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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烟草行业用烘干装置，包

括工作箱体、活动门、加热装置、烘干架，所述工

作箱体上设有活动门，活动门上设有把手，活动

门与工作箱体之间通过合页进行铰接，所述加热

装置设置于工作箱体内部上方，所述烘干架设置

于加热装置下方。本发明对烟草进行全面烘干，

使得烟草受热均匀，保证了烟草成品的质量，对

烟草烘干后的气体进行循环利用，减少了能源的

浪费，有利于环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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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烟草行业用烘干装置，包括工作箱体、活动门、加热装置、烘干架、温度传感器，

所述工作箱体上设有活动门，活动门上设有把手，活动门与工作箱体之间通过合页进行铰

接，所述加热装置设置于工作箱体内部上方，所述烘干架设置于加热装置下方，所述工作箱

体一侧内壁上设有温度传感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动力装置、固定装置、气体循环装置，所

述固定装置设置于烘干架上方，烘干架与动力装置相连接，所述动力装置设置于工作箱体

上，所述气体循环装置设置于工作箱体左侧，气体循环装置一端与工作箱体底部连接，气体

循环装置另一端与加热装置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烟草行业用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装置包括壳

体、第一隔板、第二隔板、加热棒、出风孔、第一风机，所述壳体固定安装在工作箱体的内部

顶端，所述出风孔设置于壳体底部，所述第一隔板与第二隔板设置于壳体内部，所述第二隔

板设置于第一隔板的下方，所述第一隔板左端与壳体内壁留有间隙，右端固定在壳体内壁

上，所述第二隔板左端固定在壳体内壁上，右端与壳体内壁留有间隙，所述加热棒设置于第

一隔板与第二隔板之间，所述加热棒的两端安装在壳体内壁上，所述第一风机设置于工作

箱体顶端，第一风机出风端与壳体内部相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烟草行业用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力装置包括驱

动电机、从动带轮、皮带、连接轴、转动轴、主动带轮，所述驱动电机固定设置于工作箱体外

壁上，驱动电机的输出轴穿过工作箱体并延伸至工作箱体内部，主动带轮设置于驱动电机

的输出轴端部，所述工作箱体内部设有若干转动轴，转动轴一侧固定设有连接轴，连接轴上

设有从动带轮，主动带轮与从动带轮之间通过皮带顺次连接，所述烘干架固定安装在转动

轴上；所述从动带轮与主动带轮的一侧设有罩体，罩体固定在工作箱体内侧壁上，连接轴穿

过罩体与转动轴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烟草行业用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烘干架包括支

架、放置架，所述支架固定安装在转动轴上，所述放置架安装在支架的两侧，所述放置架远

离支架的一侧端部设有若干固定装置，所述固定装置包括外壳，所述外壳内部设有转筒、卷

簧、拉线，所述转筒设置于外壳中部，所述转筒外侧设有卷簧，所述卷簧外侧设有拉线，所述

卷簧一端与转筒连接，卷簧另一端与拉线一端连接，所述拉线的另一端与壳体外的挂钩相

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烟草行业用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装置包括立

板、第一螺杆、活动块、第二螺杆、第一圆块、第二圆块、套筒、固定腿，所述立板设置于放置

架端部两侧，两个放置架之间、立板中部设有通孔，所述立板上下两侧对称设有若干第一螺

杆，立板上设有与第一螺杆配合的螺纹孔，所述第一螺杆端部设有第一圆块，立板的内侧设

有活动块，活动块与第一螺杆位于同一轴线上，所述第一圆块设置于活动块内部的空腔中，

所述空腔的一侧设有第二螺杆，第二螺杆两端均穿过活动块，活动块上设有与第二螺杆配

合的螺纹孔，所述第二螺杆端部设有第二圆块，所述第二圆块设置于活动块下方的套筒中，

套筒底部固定安装有固定腿，活动块底部设有与套筒相配合的凹槽。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烟草行业用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装置包括立

板、第一螺杆、活动块、第一圆块、固定腿、拉杆、弹簧，所述立板设置于放置架端部两侧，两

个放置架之间、立板中部设有通孔，所述立板上下两侧对称设有若干第一螺杆，立板上设有

与第一螺杆配合的螺纹孔，所述第一螺杆端部设有第一圆块，立板的内侧设有活动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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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与第一螺杆位于同一轴线上，所述第一圆块设置于活动块内部的空腔中，所述空腔的一

