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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热风隧道循环果蔬烘干

机及方法，其结构包括机架、工作台、输送系统、

排湿口、吹风单元、电机、循环风道、均风器、风量

调节系统，输送系统横向活动连接于机架、工作

台的内部空腔中上处，吹风单元均匀等距分布于

输送系统的下端表面，循环风道横向固定连接于

机架、工作台的内部空腔最下处，风量调节系统

活动连接于机架、工作台的内部空腔中下处，本

发明在对果蔬进行热风隧道循环烘干操作的过

程中，可以对即将离开设备输送系统上的果蔬进

行一定的湿度感应操作并在湿度过高时进行一

定的风量调节处理，保证了烘干效果可以达到预

期，也保证了后续的果蔬加工工作的顺利进行，

有效提高了设备的实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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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的热风隧道循环果蔬烘干机，其结构包括机架(1)、工作台(2)、输送系统

(3)、排湿口(4)、吹风单元(5)、电机(6)、循环风道(7)、均风器(8)、风量调节系统(9)，其特

征在于：

所述工作台(2)固定焊接于机架(1)的右端表面，所述机架(1)、工作台(2)的内部设有

空腔，所述输送系统(3)横向活动连接于机架(1)、工作台(2)的内部空腔中上处，所述排湿

口(4)嵌入于机架(1)的前端表面右下处，所述吹风单元(5)均匀等距分布于输送系统(3)的

下端表面，所述循环风道(7)横向固定连接于机架(1)、工作台(2)的内部空腔最下处，所述

电机(6)固定连接于循环风道(7)的上端表面最左部，所述均风器(8)垂直连接于输送系统

(3)的下端表面，所述风量调节系统(9)活动连接于机架(1)、工作台(2)的内部空腔中下处；

所述风量调节系统(9)由湿度感应控制系统(91)、齿轮传动装置(92)、滑动传动结构

(93)、滑轮连接机构(94)、控制开闭结构(95)、风量调节装置(96)组成，所述湿度感应控制

系统(91)活动连接于工作台(2)的内部空腔中间处，所述齿轮传动装置(92)活动连接于机

架(1)的内部空腔最右处，所述滑动传动结构(93)通过预压螺栓垂直连接于机架(1)的内底

面中右处，所述滑轮连接机构(94)的左半部分垂直连接于吹风单元(5)的下端表面左部，其

右半部分垂直连接于机架(1)的内底面中间处，所述控制开闭结构(95)垂直连接于机架(1)

的内底面左部，所述风量调节装置(96)固定连接于均风器(8)的下端表面；

所述湿度感应控制系统(91)由湿度传感器(911)、信号转换控制器(912)、控制转轴

(913)、转动架(914)、连接轴(915)组成，所述湿度传感器(911)固定连接于输送系统(3)的

下端表面最右处，所述信号转换控制器(912)固定连接于工作台(2)的内部右表面中下处，

所述湿度传感器(911)、信号转换控制器(912)通过连接线电连接，所述控制转轴(913)机械

连接于信号转换控制器(912)的前端表面中间处，所述转动架(914)活动嵌套于控制转轴

(913)的外侧表面且其向控制转轴(913)的左侧延伸，所述连接轴(915)固定连接于转动架

(914)的外侧表面最左处；

所述齿轮传动装置(92)由第一弹簧结构(921)、第一传动架(922)、第一内滑轮(923)、

啮合齿(924)、齿轮固定架(925)、齿轮(926)、轮齿(927)组成，所述第一弹簧结构(921)垂直

连接于机架(1)的内底面最右处，所述第一传动架(922)活动连接于第一弹簧结构(921)的

上端表面，所述第一内滑轮(923)活动连接于第一传动架(922)的内部空腔中上处，所述啮

合齿(924)均匀等距分布于第一传动架(922)的左端表面，所述齿轮固定架(925)垂直连接

于机架(1)的内顶面中右处，所述齿轮(926)活动连接于齿轮固定架(925)的下端表面，所述

轮齿(927)均匀等距分布于齿轮(926)的外侧表面边缘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的热风隧道循环果蔬烘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动

