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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小米辣鲜料的多级风选除杂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小米辣鲜料的多级风

选除杂装置，涉及将固体物料扩散在气流里进行

分选的技术领域，解决了现有技术中通过多道工

序和设备要进行完整的杂质清理对于保持新鲜

小米辣的完整性不利的问题，包括上料及初筛复

合机构、外壳、旋转除杂耙、进风机构、轻杂质收

集机构、一级落料筛、二级落料筛，本实用新型结

构简单，但除杂效果明显，分别通过纵向上料网

带、筛网对较重的杂质进行分离；通过旋转除杂

耙、进风机构等对轻杂质进行分离收集；对于个

体和重量不同的小米辣也分别采用一级落料筛

和二级落料筛进行分级回收，不会造成漏选，大

大提高了筛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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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小米辣鲜料的多级风选除杂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上料及初筛复合机构、外壳

（1）、旋转除杂耙（2）、进风机构、轻杂质收集机构、一级落料筛（3）、二级落料筛（4）；

所述上料及初筛复合机构通过三角支架（5）假设在进风机构上方，具体包括纵向上料

网带（6）、横向杂质输送带（7），横向杂质输送带（7）设置在纵向上料网带（6）下方靠近上料

端的一侧，在横向杂质输送带（7）与纵向上料网带（6）折返端之间固定有落料槽（8），落料槽

（8）的出口对准横向杂质输送带（7）；纵向上料网带（6）上设置筛孔（601），混杂在小米辣中

的石子等杂物从筛孔（601）中落下，直接落到横向杂质输送带（7）上，或者经落料槽（8）收集

后汇合到横向杂质输送带（7）上；

上料及初筛复合机构还包括驱动装置，由安装在三角支架（5）上的电机通过链条或皮

带驱动纵向上料网带（6）和横向杂质输送带（7）；

所述设置在三角支架（5）下方的进风机构，由箱式离心风机（9）和进风管（10）组成，其

中进风管（10）与外壳（1）垂直连接，外壳（1）竖直向上延伸至纵向上料网带（6）的落料端，并

设置有落料口；在所述外壳（1）中下部位置处的内部倾斜设置筛网（11），筛网（11）的上端搭

接在落料口处，下端固定在进风管（10）与外壳（1）连接部位的上方，并在筛网（11）下端固定

位置的外壳（1）壁上设置重杂物出口（12）；

在落料口的斜上方设置有旋转除杂耙（2），其耙齿间距大于小米辣鲜料的平均尺寸，自

下方上转动；在所述外壳（1）的上端口处，连接有中空的物料收集箱体（13），箱体（13）倾斜

向上与外壳（1）连接，其内部沿倾斜方向由下向上依次设置一级落料筛（3）、二级落料筛

（4），以及轻杂质收集机构，其中一级落料筛（3）和二级落料筛（4）分别对应在箱体（13）上设

置出料口（14）；而轻杂质收集机构则包括出风口（15）和设置在出风口（15）正下方的轻杂质

出口（16），轻杂质出口（16）与旋转除杂耙（2）通过管道联通，将两处收集的轻质杂质汇合后

排放，另外出风口（15）上设置有透风网（1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米辣鲜料的多级风选除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纵向

上料网带（6）上平行设置有防止小米辣在其上滑动的、前凹后凸的筛孔（601），并且筛孔

（601）的尺寸小于小米辣鲜料的平均尺寸。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米辣鲜料的多级风选除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设置

在外壳（1）中下部的筛网（11）采用直径5-8mm的圆钢条纵向间隔固定而成，圆钢条相互平

行，间隔5-10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米辣鲜料的多级风选除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

（1）底部设置可抽出底板（18），方便对筛网（11）滤出的杂质进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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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小米辣鲜料的多级风选除杂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将固体物料扩散在气流里进行分选的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小

米辣鲜料的多级风选除杂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小米辣，又名小米椒，是生长在云南的一种体积小但很辣的辣椒，植物的果实个

