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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有上、下双风向比重分离设备的揉搓

式花生脱粒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带有上、下双风向比重

分离设备的揉搓式花生脱粒机，包括：主架体、安

装在主架体上的驱动机构、传动机构、花生破壳

装置和比重分离装置，驱动机构通过传动机构带

动花生破壳装置，比重分离装置包括：比重分离

架体、安装在比重分离架体上的震动筛、卧式上

吸风机、下吹式风机、卧式上吸风机驱动系统和

下吹式风机驱动系统，震动筛的顶部开设有第一

入料口和第一吸风口，第一吸风口与卧式上吸风

机连通，震动筛的底部开设有第一吹风口；本实

用新型优点是：下吹式风机2.2KW、卧式上吸风机

7.5KW，共不到10KW，相对于市面上大型花生脱粒

机采用的15KW的上吸风机，更节约能源，使用较

小风机还具有震动小，噪音小，安全性高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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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有上、下双风向比重分离设备的揉搓式花生脱粒机，包括：主架体、安装在主

架体上的驱动机构、传动机构、花生破壳装置和比重分离装置，所述驱动机构通过传动机构

带动花生破壳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比重分离装置包括：比重分离架体、安装在比重分离架体上的震动筛、卧式上吸风

机、下吹式风机、卧式上吸风机驱动系统和下吹式风机驱动系统，所述震动筛的顶部开设有

第一入料口和第一吸风口，所述第一吸风口与卧式上吸风机连通，所述震动筛的底部开设

有与下吹式风机连通的第一吹风口，所述震动筛的一侧开设有重废料出料口，所述震动筛

的另一侧开设有成品米出料口；所述卧式上吸风机驱动系统包括：安装在比重分离架体上

的第一驱动电机，所述第一驱动电机通过皮带或链条驱动所述卧式上吸风机，所述下吹式

风机驱动系统包括：安装在比重分离架体上的第二驱动电机，所述第二驱动电机通过皮带

或链条驱动所述下吹式风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带有上、下双风向比重分离设备的揉搓式花生脱粒机，其特

征在于，所述花生破壳装置安装在所述主架体的顶部位置，所述花生破壳装置包括：揉搓破

壁室，设置在揉搓破壁室内部的破壳筛网和设置在破壳筛网上方沿滑道作往复运动的揉搓

格栅，在揉搓格栅上设置有入料架和设置在入料架上的送料斗，在揉搓筛网下方设有集料

斗，所述集料斗与第一入料口连通；所述破壳筛网下方设置有将破碎后的花生运输至集料

斗位置的第一输送带，所述第一输送带通过两组第一传送轮带动进行转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带有上、下双风向比重分离设备的揉搓式花生脱粒机，其特

征在于，还包括：用于对比重分离装置筛分的成品米进行输送及筛分的成品米传动震动筛，

所述成品米传动震动筛包括：筛架、可更换筛网和驱动筛架的第四驱动电机，所述可更换筛

网安装在筛架的上端面上，所述可更换筛网的一端与成品米出料口对接，所述可更换筛网

的另一端与成品米输送带对接，所述成品米输送带用于将成品米输送到装袋口处，所述可

更换筛网下方的筛架上设置有收集小石块、土渣、花生碎半的收集口。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带有上、下双风向比重分离设备的揉搓式花生脱粒机，其特

征在于，还包括：用于将瘪果破壁的二次破壁输送系统，所述二次破壁输送系统包括：输送

装置和小型滚式花生脱粒机，所述小型滚式花生脱粒机安装在主架体顶部靠近揉搓破壁室

的位置，所述输送装置用于将比重分离装置卧式上吸风机吸取的花生杆、瘪果输送至小型

滚式花生脱粒机内或者揉搓破壁室内进行二次破壁。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一种带有上、下双风向比重分离设备的揉搓式花生脱粒机，其特

征在于，所述输送装置包括：立式管道、设置在立式管道内部的链条式传送带、均布设置在

链条式传送带上的铲料碗，所述铲料碗用于铲取花生杆和瘪果，所述链条式传送带通过第

五驱动电机带动，所述立式管道位于顶部设置有倾斜向下的瘪果出料通道，所述瘪果出料

通道上开设有与小型滚式花生脱粒机连通到第一出料口和与揉搓破壁室连通的第二出料

口，所述小型滚式花生脱粒机的碾压辊与侧壁配合对瘪果进行破壁。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带有上、下双风向比重分离设备的揉搓式花生脱粒机，其特