侧设有拉杆，拉杆两端均穿过活动块，所述拉杆底端设有固定腿，所述拉杆的外侧、活动块

与固定腿之间设有弹簧，所述弹簧一端固定在活动块的底部，弹簧另一端固定在固定腿的

顶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烟草行业用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气体循环装置包括进

气罩、输气管道、第二风机，所述进气罩设置于工作箱体底部一侧，进气罩一侧端部设有输

气管道，所述第二风机设置于工作箱体顶部，输气管道穿过工作箱体第二风机相连接，所述

第二风机的出风孔与加热装置的壳体内部相通；所述进气罩的进气口设有过滤网。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烟草行业用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输气管道上设有

干燥装置，所述干燥装置包括箱体、除雾板，所述箱体固定安装在输气管道上；所述箱体内

部设有若干滑槽，除雾板与滑槽一一对应，除雾板安装在滑槽中。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烟草行业用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箱体内壁两

侧设有光照装置，所述光照装置包括灯架，所述灯架上设有若干灯罩，灯罩内部设有灯管，

灯架一侧设有伸缩杆，所述伸缩杆固定安装在工作箱体内壁上；所述活动门上设有观察窗。

10.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烟草行业用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风机的进

风口设有电磁阀，工作箱体一侧内壁上设有压力传感器，工作箱体外部一侧设有控制器，所

述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均与控制器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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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烟草行业用烘干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烟草加工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烟草行业用烘干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烟草是茄科烟草属植物，一年生或有限多年生草本，全体被腺毛；根粗壮，茎高

0.7-2米，基部稍木质化；叶矩圆状披针形、披针形、矩圆形或卵形，顶端渐尖，基部渐狭至茎

成耳状而半抱茎；花序顶生，圆锥状，多花；花梗长5-20毫米；蒴果卵状或矩圆状，长约等于

宿存萼，种子圆形或宽矩圆形，径约0.5毫米，褐色；可作烟草工业的原料；全株也可作农药

杀虫剂；亦可药用，作麻醉、发汗、镇静和催吐剂。

[0003] 经过检索，申请号为201820087642 .3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一种烟草烘干

机，并具体公开了包括支撑架，支撑架上设有烘干筒，烘干筒的顶部设有进料口，进料口上

设有进料盖，烘干筒上设有搅拌装置和加热装置，进料口沿着烘干筒长度方向设置，进料口

的一侧设有空壳夹层，空壳夹层内设有进料盖，进料口的另一侧设有凹槽，凹槽内设有磁性

物质，进料盖上设有磁铁，进料口的两侧设有滑槽，进料盖的两侧设有滑块，进料盖上设有

扣环，烘干筒的顶部设有出气口，出气口上设有过滤网，烘干筒的一侧设有吸气装置，烘干

筒内侧壁设有湿度传感器，烘干筒外侧壁设有湿度显示器，湿度传感器与湿度显示器电性

连接，经研究发现，其虽然能够实现对烟草烘干很好地控制和掌握，工作效率高的效果，但

仍存在以下缺陷：通过加热装置中热风机产生的热量传递到烘干筒中，对烘干筒中烟草进

行加热烘干后，热量在吸气装置的作用下排放到烘干筒外部，不对这些热量加以利用，直接

排放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增加能源的消耗，不利于环境的保护。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烟草行业用烘干装置，对烟草

进行全面烘干，使得烟草受热均匀，保证了烟草成品的质量，对烟草烘干后的气体进行循环

利用，减少了能源的浪费，有利于环境的保护。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烟草行业用烘干装置，包括工作箱体、活动门、加热装置、动力装置、烘干架、

固定装置、气体循环装置、温度传感器，所述工作箱体上设有活动门，活动门上设有把手，活

动门与工作箱体之间通过合页铰接，便于活动门的开启与关闭，将待烘干的烟草放入到工

作箱体内部进行烘干，所述工作箱体内部上方设有加热装置，加热装置下方设有烘干架，所

述工作箱体一侧内壁上设有温度传感器，通过温度传感器感应工作箱体内部的温度；烘干

架上设有固定装置，烘干架与动力装置相连接，所述动力装置设置于工作箱体上，通过固定

装置将待烘干的烟草固定在烘干架两侧的表面上，动力装置带动烘干架转动，加热装置对

烘干架上的烟草进行烘干，工作箱体左侧设有气体循环装置，气体循环装置一端与工作箱

体底部连接，气体循环装置另一端与加热装置相连接，使得工作箱体内部的气体进行循环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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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优选的，所述加热装置包括壳体、第一隔板、第二隔板、加热棒、出风孔、第一风机，

