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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尤其涉及一种水
本发明涉及一种剖腹装置，
产品加工用黄鳝剖腹装置。技术问题是如何设计
一种能够方便人们对黄鳝进行剖腹，
比较省力，
并且能避免手被刀具割伤的水产品加工用黄鳝
剖腹装置。一种水产品加工用黄鳝剖腹装置，
包
括有底座、
放置框、
驱动机构等；
底座顶部右侧固
接有可使黄鳝放置的放置框，
放置框中部设有驱
动机构。本发明通过使黄鳝滑入硬管内，
踩动L型
踏杆，
即可使得切刀向右移动将黄鳝腹部切开，
松开L型踏杆，
切刀也就将黄鳝的内脏刮出，
无需
人手按住黄鳝，
再拿刀具将黄鳝腹部切开，
操作
比较方便、
省力，
并且避免了刀具将手割伤，
通过
压紧机构的作用，
则能避免黄鳝移动导致切刀难
以将其腹部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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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水产品加工用黄鳝剖腹装置，
包括有底座和放置框，
底座顶部右侧固接有可使
黄鳝放置的放置框，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有摆动机构、切割机构和驱动机构，
放置框左侧设
有摆动机构，
摆动机构用于使黄鳝上下摆动，
放置框中部设有驱动机构，
驱动机构用于使摆
动机构运动，
摆动机构与驱动机构连接，
摆动机构上设有切割机构，
切割机构用于将黄鳝剖
腹，
切割机构与驱动机构连接；
摆动机构包括有框体、
硬管、第一扭力弹簧、
软管、第一弹簧、
水平滑块、空心圆柱体和第二弹簧，
放置框外左侧面下部固接有框体，
框体底部为敞口设
置，
框体左侧中部开有起导向作用的开口，
放置框外左侧面下部铰接有可使黄鳝滑入的硬
管，
硬管与放置框的铰接处设有第一扭力弹簧，
硬管底部中间开有导向孔，
导向孔前后两侧
面下部开有水平滑槽，
水平滑槽内滑动式的设有水平滑块，
水平滑块与水平滑槽内滑动配
合，
水平滑块右侧面与水平滑槽右侧面之间连接有第一弹簧，
导向孔内设有空心圆柱体，
空
竖直滑槽与水平滑块内端配合，
前后两侧水
心圆柱体外前后两侧面上部都开有竖直滑槽，
平滑块顶部内侧与水平滑槽顶部之间连接有第二弹簧，
空心圆柱体内与切割机构连接，
放
置框左侧下部连接有软管，
软管与放置框内连通，
软管尾端与硬管右端连接，
软管与硬管内
连通。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产品加工用黄鳝剖腹装置，
其特征在于：
切割机构包括有
固定板、第二扭力弹簧、转轴、L型板、
活动块、第三弹簧、T型接触块、第四弹簧和切刀，
空心
圆柱体内底部转动式的设有转轴，
转轴顶端穿过空心圆柱体顶部中间固接有可将黄鳝剖腹
的切刀，
切刀上部位于硬管内，
转轴下部安装有固定板，
固定板底部与空心圆柱体内底部之
间连接有第二扭力弹簧，
固定板后侧面中部与驱动机构连接，
固定板前侧面上部开有凹槽，
凹槽内滑动式的设有活动块，
活动块后侧面与凹槽后侧面之间连接有第三弹簧，
活动块前
端与空心圆柱体内壁接触，
空心圆柱体左侧上部开有通孔，
通孔内设有与活动块配合的T型
接触块，
T型接触块内左侧面与空心圆柱体外壁之间绕接有第四弹簧，
空心圆柱体外底部中
间固接有L型板。
3 .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水产品加工用黄鳝剖腹装置，
其特征在于：
驱动机构包括有
空心管、L型踏杆、导线轮、第五弹簧、第一拉线和第二拉线，
放置框底部中间嵌入式的连接
有空心管，
空心管内滑动式的设有L型踏杆，
L型踏杆左端连接有第一拉线，
第一拉线尾端穿
过空心圆柱体右侧下部与固定板后侧面中部连接，
空心管内壁后侧上部与放置框外左侧面
上部都安装有导线轮，
开口内右部也安装有导线轮，
L型踏杆顶端连接有第二拉线，
第二拉
线尾端绕过三个导线轮与硬管外顶部左侧连接，
L型踏杆内底部与放置框外底部之间绕接
有第五弹簧。
4 .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水产品加工用黄鳝剖腹装置，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有压紧机
构，
压紧机构包括有接触板、
活动杆、第六弹簧、
滑杆、第七弹簧、
弧形板和水囊，
硬管内顶部
左侧嵌入式的安装有水囊，
硬管上部前后两侧都开有腔体，
腔体位于水囊上方，
硬管前后两
侧上部都均匀间隔的滑动式设有活动杆，
活动杆底端位于腔体内，
活动杆底部中间滑动式
滑杆底端固接有弧形板，
弧形板与水
的设有滑杆，
滑杆顶端与活动杆之间连接有第七弹簧，
囊配合，
活动杆上部与硬管外顶部之间绕接有第六弹簧，
框体内前后两侧面中部都固接有
与活动杆配合的接触板。
5 .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水产品加工用黄鳝剖腹装置，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有推板、
固定杆、第八弹簧和接触杆，
硬管外顶部左侧固接有固定杆，