小，体轻，一颗可顶3-4颗小椒，长度3-5cm，直径最粗处约0.5-1 .2cm，质轻脆，用途极为广

泛，可用于调味，调色，配料，酱料，提味，炒菜，肉、凉品、拌饭，泡面，蘸水、火锅，也可加工成

剁辣椒、辣椒酱、泡菜、等菜肴，是食品调味的绝佳选择。

[0003] 在进行泡制小米辣的生产环节中，由于在种植运输过程中容易积累石子、铁屑、枝

叶、残渣、编织带、毛发等异物，因此新鲜原料的清理除杂很关键，否则对后续的加工处理带

来极大不便，甚至会影响产品质量。而目前对小米辣鲜料的除杂通常是采用人工处理，而人

工处理成本较高，效率低，而且容易造成产品制作不合格，带来二次污染。

[0004] 市场上没有专用的新鲜小米辣杂质分离设备，现有的分离设备多数是筛选机、漂

选设备或者单一的风选机；例如“201810878399.1  一种辣椒风选机”，公开了一种辣椒风选

机，包括通风管道，该通风管道的上端设置有进料斗，通风管道下端设置有出料斗；还包括

连通通风管道下端的鼓风机，该通风管道的上端一侧连接有上风道管，该上风道管的下端

连接有下风道管；所述通风管道内位于出料斗下方设置有匀风板，通风管道内位于进料斗

下方设置有风道板；“201821183843.X  一种弯把辣椒筛选机”，公开一种弯把辣椒筛选机，

包括框架及安装在框架上的滚轮组，所述滚轮组的滚轮上缠绕有挂椒绳，所述滚轮组的滚

轮的轮体外壁上上沿轴向间隔一定距离依次设有环形凹槽，所述挂椒绳由该环形凹槽限位

而安装在滚轮上，并由所述滚轮组旋转而带动所述挂椒绳旋转，在每一个挂椒绳传送方向

的尽头的下侧靠近对应的滚轮处设置一排剪把刀；结合现有技术，要进行完整的杂质清理

需经过多道工序和设备，这对于保持新鲜小米辣的完整性是不利的。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旨在提供了一种小米辣鲜料的多级风

选除杂装置，对新鲜小米辣中混杂的各种杂质进行一次清除，提高原料的卫生等级，为加工

出质量较高的产品提供保证。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小米辣鲜料的多级风选除

杂装置，包括上料及初筛复合机构、外壳1、旋转除杂耙2、进风机构、轻杂质收集机构、一级

落料筛3、二级落料筛4。

[0007] 所述上料及初筛复合机构通过三角支架5假设在进风机构上方，具体包括纵向上

料网带6、横向杂质输送带7，横向杂质输送带7设置在纵向上料网带6下方靠近上料端的一

侧，在横向杂质输送带7与纵向上料网带6折返端之间固定有落料槽8，落料槽8的出口对准

横向杂质输送带7；纵向上料网带6上设置筛孔601，混杂在小米辣中的石子等杂物从筛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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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中落下，直接落到横向杂质输送带7上，或者经落料槽8收集后汇合到横向杂质输送带7

上。

[0008] 上料及初筛复合机构还包括驱动装置，由安装在三角支架5上的电机通过链条或

皮带驱动纵向上料网带6和横向杂质输送带7。

[0009] 所述设置在三角支架5下方的进风机构，由箱式离心风机9和进风管10组成，其中

进风管10与外壳1垂直连接，外壳1竖直向上延伸至纵向上料网带6的落料端，并设置有落料

口；在所述外壳1中下部位置处的内部倾斜设置筛网11，筛网11的上端搭接在落料口处，下

端固定在进风管10与外壳1连接部位的上方，并在筛网11下端固定位置的外壳1壁上设置重

杂物出口12。

[0010] 在落料口的斜上方设置有旋转除杂耙2，其耙齿间距大于小米辣鲜料的平均尺寸，

自下方上转动，将条状、带状或枝叶等杂质钩挂住，翻转后通过管道汇集到轻杂质收集机构

中。

[0011] 在所述外壳1的上端口处，连接有中空的物料收集箱体13，箱体13倾斜向上与外壳

1连接，其内部沿倾斜方向由下向上依次设置一级落料筛3、二级落料筛4，以及轻杂质收集

机构，其中一级落料筛3和二级落料筛4分别对应在箱体13上设置出料口14；而轻杂质收集

机构则包括出风口15和设置在出风口15正下方的轻杂质出口16，轻杂质出口16与旋转除杂

耙2通过管道联通，将两处收集的轻质杂质汇合后排放，另外出风口15上设置有透风网17。

[0012] 优选的，所述纵向上料网带6上平行设置有防止小米辣在其上滑动的、前凹后凸的

筛孔601，并且筛孔601的尺寸小于小米辣鲜料的平均尺寸。

[0013] 优选的，所述设置在外壳1中下部的筛网11采用直径5-8mm的圆钢条纵向间隔固定

而成，圆钢条相互平行，间隔5-10mm。

[0014] 优选的，所述外壳1底部设置可抽出底板18，方便对筛网11滤出的杂质进行清理。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但除杂效果明显，分别通过纵向上料网