所述壳体固定安装在工作箱体的内部顶端，壳体底部设有若干出风孔，所述壳体内部设有

第一隔板与第二隔板，所述第二隔板设置于第一隔板的下方，所述第一隔板左端与壳体内

壁留有间隙，右端固定在壳体内壁上，所述第二隔板左端固定在壳体内壁上，右端与壳体内

壁留有间隙，便于气体的流动，所述第一隔板与第二隔板之间设有若干加热棒，所述加热棒

的两端安装在壳体内壁上，所述第一风机设置于工作箱体顶端，第一风机出风端与壳体内

部相通，通过第一风机工作将气体吸入到壳体中，气体在壳体内部沿第一隔板与第二隔板

进行流动，在流经第一隔板与第二隔板之间时接触到加热棒对气体进行加热，加热后的气

体通过出风孔排放到工作箱体内部，对工作箱体内部的烟草进行烘干。

[0008] 优选的，所述动力装置包括驱动电机、从动带轮、皮带、连接轴、转动轴、主动带轮；

所述驱动电机固定设置于工作箱体外壁上，驱动电机的输出轴穿过工作箱体并延伸至工作

箱体内部，所述主动带轮设置于驱动电机的输出轴端部，所述工作箱体内部设有若干转动

轴，转动轴一侧固定设有连接轴，连接轴上设有从动带轮，所述主动带轮与从动带轮之间通

过皮带顺次连接，所述烘干架固定安装在转动轴上，通过驱动电机带动主动带轮运动，主动

带轮与从动带轮之间通过皮带进行传动，从而使转动轴带动烘干架进行转动。

[0009] 优选的，所述从动带轮与主动带轮的一侧设有罩体，罩体固定在工作箱体内侧壁

上，连接轴穿过罩体与转动轴连接，通过罩体对从动带轮与主动带轮进行隔离，防止烟草落

入到从动带轮与主动带轮中，影响传动的效率。

[0010] 优选的，所述烘干架包括支架、放置架，所述支架固定安装在转动轴上，放置架安

装在支架的两侧，所述放置架远离支架的一侧端部设有若干固定装置，所述固定装置包括

外壳、转筒、卷簧、拉线、挂钩，所述外壳内部设有转筒、卷簧、拉线，所述转筒设置于外壳中

部，所述转筒外侧设有卷簧，所述卷簧外侧设有拉线，所述卷簧一端与转筒连接，卷簧另一

端与拉线一端连接，所述拉线的另一端与壳体外的挂钩相连接，将烟草放置在放置架上，通

过拉动挂钩对烟草进行固定，防止烟草在转动的时候发生脱落现象。

[0011] 优选的，所述固定装置包括立板、第一螺杆、活动块、第二螺杆、第一圆块、第二圆

块、套筒、固定腿，所述立板设置于放置架端部两侧，两个放置架之间、立板中部设有通孔，

便于气体穿过立板与放置架上的烟草接触，所述立板上下两侧对称设有若干第一螺杆，立

板上设有与第一螺杆配合的螺纹孔，所述第一螺杆端部设有第一圆块，立板的内侧设有活

动块，活动块与第一螺杆位于同一轴线上，所述第一圆块设置于活动块内部的空腔中，通过

转动第一螺杆，使得第一圆块与活动块内部的空腔左右侧壁进行接触，从而使活动块进行

水平方向移动，调节距离，所述空腔的一侧设有第二螺杆，第二螺杆两端均穿过活动块，活

动块上设有与第二螺杆配合的螺纹孔，所述第二螺杆端部设有第二圆块，所述第二圆块设

置于活动块下方的套筒中，套筒底部固定安装有固定腿，活动块底部设有与套筒相配合的

凹槽，通过转动第二螺杆带动套筒及固定腿在垂直方向上运动，对烟草进行固定。

[0012] 优选的，所述固定装置包括立板、第一螺杆、活动块、第一圆块、固定腿，拉杆、弹

簧，所述立板设置于放置架端部两侧，两个放置架之间、立板中部设有通孔，便于气体穿过

立板与放置架上的烟草接触，所述立板上下两侧对称设有若干第一螺杆，立板上设有与第

一螺杆配合的螺纹孔，所述第一螺杆端部设有第一圆块，立板的内侧设有活动块，活动块与

第一螺杆位于同一轴线上，所述第一圆块设置于活动块内部的空腔中，通过转动第一螺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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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第一圆块与活动块内部的空腔左右侧壁进行接触，从而使活动块进行水平方向移动，

