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906832.5

(22)申请日 2020.09.0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2021622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12.04

(73)专利权人 山东一品农产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250000 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口镇姚

口路36号

(72)发明人 张朝军　

(74)专利代理机构 蚌埠幺四零二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34156

代理人 尹杰

(51)Int.Cl.

A23P 10/10(2016.01)

(56)对比文件

CN 210809062 U,2020.06.23

CN 109845796 A,2019.06.07

EP 1902623 A1,2008.03.26

CA 1200425 A,1986.02.11

JP 2020115749 A,2020.08.06

CN 109662131 A,2019.04.23

CN 210339464 U,2020.04.17

CN 106614987 A,2017.05.10

审查员 董义

 

(54)发明名称

一种青椒加工处理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蔬菜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青

椒加工处理装置。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

提供一种青椒加工处理装置。本发明的技术实施

方案为：一种青椒加工处理装置，包括有操作架

板、支撑轮脚、第一电动推杆、底板架、控制显示

屏、校正机构、串签机构、动力控制机构和储料

舱；操作架板下方四角均设置有一组支撑轮脚。

本发明达到了对青椒进行精准定位，使签子能够

准确插入青椒内，进而可以使青椒进行高效串

签，防止了刺激性气体对人眼的伤害，同时避免

人手与青椒的长时间接触导致辣伤皮肤的危险，

并且机器串签，防止人工操作时有扎伤的危险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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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青椒加工处理装置，包括有操作架板、支撑轮脚和第一电动推杆；其特征是：还

包括有底板架、控制显示屏、校正机构、串签机构、动力控制机构和储料舱；操作架板下方四

角均设置有一组支撑轮脚；操作架板下方四角均设置有一组第一电动推杆；操作架板上方

设置有控制显示屏；操作架板与校正机构相连接；操作架板与串签机构相连接；操作架板与

动力控制机构相连接；操作架板与储料舱相连接；第一电动推杆与底板架进行插接；校正机

构与动力控制机构相连接；串签机构与动力控制机构相连接；动力控制机构与储料舱相连

接；

校正机构包括有第一传动轮、第一传送带、第一拨料盘、第二传动轮、第三传动轮、第二

拨料盘、第四传动轮、第一锥齿轮、第五传动轮、第六传动轮、操作台、固定板、固定底座和挡

板；第一传动轮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一传送带进行传动连接；第一传送带上方设置有第一

拨料盘；第一拨料盘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二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二传动轮外环面通过

皮带与第三传动轮进行传动连接；第三传动轮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二拨料盘进行转动连

接；第二传动轮外环面通过皮带与第四传动轮进行传动连接；第四传动轮后侧与第一锥齿

轮进行传动连接；第一锥齿轮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五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五传动轮外

环面通过皮带与第六传动轮进行传动连接；第六传动轮轴心通过传动杆与操作台进行传动

连接；操作台上方设置有固定板；固定板与固定底座相连接；固定底座与挡板相连接；第一

传动轮与动力控制机构相连接；第一传送带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相连接；第一拨料盘通

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相连接；第二传动轮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相连接；第三传动轮通过

支撑座与操作架板相连接；第二拨料盘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相连接；第四传动轮通过支

撑座与操作架板相连接；第六传动轮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相连接；操作台通过支撑座与

操作架板相连接；固定底座与操作架板相连接；

串签机构包括有第七传动轮、第二锥齿轮、内齿圈套、柱齿轮、第三锥齿轮、第八传动

轮、第九传动轮、第二传送带、固定座、承接架、轮齿板、第十传动轮、第一平齿轮、第一限位

滑块、滑轨、取料箱、第二电动推杆、第一联接板和电动夹；第七传动轮后侧与第二锥齿轮进

行传动连接；第二锥齿轮轴心通过传动杆与内齿圈套进行转动连接；内齿圈套内表面与柱

齿轮进行啮合；柱齿轮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三锥齿轮进行转动连接；第三锥齿轮前侧与第

八传动轮进行传动连接；第八传动轮外环面通过皮带与第九传动轮进行传动连接；第九传

动轮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二传送带进行传动连接；第二传送带外表面设置有多组固定座；

第二传送带通过支撑座与承接架相连接；承接架与轮齿板进行焊接；轮齿板下方与第一平

齿轮进行啮合；第十传动轮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一平齿轮进行转动连接；承接架上方设置