带、筛网对较重的杂质进行分离；通过旋转除杂耙、进风机构等对轻杂质进行分离收集；对

于个体和重量不同的小米辣也分别采用一级落料筛和二级落料筛进行分级回收，不会造成

漏选，大大提高了筛选效率。

附图说明

[0016] 图1 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a。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b。

[0018] 图3是所述外壳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是所述上料及初筛复合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是所述纵向上料网带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是图1所示A-A向剖切图。

[0022] 图中：外壳1、旋转除杂耙2、一级落料筛3、二级落料筛4、三角支架5、纵向上料网带

6、筛孔601、横向杂质输送带7、落料槽8、箱式离心风机9、进风管10、筛网11、重杂物出口12、

箱体13、出料口14、出风口15、轻杂质出口16、透风网17、可抽出底板18。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210701165 U

4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实施例1

[0024] 如图1、2、6所示，本实施例所述的一种小米辣鲜料的多级风选除杂装置，包括上料

及初筛复合机构、外壳1、旋转除杂耙2、进风机构、轻杂质收集机构、一级落料筛3、二级落料

筛4。

[0025] 所述上料及初筛复合机构通过三角支架5假设在进风机构上方，具体包括纵向上

料网带6、横向杂质输送带7，横向杂质输送带7设置在纵向上料网带6下方靠近上料端的一

侧，在横向杂质输送带7与纵向上料网带6折返端之间固定有落料槽8，落料槽8的出口对准

横向杂质输送带7；纵向上料网带6上设置筛孔601，混杂在小米辣中的石子等杂物从筛孔

601中落下，直接落到横向杂质输送带7上，或者经落料槽8收集后汇合到横向杂质输送带7

上。

[0026] 上料及初筛复合机构还包括驱动装置，由安装在三角支架5上的电机通过链条或

皮带驱动纵向上料网带6和横向杂质输送带7。

[0027] 所述设置在三角支架5下方的进风机构，由箱式离心风机9和进风管10组成，其中

进风管10与外壳1垂直连接，外壳1竖直向上延伸至纵向上料网带6的落料端，并设置有落料

口；在所述外壳1中下部位置处的内部倾斜设置筛网11，筛网11的上端搭接在落料口处，下

端固定在进风管10与外壳1连接部位的上方，并在筛网11下端固定位置的外壳1壁上设置重

杂物出口12。

[0028] 在落料口的斜上方设置有旋转除杂耙2，其耙齿间距大于小米辣鲜料的平均尺寸，

自下方上转动，将条状、带状或枝叶等杂质钩挂住，翻转后通过管道汇集到轻杂质收集机构

中。

[0029] 在所述外壳1的上端口处，连接有中空的物料收集箱体13，箱体13倾斜向上与外壳

1连接，其内部沿倾斜方向由下向上依次设置一级落料筛3、二级落料筛4，以及轻杂质收集

机构，其中一级落料筛3和二级落料筛4分别对应在箱体13上设置出料口14；而轻杂质收集

机构则包括出风口15和设置在出风口15正下方的轻杂质出口16，轻杂质出口16与旋转除杂

耙2通过管道联通，将两处收集的轻质杂质汇合后排放，另外出风口15上设置有透风网17。

[0030] 实施例2

[0031] 如图3、4、5所示，本实施例所述的所述一种小米辣鲜料的多级风选除杂装置，其结

构与实施例1基本一致，区别在于：纵向上料网带6上平行设置有防止小米辣在其上滑动的、

前凹后凸的筛孔601，并且筛孔601的尺寸小于小米辣鲜料的平均尺寸；所述设置在外壳1中

下部的筛网11采用直径5-8mm的圆钢条纵向间隔固定而成，圆钢条相互平行，间隔5-10mm；

所述外壳1底部设置可抽出底板18，方便对筛网11滤出的杂质进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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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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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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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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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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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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