传动结构(93)由第二弹簧结构(931)、第二传动架(932)、固定连接架(933)、第一竖向滑轨

(934)、滑动连接轴(935)组成，所述第二弹簧结构(931)垂直连接于机架(1)的内顶面中间

处，所述第二传动架(932)竖向活动连接于第二弹簧结构(931)的下端表面，所述固定连接

架(933)固定连接于第二传动架(932)的前端表面下部且其向第二传动架(932)的左侧延

伸，所述第一竖向滑轨(934)通过预压螺栓垂直连接于机架(1)的内底面中间处，所述滑动

连接轴(935)竖向滑动连接于第一竖向滑轨(934)的滑槽内且其与固定连接架(933)的左端

表面相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的热风隧道循环果蔬烘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滑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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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机构(94)由竖向固定架(941)、外固定框(942)、斜向固定板(943)、第一滑轮固定架

(944)、第一滑轮(945)、第二滑轮固定架(946)、第二滑轮(947)组成，所述竖向固定架(941)

竖向滑轨(934)通过预压螺栓垂直连接于机架(1)的内底面中左处，所述外固定框(942)固

定焊接于竖向固定架(941)的上端表面，所述斜向固定板(943)斜向固定连接于外固定框

(942)的左上端表面，所述第一滑轮固定架(944)垂直连接于斜向固定板(943)的左端表面

最下处，所述第一滑轮(945)活动连接于第一滑轮固定架(944)的左端表面，所述第二滑轮

固定架(946)通过预压螺栓垂直连接于机架(1)的内顶面左部，所述第二滑轮(947)活动连

接于第二滑轮固定架(946)的下端表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的热风隧道循环果蔬烘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

开闭结构(95)由底端固定架(951)、第二竖向滑轨(952)、滑槽结构(953)、滑动块(954)、第

二内滑轮(955)、滑动控制架(956)组成，所述底端固定架(951)固定连接于机架(1)的内底

面最左处，所述第二竖向滑轨(952)垂直连接于底端固定架(951)的上端表面，所述滑槽结

构(953)嵌入于第二竖向滑轨(952)的前端表面左、右部，所述滑动块(954)竖向滑动连接于

滑槽结构(953)的内侧表面，所述第二内滑轮(955)滑动连接于滑动块(954)的内部空腔内，

所述滑动控制架(956)垂直连接于滑动块(954)的左端表面。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的热风隧道循环果蔬烘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风量

调节装置(96)由风量调节器(961)、敏感开关元件(962)、通电金属块(963)组成，所述风量

调节器(961)固定连接于均风器(8)的下端表面，所述敏感开关元件(962)固定连接于第二

竖向滑轨(952)的左端表面中间处且其与风量调节器(961)之间通过连接线呈电连接的状

态，所述通电金属块(963)固定连接于滑动控制架(956)的上端表面最左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的热风隧道循环果蔬烘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

轴(915)、第一内滑轮(923)的外侧表面皆活动嵌套有连接绳索，所述连接轴(915)、第一内

滑轮(923)之间通过连接绳索活动连接，所述第一传动架(922)、齿轮(926)、第二传动架

(932)之间通过啮合齿(924)与轮齿(927)之间的啮合作用活动连接，所述滑动连接轴

(935)、第一滑轮(945)、第二滑轮(947)第二内滑轮(955)的外侧表面皆活动嵌套有连接绳

索，所述滑动连接轴(935)、第一滑轮(945)、第二滑轮(947)第二内滑轮(955)之间通过连接

绳索活动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的热风隧道循环果蔬烘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湿度