有两组第一限位滑块；第一限位滑块与滑轨进行滑动连接；滑轨上方设置有取料箱；承接架

下方设置有两组第二电动推杆；第二电动推杆与第一联接板进行插接；第一联接板侧面设

置有电动夹；第七传动轮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相连接；第七传动轮与动力控制机构相连

接；内齿圈套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相连接；第十传动轮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相连接；第

十传动轮与动力控制机构相连接；第一平齿轮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相连接；滑轨与操作

架板相连接；取料箱与操作架板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青椒加工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动力控制机构包括有步

进电机、第十一传动轮、第十二传动轮、第三电动推杆、第十三传动轮、第十四传动轮、第四

电动推杆、第十五传动轮、第二平齿轮、第三平齿轮、第十六传动轮、第十七传动轮、第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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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第二联接板、第五电动推杆、第五平齿轮、第十八传动轮、第六平齿轮、第七平齿轮和

第十九传动轮；步进电机通过输出轴与第十一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十一传动轮外环面

通过皮带与第十二传动轮进行传动连接；第十二传动轮通过支撑座与第三电动推杆相连

接；第十一传动轮外环面通过皮带与第十三传动轮进行传动连接；第十二传动轮外环面通

过皮带与第十三传动轮进行传动连接；第十一传动轮外环面通过皮带与第十四传动轮进行

传动连接；第十四传动轮通过支撑座与第四电动推杆相连接；第十一传动轮外环面通过皮

带与第十五传动轮进行传动连接；第十四传动轮外环面通过皮带与第十五传动轮进行传动

连接；第十五传动轮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二平齿轮进行转动连接；第二平齿轮与第三平齿

轮进行啮合；第三平齿轮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十六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十一传动轮外

环面通过皮带与第十七传动轮进行传动连接；第十七传动轮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四平齿轮

进行转动连接；第十七传动轮和第四平齿轮均通过支撑座与第二联接板相连接；第二联接

板与第五电动推杆进行插接；第四平齿轮一侧设置有第五平齿轮，并且第四平齿轮另一侧

设置有第六平齿轮；第五平齿轮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十八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六平齿

轮与第七平齿轮进行啮合；第七平齿轮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十九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

十八传动轮外环面通过皮带与第十九传动轮进行传动连接；步进电机与操作架板相连接；

第三电动推杆与操作架板相连接；第十三传动轮与第七传动轮相连接；第十三传动轮通过

支撑座与储料舱相连接；第四电动推杆与操作架板相连接；第十五传动轮与第一传动轮相

连接；第二平齿轮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相连接；第三平齿轮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相连

接；第十六传动轮与第二传动轮相连接；第十七传动轮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相连接；第五

电动推杆与操作架板相连接；第十八传动轮与第十传动轮相连接；第五平齿轮通过支撑座

与操作架板相连接；第六平齿轮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相连接；第七平齿轮通过支撑座与

操作架板相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青椒加工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操作台包括有第一联接

杆、第二联接杆、第三联接板、第一套管、第二套管、推板架、第二限位滑块、联接块和平推

板；第一联接杆与第二联接杆进行传动连接；第二联接杆与第三联接板进行传动连接；第三

联接板一侧与第一套管相连接，并且第三联接板另一侧与第二套管相连接；第一套管和第

二套管均与推板架进行套接；第二联接杆与第二限位滑块进行传动连接；第二限位滑块与

联接块进行滑动连接；联接块与平推板相连接；第一联接杆与第六传动轮相连接；推板架与

操作架板相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青椒加工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第一传送带表面带有多

组隔板。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青椒加工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固定板内部带有圆柱形

孔洞，并且开口朝向远离第二拨料盘一侧。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青椒加工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第一限位滑块的纵截面

为T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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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青椒加工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蔬菜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青椒加工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烧烤店中人们喜爱吃烤青椒这一美食，而烤青椒在上烤架之前需要将青椒

串在竹签或铁签上，在烧烤店中通常是人工对青椒进行串签，但是青椒会挥发出刺激性气

体，人工对大量青椒进行串签时会导致大量刺激性气体接触到人的眼睛，进而会辣伤眼睛，

危害人的身体健康，同时人手接触大量青椒会使青椒内的辣椒素沾在皮肤上，进而导致对

人的皮肤造成损伤，并且人工串签效率低，难以满足烧烤店的需求，同时还会有签子扎到

手，导致感染的危险。

[0003] 结合上述问题，亟需一种青椒加工处理装置，来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目前在烧烤店中人们喜爱吃烤青椒这一美食，而烤青椒在上烤架之前需