固定杆位于第二拉线左侧，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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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杆上滑动式的设有推板，
推板底部与硬管外顶部之间连接有第八弹簧，
第八弹簧套在固
定杆上，
推板左端穿过开口，
推板底部右侧固接有接触杆，
接触杆底端与L型板接触。
6 .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水产品加工用黄鳝剖腹装置，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有螺母、
连接杆和搅动杆，
L型踏杆上部开有螺纹，
L型踏杆上部设有螺母，
螺母与螺纹配合，
螺母穿
过空心管，
螺母左右两侧面中部都固接有连接杆，
连接杆尾端固接有可将黄鳝搅动的搅动
杆，
搅动杆与放置框内壁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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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产品加工用黄鳝剖腹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剖腹装置，
尤其涉及一种水产品加工用黄鳝剖腹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黄鳝：
又名鳝鱼。体细长呈蛇形，
体长约20‑70厘米，
最长可达1米。体前圆后部侧
扁，
尾尖细。头长而圆。
口大，
端位，
上颌稍突出，
唇颇发达。上下颌及口盖骨上都有细齿。
眼
小，
为一薄皮所覆盖。头粗尾细，
体表有一层光滑的粘膜保护去，
无鳞，
色泽黄褐色，
体则有
不规则的暗黑斑点，
各鳍不发达基本消失，
全身只有一根三棱刺，
刺少肉厚。
肉嫩味美。
[0003] 水产品的养殖中，
随着水产品的成熟，
人们都会将其打捞起进行处理，
黄鳝则是其
中的一种，
黄鳝的内脏是不可以吃的，
进而黄鳝的处理方式则是用刀具将腹部切开，
再将内
脏取出。
[0004] 目前，
人们都是先将黄鳝甩在地上甩晕，
一只手再抓住黄鳝按在地上，
另一只手用
刀具将黄鳝的腹部切开，
将内脏取出，
如此操作比较麻烦，
并且还比较费力，
由于手需要按
住黄鳝，
刀具移动时容易将手割伤。
[0005] 此外，
由于黄鳝身体很滑，
人们抓黄鳝时难以抓起，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导致工
作效率低。
[0006] 因此，
特别需要一种能够方便人们对黄鳝进行剖腹，
并且将内脏刮出，
比较省力，
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
并且能避免手被刀具割伤的水产品加工用黄鳝剖腹装置，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克服需要人抓住黄鳝按在地上，
再拿刀具将黄鳝腹部切开，
将内脏取出，
操作
比较麻烦，
并且刀具还容易将手割伤的缺点，
技术问题为：
提供一种能够方便人们对黄鳝进
行剖腹，
比较省力，
并且能避免手被刀具割伤的水产品加工用黄鳝剖腹装置。
[0008]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水产品加工用黄鳝剖腹装置，
包括有底座和放置框，
底
座顶部右侧固接有可使黄鳝放置的放置框，
还包括有摆动机构、切割机构和驱动机构，
放置
框左侧设有摆动机构，
摆动机构用于使黄鳝上下摆动，
放置框中部设有驱动机构，
驱动机构
用于使摆动机构运动，
摆动机构与驱动机构连接，
摆动机构上设有切割机构，
切割机构用于
将黄鳝剖腹，
切割机构与驱动机构连接。
[0009] 进一步的，
摆动机构包括有框体、
硬管、第一扭力弹簧、
软管、第一弹簧、
水平滑块、
空心圆柱体和第二弹簧，
放置框外左侧面下部固接有框体，
框体底部为敞口设置，
框体左侧
中部开有起导向作用的开口，
放置框外左侧面下部铰接有可使黄鳝滑入的硬管，
硬管与放
置框的铰接处设有第一扭力弹簧，
硬管底部中间开有导向孔，
导向孔前后两侧面下部开有
水平滑槽，
水平滑槽内滑动式的设有水平滑块，
水平滑块与水平滑槽内滑动配合，
水平滑块
右侧面与水平滑槽右侧面之间连接有第一弹簧，
导向孔内设有空心圆柱体，
空心圆柱体外
竖直滑槽与水平滑块内端配合，
前后两侧水平滑块顶部
前后两侧面上部都开有竖直滑槽，
内侧与水平滑槽顶部之间连接有第二弹簧，
空心圆柱体内与切割机构连接，
放置框左侧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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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连接有软管，
软管与放置框内连通，
软管尾端与硬管右端连接，
软管与硬管内连通。
[0010] 进一步的 ，
切割机构包括有固定板、第二扭力弹簧、转轴、L型板、活动块、第三弹
空心圆柱体内底部转动式的设有转轴，
转轴顶端穿过空心
簧、
T型接触块、第四弹簧和切刀，
圆柱体顶部中间固接有可将黄鳝剖腹的切刀，