调节距离，所述空腔的一侧设有拉杆，拉杆两端均穿过活动块，所述拉杆底端设有固定腿，

所述拉杆的外侧、活动块与固定腿之间设有弹簧，所述弹簧一端固定在活动块的底部，弹簧

另一端固定在固定腿的顶部，可快速对烘干架上的烟草进行固定。

[0013] 优选的，所述气体循环装置包括进气罩、输气管道、第二风机，所述进气罩设置于

工作箱体底部一侧，进气罩一侧端部设有输气管道，所述第二风机设置于工作箱体顶部，输

气管道穿过工作箱体第二风机相连接，所述第二风机的出风孔与加热装置的壳体内部相

通，对烟草烘干后的气体进行循环利用，减少了能源的浪费，有利于环境的保护。

[0014] 优选的，所述进气罩的进气口设有过滤网，防止工作箱体内的烟草吸入，影响气体

循环装置的工作效率。

[0015] 优选的，所述输气管道上设有干燥装置，所述干燥装置包括箱体、除雾板，所述箱

体固定安装在输气管道上，箱体内部设有除雾板，由于对烟草烘干后的气体含有一定的湿

度，通过干燥装置对气体进行除湿，加快气体后续加热的时间，提高整体的工作效率。

[0016] 优选的，所述箱体内部设有若干滑槽，除雾板与滑槽一一对应，除雾板安装在滑槽

中，由于除雾板使用一段时间后，需要进行更换，通过设置多个除雾板与滑槽，可以在工作

进行的进行除雾板的更换，保证了工作的效率。

[0017] 优选的，所述工作箱体内壁两侧设有光照装置，所述光照装置包括灯架、灯罩、灯

管、伸缩杆，所述灯架上设有若干灯罩，灯罩内部设有灯管，灯架一侧设有伸缩杆，所述伸缩

杆固定安装在工作箱体内壁上，通过伸缩杆带动灯架调整与烘干架之间的距离，通过设置

光照装置，加快了烟草烘干速度，提高工作效率。

[0018] 优选的，所述第一风机的进风口设有电磁阀，工作箱体一侧内壁上设有压力传感

器，工作箱体外部一侧设有控制器，所述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均与控制器采用本领域技

术人员所熟知的方式电性连接，通过压力传感器感应工作箱体内部的气压，从而通过控制

器控制电磁阀的打开与关闭，从而保证工作箱体内部气压的恒定；所述活动门上设有观察

窗，便于实时观察工作箱体内部的情况。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0] 1)对烟草进行全面烘干，使得烟草受热均匀，保证了烟草成品的质量，对烟草烘干

后的气体进行循环利用，减少了能源的浪费，有利于环境的保护。

[0021] 2)加热装置包括壳体、第一隔板、第二隔板、加热棒、出风孔、第一风机，所述壳体

固定安装在工作箱体的内部顶端，壳体底部设有若干出风孔，所述壳体内部设有第一隔板

与第二隔板，所述第二隔板设置于第一隔板的下方，所述第一隔板左端与壳体内壁留有间

隙，右端固定在壳体内壁上，所述第二隔板左端固定在壳体内壁上，右端与壳体内壁留有间

隙，便于气体的流动，所述第一隔板与第二隔板之间设有若干加热棒，所述加热棒的两端安

装在壳体内壁上，所述第一风机设置于工作箱体顶端，第一风机出风端与壳体内部相通，通

过第一风机工作将气体吸入到壳体中，气体在壳体内部沿第一隔板与第二隔板进行流动，

在流经第一隔板与第二隔板之间时接触到加热棒对气体进行加热，加热后的气体通过出风

孔排放到工作箱体内部，对工作箱体内部的烟草进行烘干。

[0022] 3)动力装置包括驱动电机、从动带轮、皮带、连接轴、转动轴、主动带轮；所述驱动

电机固定设置于工作箱体外壁上，驱动电机的输出轴穿过工作箱体并延伸至工作箱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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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所述主动带轮设置于驱动电机的输出轴端部，所述工作箱体内部设有若干转动轴，转动

