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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一体化猕猴桃切片装置，包

括支撑架、设置在支撑架上的固定旋转机构、去

皮机构、去顶皮机构和去把切片机构；所述支撑

架为双层结构，包括支架底板和支撑板，支架底

板和支撑板之间通过若干支撑脚连接；所述固定

旋转机构包括底座、旋转立柱和十字转轴，底座

设置在支架底板中央，底座通过其上端中央的旋

转立柱连接十字转轴，十字转轴的四个端头均通

过转轴设置有插定刀片；本发明在现有机械自动

化去皮、自动化切片的基础上，增加了自动化去

把功能，符合了自动化发展趋势，降低了生产成

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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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体化猕猴桃切片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撑架、设置在支撑架上的固定旋转机

构、去皮机构、去顶皮机构和去把切片机构；所述支撑架为双层结构，包括支架底板和支撑

板，支架底板和支撑板之间通过若干支撑脚连接；所述固定旋转机构包括底座、旋转立柱和

十字转轴，底座设置在支架底板中央，底座通过其上端中央的旋转立柱连接十字转轴，十字

转轴的四个端头均通过转轴设置有插定刀片；所述支撑板中部开口，十字转轴伸出所述开

口与支撑板在同一高度，在支撑板上端面90度间隔设置去皮机构、去顶皮机构和去把切片

机构；所述去皮机构包括旋转顶定机构和设置在旋转顶定机构一侧的伸缩去皮刀片机构；

所述去顶皮机构包括去顶皮刀片驱动机构和设置在去顶皮刀片驱动机构端头的去顶皮刀

片；所述去把切片机构包括去把单元和切片单元，所述去把单元包括去把旋转顶定机构和

伸缩去把刀片机构，去把刀片机构设置在十字转轴斜下方；所述切片单元包括切片刀格和

切片推板机构，切片推板机构设置在去把单元的一侧，切片刀格设置在去把单元的另一侧

与所述切片推板机构正对；

所述支撑板上设置三组安装槽，所述去皮机构、去顶皮机构和去把切片机构分别设置

在三组安装槽内；

所述旋转顶定机构包括第一旋转缸和去皮动力电机，第一旋转缸和去皮动力电机之间

通过伸缩轴连接，所述去皮动力电机的输出轴上设置顶定叉；所述伸缩去皮刀片机构包括

去皮缸和去皮刀片，去皮缸和去皮刀片之间通过伸缩轴连接；

所述去顶皮刀片驱动机构包括去顶皮缸和去顶皮动力电机，去顶皮缸和去顶皮动力电

机之间通过伸缩轴连接，所述去顶皮刀片设置在去顶皮动力电机的输出轴上；

所述去把旋转顶定机构包括第二旋转缸和去把动力电机，第二旋转缸和去把动力电机

之间通过伸缩轴连接，所述去把动力电机的输出轴上设置顶定叉；所述去把刀片机构包括

去把缸和去把刀片，去把缸和去把刀片之间通过伸缩轴连接，去把刀片斜向上设置；

所述切片推板机构包括切片缸和切片推板，切片缸和切片推板之间通过伸缩轴连接，

所述切片刀格包括长方体的外壳和纵向设置在外壳内的若干组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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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猕猴桃切片装置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属于水果的加工装置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一体化猕猴桃切片装置。

[0003] 背景技术：

[0004]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发展，在健康养生方面投入越来越多。水果有着较高的

营养价值，受到人们广泛的欢迎。猕猴桃质地柔软、口感酸甜，具有很高的营养、医疗、保健、

观赏等价值，但由于产地过于集中，不便于长期储存，贮藏保鲜技术尚不完善等缺陷制约了

猕猴桃的消费。近年来，人们将水果制作成各种各样的果脯，猕猴桃果脯已得到越来越多消

费者的青睐。目前在猕猴桃果脯生产过程中，大多数企业仍采用手工去皮、手工切片、热风

干燥等传统加工工艺，不仅自动化程度低，加工效率低，而且全程人工直接触碰到猕猴桃不

符合人们对食品营养、健康、安全的需求。

[0005] 在我国目前猕猴桃生产基地中，有少量大型加工过程是应用机械进行去皮处理，

随后继续使用另外专有切片机械进行切片工作，这样将去皮与切片分开进行，处理过程较

为不便，且成本较高。市场上已有的机械只能进行其中一道工序，对于市场而言缺少机械可

以将猕猴桃制作果脯的加工工艺一体化，使加工过程自动一体化，节省劳动力，提高加工效

率。

[0006]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提出一种一体化猕猴桃切片装置，以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去皮不彻底，去