征在于，所述驱动机构包括：第三驱动电机、第一传动皮带、第二传送皮带、第三传送皮带、

第二传送轮、第三传送轮、第四传送轮、传送链条和传送链轮，所述第二传送轮、第三传送

轮、第四传送轮分别转动连接在主架体的一侧，所述第三驱动电机通过第一传动皮带带动

第二传送轮，所述第二传送轮与第三传送轮通过第二传送皮带连接，所述第三传送轮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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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传送轮同轴转动，所述第四传送轮与传送链轮通过传送链条连接，所述传送链轮通过传

动机构带动揉搓格栅往复运动，所述第一传送轮通过第三传送皮带与第二传送轮、或者第

三传送轮、或者第四传送轮、或者第三传送轮的传动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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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有上、下双风向比重分离设备的揉搓式花生脱粒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汽车零部件技术加工领域，具体公开一种带有上、下双风向比重

分离设备的揉搓式花生脱粒机。

背景技术

[0002] 花生果脱壳机用于把花生果的外壳脱掉，得到花生米,目前上面上的花生果脱壳

机通常分为小型家用花生果脱壳机和大型粮商用花生果脱壳机，小型家用花生果脱壳机的

优点是价格较低，但存在效率较慢，脱壳不净的问题，大型粮商用花生果脱壳机的优点是效

率高，但是目前的大型脱壳机普遍存在能耗过高，噪音污染严重，分离效果差，存在安全隐

患，主要原因在：比重分离装置基本采用上吸式风机进行杂质分离，单位时间内脱壳量大，

使得效率较高，因此，为满足风力需求，而采用15千瓦以上的电动机，故而，转速过快，导致

上述的耗过高噪音大，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

[0003] 目前现有大型脱壳机的结构通常为入料架，位于入料架下方的脱壳机构(单一的

揉搓式或滚筒式结构)，在脱壳机构后方或者下方通常采用比重分离机构(目前的比重分离

机构基本采用上述的上吸式风机进行杂质分离)，比重分离机构后直接出米。存在杂质(碎

米/未脱壳瘪果/小土块)过多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鉴于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能耗低，震动小，噪音小，安全性高

的带有上、下双风向比重分离设备的揉搓式花生脱粒机，以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带有上、下双风向比重分离设备的揉搓式花生脱粒机，包括：主

架体、安装在主架体上的驱动机构、传动机构、花生破壳装置和比重分离装置，驱动机构通

过传动机构带动花生破壳装置，所做的改进是，

[0006] 比重分离装置包括：比重分离架体、安装在比重分离架体上的震动筛、卧式上吸风

机、下吹式风机、卧式上吸风机驱动系统和下吹式风机驱动系统，震动筛的顶部开设有第一

入料口和第一吸风口，第一吸风口与卧式上吸风机连通，震动筛的底部开设有与下吹式风

机连通的第一吹风口，震动筛的一侧开设有重废料出料口，震动筛的另一侧开设有成品米

出料口；卧式上吸风机驱动系统包括：安装在比重分离架体上的第一驱动电机，第一驱动电

机通过皮带或链条驱动卧式上吸风机，下吹式风机驱动系统包括：安装在比重分离架体上

的第二驱动电机，第二驱动电机通过皮带或链条驱动下吹式风机。

[0007] 作为优选，花生破壳装置安装在主架体的顶部位置，花生破壳装置包括：揉搓破壁

室，设置在揉搓破壁室内部的破壳筛网和设置在破壳筛网上方沿滑道作往复运动的揉搓格

栅，在揉搓格栅上设置有入料架和设置在入料架上的送料斗，在揉搓筛网下方设有集料斗，

集料斗与第一入料口连通；破壳筛网下方设置有将破碎后的花生运输至集料斗位置的第一

输送带，第一输送带通过两组第一传送轮带动进行转动。

[0008] 作为优选，还包括用于对比重分离装置筛分的成品米进行输送及筛分的成品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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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震动筛，成品米传动震动筛包括：筛架、可更换筛网和驱动筛架的第四驱动电机，可更换