轴一侧固定设有连接轴，连接轴上设有从动带轮，所述主动带轮与从动带轮之间通过皮带

顺次连接，所述烘干架固定安装在转动轴上，通过驱动电机带动主动带轮运动，主动带轮与

从动带轮之间通过皮带进行传动，从而使转动轴带动烘干架进行转动。

[0023] 4)从动带轮与主动带轮的一侧设有罩体，罩体固定在工作箱体内侧壁上，连接轴

穿过罩体与转动轴连接，通过罩体对从动带轮与主动带轮进行隔离，防止烟草落入到从动

带轮与主动带轮中，影响传动的效率。

[0024] 5)烘干架包括支架、放置架，所述支架固定安装在转动轴上，放置架安装在支架的

两侧，所述放置架远离支架的一侧端部设有若干固定装置，所述固定装置包括外壳、转筒、

卷簧、拉线、挂钩，所述外壳内部设有转筒、卷簧、拉线，所述转筒设置于外壳中部，所述转筒

外侧设有卷簧，所述卷簧外侧设有拉线，所述卷簧一端与转筒连接，卷簧另一端与拉线一端

连接，所述拉线的另一端与壳体外的挂钩相连接，将烟草放置在放置架上，通过拉动挂钩对

烟草进行固定，防止烟草在转动的时候发生脱落现象。

[0025] 6)固定装置包括立板、第一螺杆、活动块、第二螺杆、第一圆块、空腔、凹槽、第二圆

块、套筒、固定腿，所述立板设置于放置架端部两侧，两个放置架之间、立板中部设有通孔，

便于气体穿过立板与放置架上的烟草接触，所述立板上下两侧对称设有若干第一螺杆，立

板上设有与第一螺杆配合的螺纹孔，所述第一螺杆端部设有第一圆块，立板的内侧设有活

动块，活动块与第一螺杆位于同一轴线上，所述第一圆块设置于活动块内部的空腔中，通过

转动第一螺杆，使得第一圆块与活动块内部的空腔左右侧壁进行接触，从而使活动块进行

水平方向移动，调节距离，所述空腔的一侧设有第二螺杆，第二螺杆两端均穿过活动块，活

动块上设有与第二螺杆配合的螺纹孔，所述第二螺杆端部设有第二圆块，所述第二圆块设

置于活动块下方的套筒中，套筒底部固定安装有固定腿，活动块底部设有与套筒相配合的

凹槽，通过转动第二螺杆带动套筒及固定腿在垂直方向上运动，对烟草进行固定。

[0026] 7)固定装置包括立板、第一螺杆、活动块、第一圆块、空腔、固定腿，拉杆、弹簧，所

述立板设置于放置架端部两侧，两个放置架之间、立板中部设有通孔，便于气体穿过立板与

放置架上的烟草接触，所述立板上下两侧对称设有若干第一螺杆，立板上设有与第一螺杆

配合的螺纹孔，所述第一螺杆端部设有第一圆块，立板的内侧设有活动块，活动块与第一螺

杆位于同一轴线上，所述第一圆块设置于活动块内部的空腔中，通过转动第一螺杆，使得第

一圆块与活动块内部的空腔左右侧壁进行接触，从而使活动块进行水平方向移动，调节距

离，所述空腔的一侧设有拉杆，拉杆两端均穿过活动块，所述拉杆底端设有固定腿，所述拉

杆的外侧、活动块与固定腿之间设有弹簧，所述弹簧一端固定在活动块的底部，弹簧另一端

固定在固定腿的顶部，可快速对烘干架上的烟草进行固定。

[0027] 8)气体循环装置包括进气罩、输气管道、第二风机，所述进气罩设置于工作箱体底

部一侧，进气罩一侧端部设有输气管道，输气管道穿过工作箱体与工作箱体顶部的第二风

机相连接，所述第二风机的出风孔与加热装置的壳体内部相通，对烟草烘干后的气体进行

循环利用，减少了能源的浪费，有利于环境的保护。

[0028] 9)进气罩的进气口设有过滤网，防止工作箱体内的烟草吸入，影响气体循环装置

的工作效率。

[0029] 10)箱体内部设有若干滑槽与除雾板与滑槽一一对应，除雾板安装在滑槽中，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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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雾板使用一段时间后，需要进行更换，通过设置多个除雾板与滑槽，可以在工作进行的进