要将青椒串入竹签或铁签内，在烧烤店中通常是人工对青椒进行串签，但是青椒会挥发出

刺激性气体，人工对大量青椒进行串签时会导致大量刺激性气体接触到人的眼睛，进而会

辣伤眼睛，危害人的身体健康，同时人手接触大量青椒会使青椒内的辣椒素沾在皮肤上，进

而导致对人的皮肤造成损伤，并且人工串签效率低，难以满足烧烤店的需求，同时还会有签

子扎到手，导致感染的危险的缺点，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青椒加工处理装

置。

[0005] 本发明的技术实施方案为：一种青椒加工处理装置，包括有操作架板、支撑轮脚、

第一电动推杆、底板架、控制显示屏、校正机构、串签机构、动力控制机构和储料舱；操作架

板下方四角均设置有一组支撑轮脚；操作架板下方四角均设置有一组第一电动推杆；操作

架板上方设置有控制显示屏；操作架板与校正机构相连接；操作架板与串签机构相连接；操

作架板与动力控制机构相连接；操作架板与储料舱相连接；第一电动推杆与底板架进行插

接；校正机构与动力控制机构相连接；串签机构与动力控制机构相连接；动力控制机构与储

料舱相连接；

[0006] 校正机构包括有第一传动轮、第一传送带、第一拨料盘、第二传动轮、第三传动轮、

第二拨料盘、第四传动轮、第一锥齿轮、第五传动轮、第六传动轮、操作台、固定板、固定底座

和挡板；第一传动轮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一传送带进行传动连接；第一传送带上方设置有

第一拨料盘；第一拨料盘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二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二传动轮外环面

通过皮带与第三传动轮进行传动连接；第三传动轮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二拨料盘进行转动

连接；第二传动轮外环面通过皮带与第四传动轮进行传动连接；第四传动轮后侧与第一锥

齿轮进行传动连接；第一锥齿轮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五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五传动轮

外环面通过皮带与第六传动轮进行传动连接；第六传动轮轴心通过传动杆与操作台进行传

动连接；操作台上方设置有固定板；固定板与固定底座相连接；固定底座与挡板相连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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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动轮与动力控制机构相连接；第一传送带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相连接；第一拨料盘

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相连接；第二传动轮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相连接；第三传动轮通

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相连接；第二拨料盘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相连接；第四传动轮通过

支撑座与操作架板相连接；第六传动轮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相连接；操作台通过支撑座

与操作架板相连接；固定底座与操作架板相连接；

[0007] 串签机构包括有第七传动轮、第二锥齿轮、内齿圈套、柱齿轮、第三锥齿轮、第八传

动轮、第九传动轮、第二传送带、固定座、承接架、轮齿板、第十传动轮、第一平齿轮、第一限

位滑块、滑轨、取料箱、第二电动推杆、第一联接板和电动夹；第七传动轮后侧与第二锥齿轮

进行传动连接；第二锥齿轮轴心通过传动杆与内齿圈套进行转动连接；内齿圈套内表面与

柱齿轮进行啮合；柱齿轮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三锥齿轮进行转动连接；第三锥齿轮前侧与

第八传动轮进行传动连接；第八传动轮外环面通过皮带与第九传动轮进行传动连接；第九

传动轮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二传送带进行传动连接；第二传送带外表面设置有多组固定

座；第二传送带通过支撑座与承接架相连接；承接架与轮齿板进行焊接；轮齿板下方与第一

平齿轮进行啮合；第十传动轮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一平齿轮进行转动连接；承接架上方设

置有两组第一限位滑块；第一限位滑块与滑轨进行滑动连接；滑轨上方设置有取料箱；承接

架下方设置有两组第二电动推杆；第二电动推杆与第一联接板进行插接；第一联接板侧面

设置有电动夹；第七传动轮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相连接；第七传动轮与动力控制机构相

连接；内齿圈套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相连接；第十传动轮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相连接；

第十传动轮与动力控制机构相连接；第一平齿轮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相连接；滑轨与操