筛网安装在筛架的上端面上，可更换筛网的一端与成品米出料口对接，可更换筛网的另一

端与成品米输送带对接，成品米输送带用于将成品米输送到装袋口处，可更换筛网下方的

筛架上设置有收集小石块、土渣、花生碎半的收集口。

[0009] 作为优选，还包括用于将瘪果破壁的二次破壁输送系统，二次破壁输送系统包括：

输送装置和小型滚式花生脱粒机，小型滚式花生脱粒机安装在主架体顶部靠近揉搓破壁室

的位置，输送装置用于将比重分离装置卧式上吸风机吸取的花生杆、瘪果输送至小型滚式

花生脱粒机内或者揉搓破壁室内进行二次破壁。

[0010] 作为优选，输送装置包括：立式管道、设置在立式管道内部的链条式传送带、均布

设置在链条式传送带上的铲料碗，铲料碗用于铲取花生杆和瘪果，链条式传送带通过第五

驱动电机带动，立式管道位于顶部设置有倾斜向下的瘪果出料通道，瘪果出料通道上开设

有与小型滚式花生脱粒机连通到第一出料口和与揉搓破壁室连通的第二出料口，小型滚式

花生脱粒机的碾压辊与侧壁配合对瘪果进行破壁。

[0011] 作为优选，驱动机构包括：第三驱动电机、第一传动皮带、第二传送皮带、第三传送

皮带、第二传送轮、第三传送轮、第四传送轮、传送链条和传送链轮，第二传送轮、第三传送

轮、第四传送轮分别转动连接在主架体的一侧，第三驱动电机通过第一传动皮带带动第二

传送轮，第二传送轮与第三传送轮通过第二传送皮带连接，第三传送轮与第四传送轮同轴

转动，第四传送轮与传送链轮通过传送链条连接，传送链轮通过传动机构(曲柄连杆机构)

带动揉搓格栅往复运动，第一传送轮通过第三传送皮带与第二传送轮、或者第三传送轮、或

者第四传送轮、或者第三传送轮的传动轴连接。

[0012]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及积极效果是：

[0013] 1、本实用新型的比重分离机构采用在振动筛的下侧增加起到推力效果的下吹式

风机，下吹式风机辅助振动筛和卧式上吸风机将轻杂质(花生叶/碎花生壳/碎花生秧等)吸

走排除，由于振动筛震动时花生果和杂质不断震荡，位于下方的下风机增强杂质的向上惯

性，使得上风机可轻松的吸走排出轻杂质，重杂质经振动筛末端排出，瘪果经振动筛末端进

入二次破壁输送系统进行瘪果脱壳，由于位于下方的下风机存在提升轻杂质向上的惯性，

使得两个风机使用较小能耗，即可满足作业需求，在实际使用时，本申请的下吹式风机

2.2KW、卧式上吸风机7.5KW，总共不到10KW，相对于目前市面上的大型花生脱粒机采用的

15KW的上吸风机，更节约能源，使用较小的风机还具有震动小，噪音小，安全性高的优点。

[0014] 2、本实用新型针对传统风机只用单一的揉搓式(破损率低，但是无法有效对瘪果

脱壳)或者滚筒式脱壳方式(可有效对瘪果脱壳，但是破损率高)，而本申请采用二次脱壳方

式，第一次，使用揉搓式(完成发育良好果实的剥壳作业)，第二次采用滚筒式(完成瘪果的

剥壳作业)，避免良好果实的破损和瘪果无法剥壳的问题，提高产量，降低粮食损耗。

[0015] 3、本实用新型针对传统的大型揉搓式大型脱壳机因为没有上下双风比重装置，为

清理杂质，采用振动筛进行输送剥壳后花生米和杂质进入普通的比重分离装置，而本申请

是采用平板输送带输送剥壳后花生米和杂质进入二次脱壳装置，优点是能耗低，震动小，噪

音小，安全性高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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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6] 通过参考以下结合附图的说明，并且随着对本实用新型的更全面理解，本实用新

型的其它目的及结果将更加明白及易于理解。在附图中：

[0017] 图1为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比重分离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驱动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二次破壁输送系统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成品米传动震动筛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为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集料斗与第一入料口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3] 其中的附图标记包括：主架体1、驱动机构2、第三驱动电机201、第一传动皮带202、