传感器(911)对输送系统(3)上端的果蔬等物进行一定的湿度感应操作并将信号传递至信

号转换控制器(912)，所述信号转换控制器(912)在湿度过高的情况下控制转动架(914)绕

控制转轴(913)向下转动，所述连接轴(915)带动第一内滑轮(923)向下并使得第一传动架

(922)向下压动第一弹簧结构(921)，从而所述齿轮(926)在啮合齿(924)与轮齿(927)之间

的啮合作用下进行转动，所述第二传动架(932)同时向上运动并带动固定连接架(933)向

上，所述滑动连接轴(935)随之沿第一竖向滑轨(934)向上并带动其外侧表面的连接绳索向

上，所述第一滑轮(945)、第二滑轮(947)第二内滑轮(955)外侧表面的连接绳索依次被拉

动，于是所述滑动块(954)被拉动沿着第二竖向滑轨(952)向上，所述滑动控制架(956)随之

向上运动直至通电金属块(963)触碰至敏感开关元件(962)并使得风量调节器(961)通电开

启。

8.根据权利要求1‑7项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热风隧道循环果蔬烘干机及方法，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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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

使用时，首先检查设备外观是否完好，各部分是否稳固连接，确认设备完好之后，将设

备放置在合适的位置，将待烘干果蔬原料置入设备的输送系统(3)上，将设备的连接线接入

电源，开启设备的吹风单元(5)、电机(6)，确保排湿口(4)处于合适的工作状态，湿度传感器

(911)对输送系统(3)上端的果蔬等物进行一定的湿度感应操作并将信号传递至信号转换

控制器(912)，信号转换控制器(912)在湿度过高的情况下控制转动架(914)绕控制转轴

(913)向下转动，连接轴(915)带动第一内滑轮(923)向下并使得第一传动架(922)向下压动

第一弹簧结构(921)；

从而齿轮(926)在啮合齿(924)与轮齿(927)之间的啮合作用下进行转动，第二传动架

(932)同时向上运动并带动固定连接架(933)向上，滑动连接轴(935)随之沿第一竖向滑轨

(934)向上并带动其外侧表面的连接绳索向上，第一滑轮(945)、第二滑轮(947)第二内滑轮

(955)外侧表面的连接绳索依次被拉动，于是滑动块(954)被拉动沿着第二竖向滑轨(952)

向上，滑动控制架(956)随之向上运动直至通电金属块(963)触碰至敏感开关元件(962)并

使得风量调节器(961)通电开启，之后该设备即可开始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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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热风隧道循环果蔬烘干机及方法

[0001] 本申请是申请日为2017年12月27日，申请号为CN201711443683.8的发明名称为一

种高效的热风隧道循环果蔬烘干机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是一种热风隧道循环果蔬烘干机及方法，属于果蔬烘干机制造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3] 目前，果蔬类食品和农产品加工时采用的烘干方式通常为锅炉蒸汽烘干，这种烘