作架板相连接；取料箱与操作架板相连接。

[0008] 优选地，动力控制机构包括有步进电机、第十一传动轮、第十二传动轮、第三电动

推杆、第十三传动轮、第十四传动轮、第四电动推杆、第十五传动轮、第二平齿轮、第三平齿

轮、第十六传动轮、第十七传动轮、第四平齿轮、第二联接板、第五电动推杆、第五平齿轮、第

十八传动轮、第六平齿轮、第七平齿轮和第十九传动轮；步进电机通过输出轴与第十一传动

轮进行转动连接；第十一传动轮外环面通过皮带与第十二传动轮进行传动连接；第十二传

动轮通过支撑座与第三电动推杆相连接；第十一传动轮外环面通过皮带与第十三传动轮进

行传动连接；第十二传动轮外环面通过皮带与第十三传动轮进行传动连接；第十一传动轮

外环面通过皮带与第十四传动轮进行传动连接；第十四传动轮通过支撑座与第四电动推杆

相连接；第十一传动轮外环面通过皮带与第十五传动轮进行传动连接；第十四传动轮外环

面通过皮带与第十五传动轮进行传动连接；第十五传动轮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二平齿轮进

行转动连接；第二平齿轮与第三平齿轮进行啮合；第三平齿轮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十六传

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十一传动轮外环面通过皮带与第十七传动轮进行传动连接；第十七

传动轮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四平齿轮进行转动连接；第十七传动轮和第四平齿轮均通过支

撑座与第二联接板相连接；第二联接板与第五电动推杆进行插接；第四平齿轮一侧设置有

第五平齿轮，并且第四平齿轮另一侧设置有第六平齿轮；第五平齿轮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

十八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六平齿轮与第七平齿轮进行啮合；第七平齿轮轴心通过传动

杆与第十九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十八传动轮外环面通过皮带与第十九传动轮进行传动

连接；步进电机与操作架板相连接；第三电动推杆与操作架板相连接；第十三传动轮与第七

传动轮相连接；第十三传动轮通过支撑座与储料舱相连接；第四电动推杆与操作架板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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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第十五传动轮与第一传动轮相连接；第二平齿轮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相连接；第三平

齿轮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相连接；第十六传动轮与第二传动轮相连接；第十七传动轮通

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相连接；第五电动推杆与操作架板相连接；第十八传动轮与第十传动

轮相连接；第五平齿轮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相连接；第六平齿轮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

相连接；第七平齿轮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相连接。

[0009] 优选地，操作台包括有第一联接杆、第二联接杆、第三联接板、第一套管、第二套

管、推板架、第二限位滑块、联接块和平推板；第一联接杆与第二联接杆进行传动连接；第二

联接杆与第三联接板进行传动连接；第三联接板一侧与第一套管相连接，并且第三联接板

另一侧与第二套管相连接；第一套管和第二套管均与推板架进行套接；第二联接杆与第二

限位滑块进行传动连接；第二限位滑块与联接块进行滑动连接；联接块与平推板相连接；第

一联接杆与第六传动轮相连接；推板架与操作架板相连接。

[0010] 优选地，第一传送带表面带有多组隔板。

[0011] 优选地，固定板内部带有圆柱形孔洞，并且开口朝向远离第二拨料盘一侧。

[0012] 优选地，第一限位滑块的纵截面为T字形。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1.为解决目前在烧烤店中人们喜爱吃烤

青椒这一美食，而烤青椒在上烤架之前需要将青椒串在竹签或铁签上，在烧烤店中通常是

人工对青椒进行串签，但是青椒会挥发出刺激性气体，人工对大量青椒进行串签时会导致

大量刺激性气体接触到人的眼睛，进而会辣伤眼睛，危害人的身体健康，同时人手接触大量

青椒会使青椒内的辣椒素沾在皮肤上，进而导致对人的皮肤造成损伤，并且人工串签效率

低，难以满足烧烤店的需求，同时还会有签子扎到手，导致感染的危险的问题；

[0014] 2.设计了校正机构，串签机构和动力控制机构，通过操作人员通过控制显示屏对

该装置进行调配，通过控制显示屏启动第一电动推杆，向下推动底板架移动指定距离，进而

使底板架对整个装置进行稳定支撑，然后人工将青椒逐个放置在第一传送带上，此时青椒

处于头尾为前后朝向状态，接着通过校正机构对青椒的位置进行调整，使青椒处于指定位

置，然后通过串签机构将青椒串在签子上，进而将串好的青椒送入储料舱内收集，同时通过

动力控制机构对该装置进行动力输送以及控制；

[0015] 3.达到了对青椒进行精准定位，使签子能够准确插入青椒内，进而可以使青椒进

行高效串签，防止了刺激性气体对人眼的伤害，同时避免人手与青椒的长时间接触导致辣

伤皮肤的危险，并且机器串签，防止人工操作时有扎伤的危险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的校正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的串签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的动力控制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的操作台俯视图。