第二传送皮带203、第三传送皮带204、第二传送轮205、第三传送轮206、第四传送轮207、传

送链条208、传送链轮209、第五传送轮210、传动机构3、花生破壳装置4、揉搓破壁室401、入

料架402、送料斗403、集料斗404、第一输送带405、第一传送轮406、比重分离装置5、比重分

离架体501、比重分离架体501、震动筛502、卧式上吸风机503、下吹式风机504、第一驱动电

机505、第二驱动电机506、震动电机507、第一入料口508、第一吸风口509、第一吹风口、成品

米出料口510、重废料出料口511、成品米传动震动筛6、筛架601、可更换筛网602、第四驱动

电机603、二次破壁输送系统7、输送装置701、小型滚式花生脱粒机702、立式管道703、第五

驱动电机704、瘪果出料通道705、成品米输送带8。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在下面的描述中，出于说明的目的，为了提供对一个或多个实施例的全面理解，阐

述了许多具体细节。然而，很明显，也可以在没有这些具体细节的情况下实现这些实施例。

在其它例子中，为了便于描述一个或多个实施例，公知的结构和设备以方框图的形式示出。

[0025] 图1-6示出了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如图1-6所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带有上、下双风向比重分离设备的揉搓式

花生脱粒机，包括：主架体1、安装在主架体1上的驱动机构2、传动机构3、花生破壳装置4、比

重分离装置5、成品米传动震动筛6、二次破壁输送系统7和成品米输送带8，主架体1呈矩形

的框架，驱动机构2安装在主架体1左侧边缘位置的框架上，花生破壳装置4安装在主架体1

的顶面上，传动机构3为曲柄连杆机构，驱动机构2通过曲柄连杆机构带动花生破壳装置4对

花生果进行研磨破壁，比重分离装置5安装在花生破壳装置4下方靠近二次破壁输送系统7

的一侧，二次破壁输送系统7安装在主架体1右侧边缘位置的框架上，成品米传动震动筛6设

置在花生破壳装置4下方的主架体1上并与比重分离装置5对接，成品米输送带8设置在成品

米传动震动筛6远离比重分离装置5的一侧并与成品米输送带8对接。

[0027] 参阅图2，比重分离装置5包括：比重分离架体501、安装在比重分离架体501上的震

动筛502、卧式上吸风机503、下吹式风机504、第一驱动电机505、第二驱动电机506和震动电

机507，震动筛502安装在比重分离架体501的中间位置，在震动筛502顶面上开设有第一入

料口508，第一入料口508呈上大下小的斗形，用于与花生破壳装置4的集料斗对接，在震动

筛502顶面上还开设有第一吸风口509，第一吸风口509与安装在比重分离架体501顶部的卧

式上吸风机503连通，卧式上吸风机503与第一驱动电机505通过皮带驱动，第一驱动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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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安装在比重分离架体501靠近顶部的右侧，震动筛502的底部开设有与下吹式风机504连

