包括高压风机

51、抛粒管53和集料斗52，高压风机51固定于机架1上，抛粒管53的一端固定于高压风机51

并连通高压风机51的出风口，抛粒管53的另一端设有抛粒口，抛粒口连通筛分筒54的侧面，

集料斗52设于抛粒管53的顶部并连通抛粒管53，集料斗52设于传送带41的上端的下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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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斗52内设有下料器，下料器包括下料电机和螺旋杆，下料电机的输出轴固定连接螺旋杆，

螺旋杆竖直设于集料斗52内，螺旋杆的下端设于集料斗52的出口内，下料电机通过连杆固

定于集料斗52。筛分筒54的上端设有吸尘口，吸尘口连接抽风机58，抽风机58连接有收尘布

袋59，筛分筒54连接有上端闭口的送风管56，送风管56的上端套设于筛分筒54内，送风管56

的下端通过管道连接送风机55，风机55固定于地面上，套设于筛分筒内的送风管56的侧壁

设有通风孔，且筛分筒54的内壁和送风管56的外壁分别固定设有挡板57，挡板57用于防止

玉米下落速度过快而导致混合在玉米中的粉尘来不及被吸出。

[0022] 二级筛选装置包括过滤筛61、振动机、碎玉米粗选仓66和精选玉米仓65，过滤筛61

倾斜设置，过滤筛61的上端设于筛分筒54的下方，过滤筛61的中部设有过滤网，过滤筛61的

下端为平滑面，过滤筛61的两侧设有设置的防漏板。过滤筛61的两端的下方分别设有支承

弹簧62和伸缩杆67，伸缩杆67的上端固定连接过滤筛61，伸缩杆67的下端固定于地面，支承

弹簧62套设于伸缩杆67外，支承弹簧62的上端固定连接过滤筛61，支承弹簧62的下端与伸

缩杆67的下端固定连接。精选玉米仓65设于过滤筛61的下端的下方，精选玉米仓65固定于

地面，碎玉米粗选仓66设于过滤网的下方，碎玉米粗选仓66固定于机架1。振动机设于过滤

筛61的中部的下方，振动机包括振动电机63和偏心轮64，振动电机63固定于机架1上，振动

电机63的输出轴固定连接偏心轮64，偏心轮64设于过滤筛61的下方并抵接过滤筛61，振动

机通过偏心轮64驱动过滤筛61振动，使得碎玉米从过滤网中掉落，振动机还使得碎玉米无

法长久堵塞过滤网。

[0023] 三级筛选装置包括鼓风机72、风箱71、碎玉米精选仓73和粉尘收集仓74，风箱71的

一端设有出风口，风箱71的上部设有碎玉米入料口，风箱71的下部设有碎玉米出料口，碎玉

米入料口连通碎玉米粗选仓66的底部，碎玉米精选仓73设于碎玉米出料口的正下方，鼓风

机72设于风箱71远离出风口的一端，粉尘收集仓74设于风箱71靠近出风口的一端，风箱71

内固定设有用于将风分散的分风板，分风板设于鼓风机72与碎玉米精选仓73之间，分风板

包括框架和活板，框架固定连接风箱71，框架呈方形，框架由多个小框组成，每个小框内设

有一块活板，活板的两端分别转动连接小框的侧壁。

[0024] 上述说明是针对本发明较佳可行实施例的详细说明，但实施例并非用以限定本发

明的专利申请范围，凡本发明所提示的技术精神下所完成的同等变化或修饰变更，均应属

于本发明所涵盖专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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