干方式因为锅炉内的气压不稳，容易导致锅炉温度不恒定，要满足恒温往往需要依赖于人

工操作，而且烘干室内的湿热气很难处理，不能循环利用，更加会影响干燥质量和干燥时

间。传统的锅炉蒸汽烘干都采用电加热或者燃烧加热，能源浪费非常大。部分果蔬一般采取

直接晒干，受天气影响很大，并且容易变质；使用燃烧加热烘干对资源造成浪费，且不能一

次性烘干大量的果蔬，而热风隧道循环烘干则可以针对这种弊端，需要一种热风隧道循环

果蔬烘干机及方法。

[0004] 但是，现有技术在对果蔬进行热风隧道循环烘干操作的过程中，虽然成本低、能耗

低、体积小，但是无法对即将离开设备输送系统上的果蔬进行一定的湿度感应操作并在湿

度过高时进行一定的风量调节处理，可能导致烘干效果无法达到预期，对后续的果蔬加工

工作产生影响，实用性能不足。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热风隧道循环果蔬烘干机及方

法，以解决现有技术在对果蔬进行热风隧道循环烘干操作的过程中，虽然成本低、能耗低、

体积小，但是无法对即将离开设备输送系统上的果蔬进行一定的湿度感应操作并在湿度过

高时进行一定的风量调节处理，可能导致烘干效果无法达到预期，对后续的果蔬加工工作

产生影响，实用性能不足的问题。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热风隧道循环果

蔬烘干机及方法，其结构包括机架、工作台、输送系统、排湿口、吹风单元、电机、循环风道、

均风器、风量调节系统，所述工作台固定焊接于机架的右端表面，所述机架、工作台的内部

设有空腔，所述输送系统横向活动连接于机架、工作台的内部空腔中上处，所述排湿口嵌入

于机架的前端表面右下处，所述吹风单元均匀等距分布于输送系统的下端表面，所述循环

风道横向固定连接于机架、工作台的内部空腔最下处，所述电机固定连接于循环风道的上

端表面最左部，所述均风器垂直连接于输送系统的下端表面，所述风量调节系统活动连接

于机架、工作台的内部空腔中下处，所述风量调节系统由湿度感应控制系统、齿轮传动装

置、滑动传动结构、滑轮连接机构、控制开闭结构、风量调节装置组成，所述湿度感应控制系

统活动连接于工作台的内部空腔中间处，所述齿轮传动装置活动连接于机架的内部空腔最

右处，所述滑动传动结构通过预压螺栓垂直连接于机架的内底面中右处，所述滑轮连接机

说　明　书 1/6 页

5

CN 112754039 A

5



构的左半部分垂直连接于吹风单元的下端表面左部，其右半部分垂直连接于机架的内底面

中间处，所述控制开闭结构垂直连接于机架的内底面左部，所述风量调节装置固定连接于

均风器的下端表面，所述湿度感应控制系统由湿度传感器、信号转换控制器、控制转轴、转

动架、连接轴组成，所述湿度传感器固定连接于输送系统的下端表面最右处，所述信号转换

控制器固定连接于工作台的内部右表面中下处，所述湿度传感器、信号转换控制器通过连

接线电连接，所述控制转轴机械连接于信号转换控制器的前端表面中间处，所述转动架活

动嵌套于控制转轴的外侧表面且其向控制转轴的左侧延伸，所述连接轴固定连接于转动架

的外侧表面最左处。

[0007] 进一步的，所述齿轮传动装置由第一弹簧结构、第一传动架、第一内滑轮、啮合齿、

齿轮固定架、齿轮、轮齿组成，所述第一弹簧结构垂直连接于机架的内底面最右处，所述第

一传动架活动连接于第一弹簧结构的上端表面，所述第一内滑轮活动连接于第一传动架的

内部空腔中上处，所述啮合齿均匀等距分布于第一传动架的左端表面，所述齿轮固定架垂

直连接于机架的内顶面中右处，所述齿轮活动连接于齿轮固定架的下端表面，所述轮齿均

匀等距分布于齿轮的外侧表面边缘处。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滑动传动结构由第二弹簧结构、第二传动架、固定连接架、第一竖

向滑轨、滑动连接轴组成，所述第二弹簧结构垂直连接于机架的内顶面中间处，所述第二传

动架竖向活动连接于第二弹簧结构的下端表面，所述固定连接架固定连接于第二传动架的

前端表面下部且其向第二传动架的左侧延伸，所述第一竖向滑轨通过预压螺栓垂直连接于

机架的内底面中间处，所述滑动连接轴竖向滑动连接于第一竖向滑轨的滑槽内且其与固定

连接架的左端表面相连接。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滑轮连接机构由竖向固定架、外固定框、斜向固定板、第一滑轮固