通的第一吹风口，下吹式风机504安装在震动筛502的底部，第二驱动电机506和震动电机

507安装在比重分离架体501的左侧，第二驱动电机506通过皮带带动下吹式风机504，震动

电机507通过皮带带动震动筛502，震动筛502的筛网上方的筛盖呈上小下大，震动筛502呈

左高、右底的倾斜状，震动筛的右侧开设有重废料出料口511，震动筛的左侧开设有成品米

出料口510。

[0028] 参阅图1，本实施例中的花生破壳装置4安装在主架体1的顶部位置，花生破壳装置

4包括：揉搓破壁室401，设置在揉搓破壁室401内部的破壳筛网和设置在破壳筛网上方沿滑

道作往复运动的揉搓格栅，在揉搓格栅上设置有入料架402和设置在入料架402上的送料斗

403，在揉搓筛网下方设有集料斗404，集料斗404与第一入料口508连通；破壳筛网下方设置

有将破碎后的花生运输至集料斗位置的第一输送带405，第一输送带405通过两组第一传送

轮406带动进行转动。

[0029] 参阅图1、图5，本实施例的成品米传动震动筛6用于对比重分离装置筛分5的成品

米进行输送及筛分，成品米传动震动筛6包括：筛架601、可更换筛网602和驱动筛架601的第

四驱动电机603，可更换筛网602安装在筛架601的上端面上，针对不同尺寸的花生米选取对

应目数的筛网，可更换筛网602与筛架601的顶面通过螺栓连接，以方便更换筛网，可更换筛

网602的一端与成品米出料口510对接，可更换筛网602的另一端与成品米输送带8对接，成

品米输送带8用于将成品米输送到装袋口处，可更换筛网下方的筛架上设置有收集小石块、

土渣、花生碎半的收集箱，收集箱底部开设有收集口。

[0030] 参阅图1、图4，本实施例的二次破壁输送系统7用于将瘪果破壁，二次破壁输送系

统7包括：输送装置701和小型滚式花生脱粒机702，小型滚式花生脱粒机702安装在主架体1

顶部靠近揉搓破壁室401的位置，输送装置701用于将比重分离装置5的卧式上吸风机503吸

取的花生杆、瘪果输送至小型滚式花生脱粒机702内或者揉搓破壁室401内进行二次破壁；

输送装置701包括：立式管道703、设置在立式管道703内部的链条式传送带、均布设置在链

条式传送带上的铲料碗，铲料碗用于铲取花生杆和瘪果，链条式传送带通过第五驱动电机

704带动，立式管道703位于顶部设置有倾斜向下的瘪果出料通道705，瘪果出料通道705上

开设有与小型滚式花生脱粒机702连通到第一出料口和与揉搓破壁室401连通的第二出料

口，小型滚式花生脱粒机702的碾压辊与侧壁配合对瘪果进行破壁。

[0031] 参阅图1、图3，本实施例的驱动机构2包括：第三驱动电机201、第一传动皮带202、

第二传送皮带203、第三传送皮带204、第二传送轮205、第三传送轮206、第四传送轮207、第

五传送轮210、传送链条208和传送链轮209，第二传送轮205、第三传送轮206、第四传送轮

207分别转动连接在主架体1的左侧，第三驱动电机201安装在靠近主架体1上，第三驱动电

机201通过第一传动皮带202带动第二传送轮205，第二传送轮205与第五传送轮210同轴转

动，第五传送轮210与第三传送轮206通过第二传送皮带203连接，第三传送轮206与第四传

送轮207同轴转动，第四传送轮207与传送链轮209通过传送链条208连接，传送链轮209通过

传动机构3的曲柄连杆机构带动揉搓格栅往复运动，第一传送轮406通过第三传送皮带204

与第三传送轮206连接。

[0032] 工作原理：将花生果输送至主架体1顶部的送料斗403内，送料斗403通过左右两侧

的出料口将花生果输送至花生破壳装置4的揉搓破壁室401内。驱动机构2通过传动机构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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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柄连杆机构带动揉搓破壁室401内的揉搓格栅在揉搓筛网上往复揉搓花生果进行破壁，

经过破壁的花生粒和其他杂质经过位于揉搓筛网下方的第一输送带405传送至集料斗404

处；花生粒和其他杂质经过集料斗404处落入比重分离装置5内进行杂质分离。

[0033] 比重分离装置5的分离原理为集料斗404内的花生粒和其他杂质落入比重分离装

置5的第一入料口508内，花生粒和其他杂质通过第一入料口508落入震动筛502的筛网上，

震动电机507带动筛网在比重分离架体501上震动对花生粒和土粒、小石子进行比重分离，

震动筛502下方的下吹式风机504辅助振动筛502和卧式上吸风机503将轻杂质(花生叶/碎

花生壳/碎花生秧等)吸走排除，由于振动筛502震动时花生果和杂质不断震荡，位于下方的

下吹式风机504增强杂质的向上惯性，使得卧式上吸风机503可轻松的吸走排出轻杂质，重

杂质经振动筛502末端排出，瘪果进入二次破壁输送系统7进行瘪果脱壳，由于位于下方的

下吹式风机504存在提升轻杂质向上的惯性，使得两个风机使用较小能耗，即可满足作业需

求，在实际使用时，本申请的下吹式风机2.2KW、卧式上吸风机7.5KW，总共不到10KW。

[0034] 瘪果进入二次破壁输送系统7进行瘪果脱壳的工作原理：瘪果通过链条式传送带

上的铲料碗带到位于主架体1顶部位置的小型滚式花生脱粒机702内，小型滚式花生脱粒机

702对瘪果进行二次破壁，破壁后的花生粒和杂质经过小型滚式花生脱粒机702底部的出料

口进入比重分离装置5进行比重分离，其中小型滚式花生脱粒机702底部的出料口与集料斗

404共用一个出料通道。

[0035] 以上，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

换，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以权利要求的

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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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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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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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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