[0021] 以上附图中：1：操作架板，2：支撑轮脚，3：第一电动推杆，4：底板架，5：控制显示

屏，6：校正机构，7：串签机构，8：动力控制机构，9：储料舱，601：第一传动轮，602：第一传送

带，603：第一拨料盘，604：第二传动轮，605：第三传动轮，606：第二拨料盘，607：第四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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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608：第一锥齿轮，609：第五传动轮，6010：第六传动轮，6011：操作台，6012：固定板，

6013：固定底座，6014：挡板，701：第七传动轮，702：第二锥齿轮，703：内齿圈套，704：柱齿

轮，705：第三锥齿轮，706：第八传动轮，707：第九传动轮，708：第二传送带，709：固定座，

7010：承接架，7011：轮齿板，7012：第十传动轮，7013：第一平齿轮，7014：第一限位滑块，

7015：滑轨，7016：取料箱，7017：第二电动推杆，7018：第一联接板，7019：电动夹，801：步进

电机，802：第十一传动轮，803：第十二传动轮，804：第三电动推杆，805：第十三传动轮，806：

第十四传动轮，807：第四电动推杆，808：第十五传动轮，809：第二平齿轮，8010：第三平齿

轮，8011：第十六传动轮，8012：第十七传动轮，8013：第四平齿轮，8014：第二联接板，8015：

第五电动推杆，8016：第五平齿轮，8017：第十八传动轮，8018：第六平齿轮，8019：第七平齿

轮，8020：第十九传动轮，601101：第一联接杆，601102：第二联接杆，601103：第三联接板，

601104：第一套管，601105：第二套管，601106：推板架，601107：第二限位滑块，601108：联接

块，601109：平推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了，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并参

照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详细说明。应该理解，这些描述只是示例性的，而并非要限制本发

明的范围。此外，在以下说明中，省略了对公知结构和技术的描述，以避免不必要地混淆本

发明的概念。

[0023] 实施例1

[0024] 一种青椒加工处理装置，如图1‑5所示，包括有操作架板1、支撑轮脚2、第一电动推

杆3、底板架4、控制显示屏5、校正机构6、串签机构7、动力控制机构8和储料舱9；操作架板1

下方四角均设置有一组支撑轮脚2；操作架板1下方四角均设置有一组第一电动推杆3；操作

架板1上方设置有控制显示屏5；操作架板1与校正机构6相连接；操作架板1与串签机构7相

连接；操作架板1与动力控制机构8相连接；操作架板1与储料舱9相连接；第一电动推杆3与

底板架4进行插接；校正机构6与动力控制机构8相连接；串签机构7与动力控制机构8相连

接；动力控制机构8与储料舱9相连接。

[0025] 工作原理：使用该装置时，通过操作架板1侧面的把手推动该装置，通过支撑轮脚2

调节移动方向，进而将该装置移动至所需使用的合理位置，操作人员通过控制显示屏5对该

装置进行调配，通过控制显示屏5启动第一电动推杆3，向下推动底板架4移动指定距离，进

而使底板架4对整个装置进行稳定支撑，然后人工将青椒逐个放置在第一传送带602上，此

时青椒处于头尾为前后朝向状态，接着通过校正机构6对青椒的位置进行调整，使青椒处于

指定位置，然后通过串签机构7将青椒串在签子上，进而将串好的青椒送入储料舱9内收集，

同时通过动力控制机构8对该装置进行动力输送以及控制，该装置达到了对青椒进行精准

定位，使签子能够准确插入青椒内，进而可以使青椒进行高效串签，防止了刺激性气体对人

眼的伤害，同时避免人手与青椒的长时间接触导致辣伤皮肤的危险，并且机器串签，防止人

工操作时有扎伤的危险的效果。

[0026] 校正机构6包括有第一传动轮601、第一传送带602、第一拨料盘603、第二传动轮

604、第三传动轮605、第二拨料盘606、第四传动轮607、第一锥齿轮608、第五传动轮609、第

六传动轮6010、操作台6011、固定板6012、固定底座6013和挡板6014；第一传动轮601轴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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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传动杆与第一传送带602进行传动连接；第一传送带602上方设置有第一拨料盘603；第一