皮切片无法一体完成等问题。

[0008] 为达到本发明的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9] 一体化猕猴桃切片装置，包括支撑架、设置在支撑架上的固定旋转机构、去皮机

构、去顶皮机构和去把切片机构；所述支撑架为双层结构，包括支架底板和支撑板，支架底

板和支撑板之间通过若干支撑脚连接；所述固定旋转机构包括底座、旋转立柱和十字转轴，

底座设置在支架底板中央，底座通过其上端中央的旋转立柱连接十字转轴，十字转轴的四

个端头均通过转轴设置有插定刀片；所述支撑板中部开口，十字转轴伸出所述开口与支撑

板在同一高度，在支撑板上端面90度间隔设置去皮机构、去顶皮机构和去把切片机构；所述

去皮机构包括旋转顶定机构和设置在旋转顶定机构一侧的伸缩去皮刀片机构；所述去顶皮

机构包括去顶皮刀片驱动机构和设置在去顶皮刀片驱动机构端头的去顶皮刀片；所述去把

切片机构包括去把单元和切片单元，所述去把单元包括去把旋转顶定机构和伸缩去把刀片

机构，去把刀片机构设置在十字转轴斜下方；所述切片单元包括切片刀格和切片推板机构，

切片推板机构设置在去把单元的一侧，切片刀格设置在去把单元的另一侧与所述切片推板

机构正对。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支撑板上设置三组安装槽，所述去皮机构、去顶皮机构和去把切片

机构分别设置在三组安装槽内。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旋转顶定机构包括第一旋转缸和去皮动力电机，第一旋转缸和去

皮动力电机之间通过伸缩轴连接，所述去皮动力电机的输出轴上设置顶定叉；所述伸缩去

皮刀片机构包括去皮缸和去皮刀片，去皮缸和去皮刀片之间通过伸缩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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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的，所述去顶皮刀片驱动机构包括去顶皮缸和去顶皮动力电机，去顶皮缸

和去顶皮动力电机之间通过伸缩轴连接，所述去顶皮刀片设置在去顶皮动力电机的输出轴

上。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去把旋转顶定机构包括第二旋转缸和去把动力电机，第二旋转缸

和去把动力电机之间通过伸缩轴连接，所述去把动力电机的输出轴上设置顶定叉；所述去

把刀片机构包括去把缸和去把刀片，去把缸和去把刀片之间通过伸缩轴连接，去把刀片斜

向上设置。

[0014] 进一步的，所述切片推板机构包括切片缸和切片推板，切片缸和切片推板之间通

过伸缩轴连接，所述切片刀格包括长方体的外壳和纵向设置在外壳内的若干组刀片。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是：

[0016] 1.本发明在现有机械自动化去皮、自动化切片的基础上，增加了自动化去把功能，

符合了自动化发展趋势；

[0017] 2 .本发明将去皮、去把、切片过程进行一体化，应用一台机械来进行这些加工工

作，避免了人工加工过程中直接接触猕猴桃，减少了对人工劳动力的需求，降低了生产成

本；

[0018] 3.通过生产效率的计算，本发明每分钟能处理20个猕猴桃，相比于人工每分钟加

工4个，现有机械每分钟加工7个，该机械的加工效率平均每分钟提高了3.6倍。

[0019]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支撑架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去皮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去顶皮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发明去把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为本发明切片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中，1-支撑架，2-固定旋转机构，3-去皮机构，4-去顶皮机构，5-去把切片机构，

6-支架底板，7-支撑板，8-支撑脚，9-底座，10-旋转立柱，11-十字转轴，12-插定刀片，13-第

一旋转缸，14-去皮动力电机，15-顶定叉，16-去皮缸，17-去皮刀片，18-去顶皮缸，19-去顶

皮动力电机，20-去顶皮刀片，21-第二旋转缸，22-去把动力电机，23-去把缸，24-去把刀片，

25-切片缸，26-切片推板，27-切片刀格，28-安装槽。

[0027]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将通过具体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详细地描述。