行除雾板的更换，保证了工作的效率。

[0030] 11)工作箱体内壁两侧设有光照装置，所述光照装置包括灯架、灯罩、灯管、伸缩

杆，所述灯架上设有若干灯罩，灯罩内部设有灯管，灯架一侧设有伸缩杆，所述伸缩杆固定

安装在工作箱体内壁上，通过伸缩杆带动灯架调整与烘干架之间的距离，通过设置光照装

置，加快了烟草烘干速度，提高工作效率。

[0031] 12)第一风机的进风口设有电磁阀，工作箱体一侧内壁上设有压力传感器，工作箱

体外部一侧设有控制器，所述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均与控制器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所

熟知的方式电性连接，通过压力传感器感应工作箱体内部的气压，从而通过控制器控制电

磁阀的打开与关闭，从而保证工作箱体内部气压的恒定；所述活动门上设有观察窗，便于实

时观察工作箱体内部的情况。

附图说明

[0032] 附图1是本发明一种烟草行业用烘干装置实施例1结构示意图。

[0033] 附图2是本发明一种烟草行业用烘干装置实施例1内部结构示意图。

[0034] 附图3是本发明一种烟草行业用烘干装置实施例1中动力装置结构示意图。

[0035] 附图4是本发明一种烟草行业用烘干装置实施例1中烘干架结构示意图。

[0036] 附图5是本发明一种烟草行业用烘干装置实施例1中固定装置内部结构示意图。

[0037] 附图6是本发明一种烟草行业用烘干装置实施例1中气体循环装置结构示意图。

[0038] 附图7是本发明一种烟草行业用烘干装置实施例1中加热装置内部结构示意图。

[0039] 附图8是本发明一种烟草行业用烘干装置实施例1中干燥装置内部结构示意图。

[0040] 附图9是本发明一种烟草行业用烘干装置实施例1中光照装置结构示意图。

[0041] 附图10是本发明一种烟草行业用烘干装置实施例2中固定装置结构示意图。

[0042] 附图11是本发明一种烟草行业用烘干装置实施例2中活动块内部结构示意图。

[0043] 附图12是本发明一种烟草行业用烘干装置实施例3中活动块内部结构示意图。

[0044] 图中：1、工作箱体；2、活动门；21、合页；22、把手；23、观察窗；3、控制器；4、加热装

置；401、壳体；402、第一隔板；403、第二隔板；404、加热棒；405、出风孔；406、第一风机；407、

电磁阀；5、动力装置；501、驱动电机；502、从动带轮；503、皮带；504、连接轴；505、转动轴；

506、罩体；507、主动带轮；6、烘干架；601、支架；602、放置架；7、固定装置；701、外壳；702、转

筒；703、卷簧；704、拉线；705、挂钩；706、立板；707、第一螺杆；708、通孔；709、活动块；710、

第二螺杆；711、第一圆块；712、空腔；713、凹槽；714、第二圆块；715、套筒；716、固定腿；717、

拉杆；718、弹簧；8、气体循环装置；801、进气罩；802、输气管道；803、第二风机；804、过滤网；

9、干燥装置；901、箱体；902、滑槽；903、除雾板；10、光照装置；1001、灯架；1002、灯罩；1003、

灯管；1004、伸缩杆；11、温度传感器；12、压力传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45] 下面结合附图1-12，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

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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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46]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纵向”、“横向”、“上”、“下”、“前”、“后”、

“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

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

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47] 实施例1

[0048] 如图1-9所示，一种烟草行业用烘干装置，包括工作箱体1、活动门2、加热装置4、动

力装置5、烘干架6、固定装置7、气体循环装置8，所述工作箱体1上设有活动门2，活动门2上

设有把手22，活动门2与工作箱体1之间通过合页21进行铰接，便于活动门2的开启与关闭，

将待烘干的烟草放入到工作箱体1内部进行烘干，所述工作箱体1内部上方设有加热装置4，

所述工作箱体1一侧内壁上设有温度传感器11，所述温度传感器11采用市售成熟产品，比如

是上海尼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型号为00PT100铂电阻温度传感器，通过温度传感器