定架、第一滑轮、第二滑轮固定架、第二滑轮组成，所述竖向固定架竖向滑轨通过预压螺栓

垂直连接于机架的内底面中左处，所述外固定框固定焊接于竖向固定架的上端表面，所述

斜向固定板斜向固定连接于外固定框的左上端表面，所述第一滑轮固定架垂直连接于斜向

固定板的左端表面最下处，所述第一滑轮活动连接于第一滑轮固定架的左端表面，所述第

二滑轮固定架通过预压螺栓垂直连接于机架的内顶面左部，所述第二滑轮活动连接于第二

滑轮固定架的下端表面。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控制开闭结构由底端固定架、第二竖向滑轨、滑槽结构、滑动块、第

二内滑轮、滑动控制架组成，所述底端固定架固定连接于机架的内底面最左处，所述第二竖

向滑轨垂直连接于底端固定架的上端表面，所述滑槽结构嵌入于第二竖向滑轨的前端表面

左、右部，所述滑动块竖向滑动连接于滑槽结构的内侧表面，所述第二内滑轮滑动连接于滑

动块的内部空腔内，所述滑动控制架垂直连接于滑动块的左端表面。

[0011] 进一步的，所述风量调节装置由风量调节器、敏感开关元件、通电金属块组成，所

述风量调节器固定连接于均风器的下端表面，所述敏感开关元件固定连接于第二竖向滑轨

的左端表面中间处且其与风量调节器之间通过连接线呈电连接的状态，所述通电金属块固

定连接于滑动控制架的上端表面最左处。

[0012] 进一步的，所述连接轴、第一内滑轮的外侧表面皆活动嵌套有连接绳索，所述连接

轴、第一内滑轮之间通过连接绳索活动连接，所述第一传动架、齿轮、第二传动架之间通过

啮合齿与轮齿之间的啮合作用活动连接，所述滑动连接轴、第一滑轮、第二滑轮第二内滑轮

说　明　书 2/6 页

6

CN 112754039 A

6



的外侧表面皆活动嵌套有连接绳索，所述滑动连接轴、第一滑轮、第二滑轮第二内滑轮之间

通过连接绳索活动连接。

[0013] 进一步的，所述湿度传感器对输送系统上端的果蔬等物进行一定的湿度感应操作

并将信号传递至信号转换控制器，所述信号转换控制器在湿度过高的情况下控制转动架绕

控制转轴向下转动，所述连接轴带动第一内滑轮向下并使得第一传动架向下压动第一弹簧

结构，从而所述齿轮在啮合齿与轮齿之间的啮合作用下进行转动，所述第二传动架同时向

上运动并带动固定连接架向上，所述滑动连接轴随之沿第一竖向滑轨向上并带动其外侧表

面的连接绳索向上，所述第一滑轮、第二滑轮第二内滑轮外侧表面的连接绳索依次被拉动，

于是所述滑动块被拉动沿着第二竖向滑轨向上，所述滑动控制架随之向上运动直至通电金

属块触碰至敏感开关元件并使得风量调节器通电开启。

[0014] 有益效果

[0015] 本发明提供一种热风隧道循环果蔬烘干机及方法的方案，通过设有风量调节系

统，在对果蔬进行热风隧道循环烘干操作的过程中，可以对即将离开设备输送系统上的果

蔬进行一定的湿度感应操作并在湿度过高时进行一定的风量调节处理，具体为湿度传感器

对输送系统上端的果蔬等物进行一定的湿度感应操作并将信号传递至信号转换控制器，信

号转换控制器在湿度过高的情况下控制转动架绕控制转轴向下转动，连接轴带动第一内滑

轮向下并使得第一传动架向下压动第一弹簧结构，从而齿轮在啮合齿与轮齿之间的啮合作

用下进行转动，第二传动架同时向上运动并带动固定连接架向上，滑动连接轴随之沿第一

竖向滑轨向上并带动其外侧表面的连接绳索向上，第一滑轮、第二滑轮第二内滑轮外侧表

面的连接绳索依次被拉动，于是滑动块被拉动沿着第二竖向滑轨向上，滑动控制架随之向

上运动直至通电金属块触碰至敏感开关元件并使得风量调节器通电开启，保证了烘干效果

可以达到预期，也保证了后续的果蔬加工工作的顺利进行，有效提高了设备的实用性能。

附图说明

[0016] 通过阅读参照以下附图对非限制性实施例所作的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其它特征、