拨料盘603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二传动轮604进行转动连接；第二传动轮604外环面通过皮

带与第三传动轮605进行传动连接；第三传动轮605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二拨料盘606进行

转动连接；第二传动轮604外环面通过皮带与第四传动轮607进行传动连接；第四传动轮607

后侧与第一锥齿轮608进行传动连接；第一锥齿轮608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五传动轮609进

行转动连接；第五传动轮609外环面通过皮带与第六传动轮6010进行传动连接；第六传动轮

6010轴心通过传动杆与操作台6011进行传动连接；操作台6011上方设置有固定板6012；固

定板6012与固定底座6013相连接；固定底座6013与挡板6014相连接；第一传动轮601与动力

控制机构8相连接；第一传送带602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1相连接；第一拨料盘603通过支

撑座与操作架板1相连接；第二传动轮604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1相连接；第三传动轮605

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1相连接；第二拨料盘606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1相连接；第四传动

轮607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1相连接；第六传动轮6010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1相连接；操

作台6011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1相连接；固定底座6013与操作架板1相连接。

[0027] 当青椒放置在第一传送带602上时，通过第一传动轮601传动第一传送带602，将青

椒向靠近第一拨料盘603一侧输送，同时通过第二传动轮604带动第一拨料盘603进行转动，

同时带动第三传动轮605进行转动，进而带动第二拨料盘606进行转动，通过第一拨料盘603

和第二拨料盘606使第一传送带602表面带有的隔板两组之间均带有单个青椒，接着当青椒

输送至操作台6011位置时，通过第二传动轮604转动带动第四传动轮607进行转动，进而带

动第一锥齿轮608进行转动，进而带动第五传动轮609进行转动，进而带动第六传动轮6010

进行转动，进而传动操作台6011，通过操作台6011在挡板6014的配合下将第一传送带602表

面两组隔板之间的青椒推动至隔板的中间位置，接着通过固定板6012配合串签机构7对青

椒进行串签，固定底座6013对固定板6012进行固定，该机构实现了对青椒的入料，并且将青

椒精准定位。

[0028] 串签机构7包括有第七传动轮701、第二锥齿轮702、内齿圈套703、柱齿轮704、第三

锥齿轮705、第八传动轮706、第九传动轮707、第二传送带708、固定座709、承接架7010、轮齿

板7011、第十传动轮7012、第一平齿轮7013、第一限位滑块7014、滑轨7015、取料箱7016、第

二电动推杆7017、第一联接板7018和电动夹7019；第七传动轮701后侧与第二锥齿轮702进

行传动连接；第二锥齿轮702轴心通过传动杆与内齿圈套703进行转动连接；内齿圈套703内

表面与柱齿轮704进行啮合；柱齿轮704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三锥齿轮705进行转动连接；第

三锥齿轮705前侧与第八传动轮706进行传动连接；第八传动轮706外环面通过皮带与第九

传动轮707进行传动连接；第九传动轮707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二传送带708进行传动连接；

第二传送带708外表面设置有多组固定座709；第二传送带708通过支撑座与承接架7010相

连接；承接架7010与轮齿板7011进行焊接；轮齿板7011下方与第一平齿轮7013进行啮合；第

十传动轮7012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一平齿轮7013进行转动连接；承接架7010上方设置有两

组第一限位滑块7014；第一限位滑块7014与滑轨7015进行滑动连接；滑轨7015上方设置有

取料箱7016；承接架7010下方设置有两组第二电动推杆7017；第二电动推杆7017与第一联

接板7018进行插接；第一联接板7018侧面设置有电动夹7019；第七传动轮701通过支撑座与

操作架板1相连接；第七传动轮701与动力控制机构8相连接；内齿圈套703通过支撑座与操

作架板1相连接；第十传动轮7012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1相连接；第十传动轮7012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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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机构8相连接；第一平齿轮7013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1相连接；滑轨7015与操作架板1