11感应工作箱体1内部的温度，加热装置4下方设有烘干架6，烘干架6上设有固定装置7，烘

干架6与动力装置5相连接，所述动力装置5设置于工作箱体1的上，通过固定装置7将待烘干

的烟草固定在烘干架6两侧的表面上，动力装置5带动烘干架6转动，加热装置4对烘干架6上

的烟草进行烘干，工作箱体1左侧设有气体循环装置8，气体循环装置8一端与工作箱体1底

部连接，气体循环装置8另一端与加热装置4相连接，使得工作箱体1内部的气体进行循环使

用。

[0049] 所述加热装置4包括壳体401、第一隔板402、第二隔板403、加热棒404、出风孔405、

第一风机406，所述壳体401固定安装在工作箱体1的内部顶端，壳体401底部设有若干出风

孔405，所述壳体401内部设有第一隔板402与第二隔板403，所述第二隔板403设置于第一隔

板402的下方，所述第一隔板402左端与壳体401内壁留有间隙，右端固定在壳体401内壁上，

所述第二隔板403左端固定在壳体401内壁上，右端与壳体401内壁留有间隙，便于气体的流

动，所述第一隔板402与第二隔板403之间设有若干加热棒404，所述加热棒404的两端安装

在壳体401内壁上，所述第一风机406设置于工作箱体1顶端，第一风机406出风端与壳体401

内部想通，通过第一风机406工作将气体吸入到壳体401中，气体在壳体401内部沿第一隔板

402与第二隔板403进行流动，在流经第一隔板402与第二隔板403之间时接触到加热棒404

对气体进行加热，加热后的气体通过出风孔405排放到工作箱体1内部，对工作箱体1内部的

烟草进行烘干。

[0050] 所述动力装置5包括驱动电机501、从动带轮502、皮带503、连接轴504、转动轴505、

主动带轮507；所述驱动电机501设置于工作箱体1的外壁上，驱动电机501的输出轴穿过工

作箱体1并延伸至工作箱体1内部，所述主动带轮507设置于驱动电机501的输出轴端部，所

述工作箱体1内部设有若干转动轴505，转动轴505一侧固定设有连接轴504，连接轴504上设

有从动带轮502，所述主动带轮507与从动带轮502之间通过皮带503顺次连接，所述烘干架6

固定安装在转动轴505上，通过驱动电机501带动主动带轮507运动，主动带轮507与从动带

轮502之间通过皮带503进行传动，从而使转动轴505带动烘干架6进行转动。

[0051] 所述从动带轮502与主动带轮507的一侧设有罩体506，罩体506固定在工作箱体1

内侧壁上，连接轴504穿过罩体506与转动轴505连接，通过罩体506对从动带轮502与主动带

轮507进行隔离，防止烟草落入到从动带轮502与主动带轮507中，影响传动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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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所述烘干架6包括支架601与放置架602，所述支架601固定安装在转动轴505上，放