目的和优点将会变得更明显：

[0017] 图1为本发明一种热风隧道循环果蔬烘干机及方法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机架、工作台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输送系统、风量调节系统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输送系统、风量调节系统的另一工作状态平面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机架‑1、工作台‑2、输送系统‑3、排湿口‑4、吹风单元‑5、电机‑6、循环风道‑

7、均风器‑8、风量调节系统‑9、湿度感应控制系统‑91、齿轮传动装置‑92、滑动传动结构‑

93、滑轮连接机构‑94、控制开闭结构‑95、风量调节装置‑96、湿度传感器‑911、信号转换控

制器‑912、控制转轴‑913、转动架‑914、连接轴‑915、第一弹簧结构‑921、第一传动架‑922、

第一内滑轮‑923、啮合齿‑924、齿轮固定架‑925、齿轮‑926、轮齿‑927、第二弹簧结构‑931、

第二传动架‑932、固定连接架‑933、第一竖向滑轨‑934、滑动连接轴‑935、竖向固定架‑941、

外固定框‑942、斜向固定板‑943、第一滑轮固定架‑944、第一滑轮‑945、第二滑轮固定架‑

946、第二滑轮‑947、底端固定架‑951、第二竖向滑轨‑952、滑槽结构‑953、滑动块‑954、第二

内滑轮‑955、滑动控制架‑956、风量调节器‑961、敏感开关元件‑962、通电金属块‑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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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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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3] 请参阅图1‑图4，本发明提供一种热风隧道循环果蔬烘干机及方法，其结构包括机