相连接；取料箱7016与操作架板1相连接。

[0029] 当青椒移动至指定位置，通过人工从取料箱7016中取出准备好的签子，进而插入

到固定座709内，进而通过第七传动轮701转动带动第二锥齿轮702进行转动，进而带动内齿

圈套703进行转动，进而带动柱齿轮704进行转动，进而带动第三锥齿轮705进行转动，进而

带动第八传动轮706进行转动，进而带动第九传动轮707进行转动，进而传动第二传送带

708，使第二传送带708传动固定座709移动至对准青椒的位置，此时通过第十传动轮7012转

动带动第一平齿轮7013进行转动，进而传动轮齿板7011，进而带动承接架7010向靠近第二

传送带708一侧移动，第一限位滑块7014在滑轨7015内滑动配合承接架7010的移动并且对

承接架7010起支撑作用，进而通过承接架7010的移动同步带动固定座709进行移动，使固定

座709将内部的签子插入第一传送带602表面两组隔板之间的青椒内，接着使第十传动轮

7012停止转动进而使承接架7010停止移动，接着使第九传动轮707反转，使第二传送带708

带动签子上移，将青椒带出第一传送带602表面两组隔板之间内，当签子上移至固定板6012

同一高度位置时，使第二传送带708停止运行，再次使第十传动轮7012转动，通过承接架

7010带动固定座709进行移动，使签子插入固定板6012的孔洞内，进而使青椒移动至签子的

中间位置，符合烧烤的实际情况，接着使第十传动轮7012反转，将签子移出固定板6012，接

着启动第二传送带708，将带有青椒的签子移动至电动夹7019位置，此时通过电动夹7019将

签子的靠近固定座709一段夹住，启动第二电动推杆7017，向下推动第一联接板7018，进而

使电动夹7019将固定在固定座709内的签子拔出，进而掉落至储料舱9内，该机构实现了机

器串签，防止人工操作时有扎伤的危险。

[0030] 动力控制机构8包括有步进电机801、第十一传动轮802、第十二传动轮803、第三电

动推杆804、第十三传动轮805、第十四传动轮806、第四电动推杆807、第十五传动轮808、第

二平齿轮809、第三平齿轮8010、第十六传动轮8011、第十七传动轮8012、第四平齿轮8013、

第二联接板8014、第五电动推杆8015、第五平齿轮8016、第十八传动轮8017、第六平齿轮

8018、第七平齿轮8019和第十九传动轮8020；步进电机801通过输出轴与第十一传动轮802

进行转动连接；第十一传动轮802外环面通过皮带与第十二传动轮803进行传动连接；第十

二传动轮803通过支撑座与第三电动推杆804相连接；第十一传动轮802外环面通过皮带与

第十三传动轮805进行传动连接；第十二传动轮803外环面通过皮带与第十三传动轮805进

行传动连接；第十一传动轮802外环面通过皮带与第十四传动轮806进行传动连接；第十四

传动轮806通过支撑座与第四电动推杆807相连接；第十一传动轮802外环面通过皮带与第

十五传动轮808进行传动连接；第十四传动轮806外环面通过皮带与第十五传动轮808进行

传动连接；第十五传动轮808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二平齿轮809进行转动连接；第二平齿轮

809与第三平齿轮8010进行啮合；第三平齿轮8010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十六传动轮8011进

行转动连接；第十一传动轮802外环面通过皮带与第十七传动轮8012进行传动连接；第十七

传动轮8012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四平齿轮8013进行转动连接；第十七传动轮8012和第四平

齿轮8013均通过支撑座与第二联接板8014相连接；第二联接板8014与第五电动推杆8015进

行插接；第四平齿轮8013一侧设置有第五平齿轮8016，并且第四平齿轮8013另一侧设置有

第六平齿轮8018；第五平齿轮8016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十八传动轮8017进行转动连接；第

六平齿轮8018与第七平齿轮8019进行啮合；第七平齿轮8019轴心通过传动杆与第十九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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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8020进行转动连接；第十八传动轮8017外环面通过皮带与第十九传动轮8020进行传动连

接；步进电机801与操作架板1相连接；第三电动推杆804与操作架板1相连接；第十三传动轮

805与第七传动轮701相连接；第十三传动轮805通过支撑座与储料舱9相连接；第四电动推

杆807与操作架板1相连接；第十五传动轮808与第一传动轮601相连接；第二平齿轮809通过

支撑座与操作架板1相连接；第三平齿轮8010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1相连接；第十六传动

轮8011与第二传动轮604相连接；第十七传动轮8012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1相连接；第五

电动推杆8015与操作架板1相连接；第十八传动轮8017与第十传动轮7012相连接；第五平齿

轮8016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1相连接；第六平齿轮8018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1相连接；