置架602安装在支架601的两侧，所述放置架602远离支架的一侧端部设有若干固定装置7，

所述固定装置7包括外壳701、转筒702、卷簧703、拉线704、挂钩705，所述外壳701内部设有

转筒702、卷簧703、拉线704，所述转筒702设置于外壳701中部，所述转筒702外侧设有卷簧

703，所述卷簧703外侧设有拉线704，所述卷簧703一端与转筒702连接，卷簧703另一端与拉

线704一端连接，所述拉线704的另一端与外壳701外的挂钩705相连接，将烟草放置在放置

架602上，通过拉动挂钩705对烟草进行固定，防止烟草在转动的时候发生脱落现象。

[0053] 所述气体循环装置8包括进气罩801、输气管道802、第二风机803，所述进气罩801

设置于工作箱体1底部一侧，进气罩801一侧端部设有输气管道802，输气管道802穿过工作

箱体1与工作箱体1顶部的第二风机803相连接，所述第二风机803的出风孔与加热装置4的

壳体401内部相通，对烟草烘干后的气体进行循环利用，减少了能源的浪费，有利于环境的

保护。

[0054] 所述进气罩801的进气口设有过滤网804，防止工作箱体1内的烟草吸入，影响气体

循环装置8的工作效率。

[0055] 所述输气管道802上设有干燥装置9，所述干燥装置9包括箱体901与除雾板903，所

述箱体901固定安装在输气管道802上，箱体901内部设有除雾板903，由于对烟草烘干后的

气体含有一定的湿度，通过干燥装置9对气体进行除湿，加快气体后续加热的时间，提高整

体的工作效率。

[0056] 所述箱体901内部设有若干滑槽902，除雾板903与滑槽902一一对应，除雾板903安

装在滑槽902中，由于除雾板903使用一段时间后，需要进行更换，通过设置多个除雾板903

与滑槽902，可以在工作进行的进行除雾板903的更换，保证了工作的效率。

[0057] 所述工作箱体1内壁两侧设有光照装置10，所述光照装置包括灯架1001、灯罩

1002、灯管1003、伸缩杆1004，所述灯架1001上设有若干灯罩1002，灯罩1002内部设有灯管

1003，灯架1001一侧设有伸缩杆1004，所述伸缩杆1004固定安装在工作箱体1内壁上，通过

伸缩杆1004带动灯架1001调整与烘干架6之间的距离，通过设置光照装置10，加快了烟草烘

干速度，提高工作效率。

[0058] 所述第一风机406的进风口设有电磁阀407，工作箱体1一侧内壁上设有压力传感

器12，工作箱体1外部一侧设有控制器3，所述温度传感器11、压力传感器12均与控制器3采

用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的方式电性连接，所述压力传感器12采用市售成熟产品，比如是

北京鸿基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压力传感器，所述控制器3采用市售成熟产品，比如是

潍坊科艺电子公司生产的型号为BZ2046-T型微控制器，通过压力传感器12感应工作箱体1

内部的气压，并通过控制器3控制电磁阀407的打开与关闭，从而保证工作箱体1内部气压的

恒定；所述活动门2上设有观察窗23，便于实时观察工作箱体1内部的情况。

[0059] 实施例2

[0060] 如图10-11所示，与实施例1不同的是，所述固定装置7包括立板706、第一螺杆707、

活动块709、第二螺杆710、第一圆块711、第二圆块714、套筒715、固定腿716，所述立板706设

置于放置架602端部两侧，两个放置架602之间、立板706中部设有通孔708，便于气体穿过立

板706与放置架602上的烟草接触，所述立板706上下两侧对称设有若干第一螺杆707，立板

706上设有与第一螺杆707配合的螺纹孔，所述第一螺杆707端部设有第一圆块711，立板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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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侧设有活动块709，活动块709与第一螺杆707位于同一轴线上，所述第一圆块711设置

于活动块709内部的空腔712中，通过转动第一螺杆707，使得第一圆块711与活动块709内部

的空腔712左右侧壁进行接触，从而使活动块709进行水平方向移动，调节距离，所述空腔

712的一侧设有第二螺杆710，第二螺杆710两端均穿过活动块709，活动块709上设有与第二

螺杆710配合的螺纹孔，所述第二螺杆710端部设有第二圆块714，所述第二圆块714设置于

活动块709下方的套筒715中，套筒715底部固定安装有固定腿716，活动块709底部设有与套

筒715相配合的凹槽713，通过转动第二螺杆710带动套筒715及固定腿716在垂直方向上运

动，对烟草进行固定。

[0061] 实施例3

[0062] 如图10、图11所示，与实施例1不同的是，所述固定装置包括立板706、第一螺杆

707、活动块709、第一圆块711、固定腿716，拉杆717、弹簧718，所述立板706设置于放置架

602端部两侧，两个放置架602之间、立板706中部设有通孔708，便于气体穿过立板706与放

置架602上的烟草接触，所述立板706上下两侧对称设有若干第一螺杆707，立板706上设有

与第一螺杆707配合的螺纹孔，所述第一螺杆707端部设有第一圆块711，立板706的内侧设

有活动块709，活动块709与第一螺杆707位于同一轴线上，所述第一圆块711设置于活动块

709内部的空腔712中，通过转动第一螺杆707，使得第一圆块711与活动块709内部的空腔

712左右侧壁进行接触，从而使活动块709进行水平方向移动，调节距离，所述空腔712的一

侧设有拉杆717，拉杆717两端均穿过活动块709，所述拉杆717底端设有固定腿716，所述拉

杆717的外侧、活动块709与固定腿716之间设有弹簧718，所述弹簧718一端固定在活动块

709的底部，弹簧718另一端固定在固定腿716的顶部，可快速对烘干架6上的烟草进行固定。

[0063] 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本发明的结构所作的举例和说明，所属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代，只要不偏离发明

的结构或者超越本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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