架1、工作台2、输送系统3、排湿口4、吹风单元5、电机6、循环风道7、均风器8、风量调节系统

9，所述工作台2固定焊接于机架1的右端表面，所述机架1、工作台2的内部设有空腔，所述输

送系统3横向活动连接于机架1、工作台2的内部空腔中上处，所述排湿口4嵌入于机架1的前

端表面右下处，所述吹风单元5均匀等距分布于输送系统3的下端表面，所述循环风道7横向

固定连接于机架1、工作台2的内部空腔最下处，所述电机6固定连接于循环风道7的上端表

面最左部，所述均风器8垂直连接于输送系统3的下端表面，所述风量调节系统9活动连接于

机架1、工作台2的内部空腔中下处，所述风量调节系统9由湿度感应控制系统91、齿轮传动

装置92、滑动传动结构93、滑轮连接机构94、控制开闭结构95、风量调节装置96组成，所述湿

度感应控制系统91活动连接于工作台2的内部空腔中间处，所述齿轮传动装置92活动连接

于机架1的内部空腔最右处，所述滑动传动结构93通过预压螺栓垂直连接于机架1的内底面

中右处，所述滑轮连接机构94的左半部分垂直连接于吹风单元5的下端表面左部，其右半部

分垂直连接于机架1的内底面中间处，所述控制开闭结构95垂直连接于机架1的内底面左

部，所述风量调节装置96固定连接于均风器8的下端表面，所述湿度感应控制系统91由湿度

传感器911、信号转换控制器912、控制转轴913、转动架914、连接轴915组成，所述湿度传感

器911固定连接于输送系统3的下端表面最右处，所述信号转换控制器912固定连接于工作

台2的内部右表面中下处，所述湿度传感器911、信号转换控制器912通过连接线电连接，所

述控制转轴913机械连接于信号转换控制器912的前端表面中间处，所述转动架914活动嵌

套于控制转轴913的外侧表面且其向控制转轴913的左侧延伸，所述连接轴915固定连接于

转动架914的外侧表面最左处，所述齿轮传动装置92由第一弹簧结构921、第一传动架922、

第一内滑轮923、啮合齿924、齿轮固定架925、齿轮926、轮齿927组成，所述第一弹簧结构921

垂直连接于机架1的内底面最右处，所述第一传动架922活动连接于第一弹簧结构921的上

端表面，所述第一内滑轮923活动连接于第一传动架922的内部空腔中上处，所述啮合齿924

均匀等距分布于第一传动架922的左端表面，所述齿轮固定架925垂直连接于机架1的内顶

面中右处，所述齿轮926活动连接于齿轮固定架925的下端表面，所述轮齿927均匀等距分布

于齿轮926的外侧表面边缘处，所述滑动传动结构93由第二弹簧结构931、第二传动架932、

固定连接架933、第一竖向滑轨934、滑动连接轴935组成，所述第二弹簧结构931垂直连接于

机架1的内顶面中间处，所述第二传动架932竖向活动连接于第二弹簧结构931的下端表面，

所述固定连接架933固定连接于第二传动架932的前端表面下部且其向第二传动架932的左

侧延伸，所述第一竖向滑轨934通过预压螺栓垂直连接于机架1的内底面中间处，所述滑动

连接轴935竖向滑动连接于第一竖向滑轨934的滑槽内且其与固定连接架933的左端表面相

连接，所述滑轮连接机构94由竖向固定架941、外固定框942、斜向固定板943、第一滑轮固定

架944、第一滑轮945、第二滑轮固定架946、第二滑轮947组成，所述竖向固定架941竖向滑轨

934通过预压螺栓垂直连接于机架1的内底面中左处，所述外固定框942固定焊接于竖向固

定架941的上端表面，所述斜向固定板943斜向固定连接于外固定框942的左上端表面，所述

第一滑轮固定架944垂直连接于斜向固定板943的左端表面最下处，所述第一滑轮945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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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于第一滑轮固定架944的左端表面，所述第二滑轮固定架946通过预压螺栓垂直连接于