[0029] 一体化猕猴桃切片装置，包括支撑架1、设置在支撑架1上的固定旋转机构2、去皮

机构3、去顶皮机构4和去把切片机构5；所述支撑架1为双层结构，包括支架底板6和支撑板

7，支架底板6和支撑板7之间通过若干支撑脚8连接；所述固定旋转机构2包括底座9、旋转立

柱10和十字转轴11，底座9设置在支架底板9中央，底座9通过其上端中央的旋转立柱10连接

十字转轴11，十字转轴11的四个端头均通过转轴或轴承设置有插定刀片12；所述支撑板7中

部开口，十字转轴11伸出所述开口与支撑板7在同一高度，在支撑板7上端面90度间隔设置

去皮机构3、去顶皮机构4和去把切片机构5；所述去皮机构3包括旋转顶定机构和设置在旋

转顶定机构一侧的伸缩去皮刀片机构；所述去顶皮机构4包括去顶皮刀片驱动机构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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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顶皮刀片驱动机构端头的去顶皮刀片20；所述去把切片机构5包括去把单元和切片单

元，所述去把单元包括去把旋转顶定机构和伸缩去把刀片机构，去把刀片机构设置在十字

转轴11斜下方；所述切片单元包括切片刀格27和切片推板机构，切片推板机构设置在去把

旋转顶定机构的一侧，切片刀格27设置在去把旋转顶定机构的另一侧与所述切片推板机构

正对。

[0030] 支撑板7上设置三组安装槽28，所述去皮机构3、去顶皮机构4和去把切片机构5分

别设置在三组安装槽12内。

[0031] 旋转顶定机构包括第一旋转缸13和去皮动力电机14，第一旋转缸13和去皮动力电

机14之间通过伸缩轴连接，所述去皮动力电机14的输出轴上设置顶定叉15；所述伸缩去皮

刀片机构包括去皮缸16和去皮刀片17，去皮缸16和去皮刀片17之间通过伸缩轴连接。

[0032] 去顶皮刀片驱动机构包括去顶皮缸18和去顶皮动力电机19，去顶皮缸18和去顶皮

动力电机19之间通过伸缩轴连接，所述去顶皮刀片20设置在去顶皮动力电机19的输出轴

上。

[0033] 去把旋转顶定机构包括第二旋转缸21和去把动力电机22，第二旋转缸21和去把动

力电机22之间通过伸缩轴连接，所述去把动力电机22的输出轴上设置顶定叉15；所述去把

刀片机构包括去把缸23和去把刀片24，去把缸23和去把刀片24之间通过伸缩轴连接，去把

刀片24斜向上设置。

[0034] 切片推板机构包括切片缸25和切片推板26，切片缸25和切片推板26之间通过伸缩

轴连接，所述切片刀格27包括长方体的外壳和纵向设置在外壳内的若干组刀片。

[0035] 下面介绍本发明的使用过程：

[0036] 本发明在使用时，将猕猴桃无把的一端插装在十字转轴11的一个臂上，猕猴桃通

过插定刀片12固定，固定旋转机构2的底座9内设置主电机，主电机带动十字转轴11旋转90

度，猕猴桃转至去皮机构3位置，第一旋转缸13带动去皮动力电机14向前运动，当去皮动力

电机14前端的顶定叉15插入猕猴桃有把一端时，皮动力电机14带动猕猴桃开始转动，去皮

缸16带动去皮刀片17做调整以和猕猴桃表面接触开始去皮，皮缸16同时带动去皮刀片17前

后伸缩运动从而将猕猴桃表面皮削净，当去皮结束后，第一旋转缸13和去皮缸16恢复原位。

底座9内的主电机继续转动，猕猴桃转至去顶皮机构4，去顶皮缸18带动去顶皮动力电机19

向前运动，去顶皮刀片20转动对猕猴桃有把一端的皮进行切削，猕猴桃顶部的皮被彻底去

掉。底座9内的主电机继续转动，猕猴桃转至去把切片机构5，首先，去把单元开始工作，第二

旋转缸21带动去把动力电机22向前进给运动通过顶定叉15将猕猴桃插紧，去把动力电机22

带动猕猴桃旋转，与此同时，去把缸23带动去把刀片24斜向上插入旋转的猕猴桃有把一端，

将猕猴桃的把去掉。此时，猕猴桃的去皮工作完成。

[0037] 底座9内设置的主电机停止旋转，第二旋转缸21和去把缸23均后退，第二旋转缸21

后退将去皮后的猕猴桃带到切片单元位置进行切片工作，这时，切片缸25带动切片推板26

前进将桃挡下，第二旋转缸21继续后退与猕猴桃脱离，切片缸25推动猕猴桃向切片刀格27

运动进行切削工作，切片完成后切片缸25恢复原位进行下一桃的处理。

[0038] 本发明装置可以同时进行多个猕猴桃的去皮切片工作，具有很高的工作效率。

[0039] 以上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进行阐述，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并不用以限

制本发明。对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依据本发明的思想，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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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演、变形或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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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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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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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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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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