第七平齿轮8019通过支撑座与操作架板1相连接。

[0031] 当需要第七传动轮701转动时，则通过步进电机801带动第十一传动轮802进行转

动，进而带动第十三传动轮805进行转动，进而带动第七传动轮701进行转动，当需要第七传

动轮701停止转动时，则启动第三电动推杆804，向上拉动第十二传动轮803，使第十一传动

轮802与第十三传动轮805之间的皮带松弛，则使第十三传动轮805停止转动，当需要第一传

动轮601和第二传动轮604进行转动时，则通过第十一传动轮802转动带动第十四传动轮806

进行转动，同时带动第十五传动轮808进行转动，进而带动第二平齿轮809进行转动，进而带

动第三平齿轮8010进行转动，进而带动第十六传动轮8011进行转动，通过第十五传动轮808

转动带动第一传动轮601进行转动，通过第十六传动轮8011带动第二传动轮604进行转动，

当需要第一传动轮601和第二传动轮604停止转动时，则启动第四电动推杆807，拉动第十四

传动轮806向靠近第四电动推杆807一侧移动，进而使第十一传动轮802和第十五传动轮808

之间的皮带松弛，进而使第十五传动轮808停止转动，进而使第十六传动轮8011同步停止转

动，当需要第十传动轮7012逆时针转动时，第十一传动轮802转动带动第十七传动轮8012进

行转动，进而带动第四平齿轮8013进行转动，启动第五电动推杆8015，推动第二联接板8014

向远离第五电动推杆8015一侧移动，进而使第四平齿轮8013与第五平齿轮8016啮合，进而

通过第四平齿轮8013转动带动第五平齿轮8016进行转动，进而带动第十八传动轮8017进行

转动，使第十八传动轮8017带动第十传动轮7012进行逆时针转动，当需要第十传动轮7012

顺时针转动时，则通过第五电动推杆8015推动第二联接板8014向靠近第五电动推杆8015一

侧移动，进而使第四平齿轮8013与第七平齿轮8019啮合，进而通过第四平齿轮8013转动带

动第七平齿轮8019进行转动，进而带动第十九传动轮8020进行转动，进而带动第十八传动

轮8017进行顺时针转动，进而带动第十传动轮7012进行顺时针转动，该机构实现了对整体

装置的动力传动以及控制。

[0032] 操作台6011包括有第一联接杆601101、第二联接杆601102、第三联接板601103、第

一套管601104、第二套管601105、推板架601106、第二限位滑块601107、联接块601108和平

推板601109；第一联接杆601101与第二联接杆601102进行传动连接；第二联接杆601102与

第三联接板601103进行传动连接；第三联接板601103一侧与第一套管601104相连接，并且

第三联接板601103另一侧与第二套管601105相连接；第一套管601104和第二套管601105均

与推板架601106进行套接；第二联接杆601102与第二限位滑块601107进行传动连接；第二

限位滑块601107与联接块601108进行滑动连接；联接块601108与平推板601109相连接；第

一联接杆601101与第六传动轮6010相连接；推板架601106与操作架板1相连接。

[0033] 当青椒移动至平推板601109的远离联接块601108一侧位置后，则通过第六传动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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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0转动带动第一联接杆601101进行转动，进而传动第二联接杆601102，当第一联接杆

601101转动时第一联接杆601101与第二联接杆601102的连接处产生横向位移时，则使第二

联接杆601102带动第二限位滑块601107在联接块601108内横向往复滑动，当第一联接杆

601101转动时第一联接杆601101与第二联接杆601102的连接处产生纵向位移时，则第二联

接杆601102通过第三联接板601103带动第一套管601104和第二套管601105在推板架

601106的两根竖杆外表面纵向往复滑动，进而通过联接块601108带动平推板601109进行纵

向往复运动，进而使平推板601109向靠近挡板6014一侧移动时则将青椒推动至第一传送带

602外表面两组隔板的中间位置，该机构实现了对青椒的位置调节。

[0034] 第一传送带602表面带有多组隔板。

[0035] 可以使青椒位于第一传送带602表面的两组隔板之间，进而便于对青椒的多个串

签。

[0036] 固定板6012内部带有圆柱形孔洞，并且开口朝向远离第二拨料盘606一侧。

[0037] 可以使签子插入到固定板6012的孔洞内，进而使青椒移动至签子的中间，符合烧

烤的实际情况。

[0038] 第一限位滑块7014的纵截面为T字形。

[0039] 可以使第一限位滑块7014稳定地在滑轨7015内滑动。

[0040]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但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

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变化，本发明的范围

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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