机架1的内顶面左部，所述第二滑轮947活动连接于第二滑轮固定架946的下端表面，所述控

制开闭结构95由底端固定架951、第二竖向滑轨952、滑槽结构953、滑动块954、第二内滑轮

955、滑动控制架956组成，所述底端固定架951固定连接于机架1的内底面最左处，所述第二

竖向滑轨952垂直连接于底端固定架951的上端表面，所述滑槽结构953嵌入于第二竖向滑

轨952的前端表面左、右部，所述滑动块954竖向滑动连接于滑槽结构953的内侧表面，所述

第二内滑轮955滑动连接于滑动块954的内部空腔内，所述滑动控制架956垂直连接于滑动

块954的左端表面，所述风量调节装置96由风量调节器961、敏感开关元件962、通电金属块

963组成，所述风量调节器961固定连接于均风器8的下端表面，所述敏感开关元件962固定

连接于第二竖向滑轨952的左端表面中间处且其与风量调节器961之间通过连接线呈电连

接的状态，所述通电金属块963固定连接于滑动控制架956的上端表面最左处，所述连接轴

915、第一内滑轮923的外侧表面皆活动嵌套有连接绳索，所述连接轴915、第一内滑轮923之

间通过连接绳索活动连接，所述第一传动架922、齿轮926、第二传动架932之间通过啮合齿

924与轮齿927之间的啮合作用活动连接，所述滑动连接轴935、第一滑轮945、第二滑轮947

第二内滑轮955的外侧表面皆活动嵌套有连接绳索，所述滑动连接轴935、第一滑轮945、第

二滑轮947第二内滑轮955之间通过连接绳索活动连接，所述湿度传感器911对输送系统3上

端的果蔬等物进行一定的湿度感应操作并将信号传递至信号转换控制器912，所述信号转

换控制器912在湿度过高的情况下控制转动架914绕控制转轴913向下转动，所述连接轴915

带动第一内滑轮923向下并使得第一传动架922向下压动第一弹簧结构921，从而所述齿轮

926在啮合齿924与轮齿927之间的啮合作用下进行转动，所述第二传动架932同时向上运动

并带动固定连接架933向上，所述滑动连接轴935随之沿第一竖向滑轨934向上并带动其外

侧表面的连接绳索向上，所述第一滑轮945、第二滑轮947第二内滑轮955外侧表面的连接绳

索依次被拉动，于是所述滑动块954被拉动沿着第二竖向滑轨952向上，所述滑动控制架956

随之向上运动直至通电金属块963触碰至敏感开关元件962并使得风量调节器961通电开

启。

[0024] 本专利所说的风量调节器用来调节支管的风量，也可用于新风与回风的混合调

节，气密性好，其相对漏风量在5％左右，调节性能好，其主要特点是运转灵活、噪声低，结构

可靠，安全方便。

[0025] 使用时，首先检查设备外观是否完好，各部分是否稳固连接，确认设备完好之后，

将设备放置在合适的位置，将待烘干果蔬原料置入设备的输送系统3上，将设备的连接线接

入电源，开启设备的吹风单元5、电机6，确保排湿口4处于合适的工作状态，湿度传感器911

对输送系统3上端的果蔬等物进行一定的湿度感应操作并将信号传递至信号转换控制器

912，信号转换控制器912在湿度过高的情况下控制转动架914绕控制转轴913向下转动，连

接轴915带动第一内滑轮923向下并使得第一传动架922向下压动第一弹簧结构921，从而齿

轮926在啮合齿924与轮齿927之间的啮合作用下进行转动，第二传动架932同时向上运动并

带动固定连接架933向上，滑动连接轴935随之沿第一竖向滑轨934向上并带动其外侧表面

的连接绳索向上，第一滑轮945、第二滑轮947第二内滑轮955外侧表面的连接绳索依次被拉

动，于是滑动块954被拉动沿着第二竖向滑轨952向上，滑动控制架956随之向上运动直至通

电金属块963触碰至敏感开关元件962并使得风量调节器961通电开启，之后该设备即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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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正常工作。

[0026] 本发明解决的问题是现有技术在对果蔬进行热风隧道循环烘干操作的过程中，虽

然成本低、能耗低、体积小，但是无法对即将离开设备输送系统上的果蔬进行一定的湿度感

应操作并在湿度过高时进行一定的风量调节处理，可能导致烘干效果无法达到预期，对后

续的果蔬加工工作产生影响，实用性能不足，本发明通过上述部件的互相组合，通过设有风

量调节系统，在对果蔬进行热风隧道循环烘干操作的过程中，可以对即将离开设备输送系

统上的果蔬进行一定的湿度感应操作并在湿度过高时进行一定的风量调节处理，具体为湿

度传感器对输送系统上端的果蔬等物进行一定的湿度感应操作并将信号传递至信号转换

控制器，信号转换控制器在湿度过高的情况下控制转动架绕控制转轴向下转动，连接轴带

动第一内滑轮向下并使得第一传动架向下压动第一弹簧结构，从而齿轮在啮合齿与轮齿之

间的啮合作用下进行转动，第二传动架同时向上运动并带动固定连接架向上，滑动连接轴

随之沿第一竖向滑轨向上并带动其外侧表面的连接绳索向上，第一滑轮、第二滑轮第二内

滑轮外侧表面的连接绳索依次被拉动，于是滑动块被拉动沿着第二竖向滑轨向上，滑动控

制架随之向上运动直至通电金属块触碰至敏感开关元件并使得风量调节器通电开启，保证

了烘干效果可以达到预期，也保证了后续的果蔬加工工作的顺利进行，有效提高了设备的

实用性能。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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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领域技

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

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

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

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囊括在本发明

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28]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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