切刀上部位于硬管内，
转轴下部安装有固定
板，
固定板底部与空心圆柱体内底部之间连接有第二扭力弹簧，
固定板后侧面中部与驱动
机构连接，
固定板前侧面上部开有凹槽，
凹槽内滑动式的设有活动块，
活动块后侧面与凹槽
后侧面之间连接有第三弹簧，
活动块前端与空心圆柱体内壁接触，
空心圆柱体左侧上部开
有通孔，
通孔内设有与活动块配合的T型接触块，
T型接触块内左侧面与空心圆柱体外壁之
间绕接有第四弹簧，
空心圆柱体外底部中间固接有L型板。
[0011] 进一步的，
驱动机构包括有空心管、L型踏杆、导线轮、第五弹簧、第一拉线和第二
拉线，
放置框底部中间嵌入式的连接有空心管，
空心管内滑动式的设有L型踏杆，
L型踏杆左
端连接有第一拉线，
第一拉线尾端穿过空心圆柱体右侧下部与固定板后侧面中部连接，
空
心管内壁后侧上部与放置框外左侧面上部都安装有导线轮，
开口内右部也安装有导线轮，
L
型踏杆顶端连接有第二拉线，
第二拉线尾端绕过三个导线轮与硬管外顶部左侧连接，
L型踏
杆内底部与放置框外底部之间绕接有第五弹簧。
[0012] 进一步的，
还包括有压紧机构，
压紧机构包括有接触板、
活动杆、第六弹簧、滑杆、
硬管上部前后两侧都开有
第七弹簧、
弧形板和水囊，
硬管内顶部左侧嵌入式的安装有水囊，
腔体，
腔体位于水囊上方，
硬管前后两侧上部都均匀间隔的滑动式设有活动杆，
活动杆底端
位于腔体内，
活动杆底部中间滑动式的设有滑杆，
滑杆顶端与活动杆之间连接有第七弹簧，
滑杆底端固接有弧形板，
弧形板与水囊配合，
活动杆上部与硬管外顶部之间绕接有第六弹
簧，
框体内前后两侧面中部都固接有与活动杆配合的接触板。
[0013] 进一步的，
还包括有推板、
固定杆、第八弹簧和接触杆，
硬管外顶部左侧固接有固
定杆，
固定杆位于第二拉线左侧，
固定杆上滑动式的设有推板，
推板底部与硬管外顶部之间
连接有第八弹簧，
第八弹簧套在固定杆上，
推板左端穿过开口 ，
推板底部右侧固接有接触
杆，
接触杆底端与L型板接触。
[0014] 进一步的，
还包括有螺母、连接杆和搅动杆，
L型踏杆上部开有螺纹，
L型踏杆上部
设有螺母，
螺母与螺纹配合，
螺母穿过空心管，
螺母左右两侧面中部都固接有连接杆，
连接
杆尾端固接有可将黄鳝搅动的搅动杆，
搅动杆与放置框内壁配合。
[0015] 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本发明通过使黄鳝滑入硬管内，
踩动L型踏杆，
即可使得切
刀向右移动将黄鳝腹部切开，
松开L型踏杆，
切刀也就将黄鳝的内脏刮出，
无需人手按住黄
鳝，
再拿刀具将黄鳝腹部切开，
操作比较方便、
省力，
并且避免了刀具将手割伤，
通过压紧机
构的作用，
则能避免黄鳝移动导致切刀难以将其腹部切开。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A部分的放大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的部分左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的部分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B部分的放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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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6为本发明C部分的放大示意图。
[0022] 附图标记中：
1…底座，
2…放置框，
3…摆动机构，
31…框体，
32…开口，
33…硬管，
34…第一扭力弹簧，
35…软管，
36…导向孔，
37…水平滑槽，
38…第一弹簧，
39…水平滑块，
310…空心圆柱体，
311…竖直滑槽，
312…第二弹簧，
4…切割机构，
41…固定板，
42…第二扭
力弹簧，
43…转轴，
44…L型板，
45…凹槽，
46…活动块，
47…第三弹簧，
48…通孔，
49…T型接
触块，
410…第四弹簧，
411…切刀，
5…驱动机构，
51…空心管，
52…L型踏杆，
53…导线轮，
54…第五弹簧，
55…第一拉线，
56…第二拉线，
6…压紧机构，
61…接触板，
62…腔体，
63…活
动杆，
64…第六弹簧，
65…滑杆，
66…第七弹簧，
67…弧形板，
68…水囊，
7…推板，
8…固定
杆，
9…第八弹簧，
10…接触杆，
11…螺母，
12…连接杆，
13…搅动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
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
步地详细描述。仅此声明，
本发明在文中出现或即将出现的上、
下、左、
右、
前、后、
内、
外等方
位用词，
仅以本发明的附图为基准，
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具体限定。
[0024] 实施例一
[0025] 请参阅图1‑图6，
一种水产品加工用黄鳝剖腹装置，
包括有底座1、
放置框2、
摆动机
底座1顶部右侧固接有可使黄鳝放置的放置框2，
放置框2中部
构3、切割机构4和驱动机构5，
设有驱动机构5，
放置框2左侧下部设有可使黄鳝滑入的摆动机构3，
摆动机构3还与驱动机
构5连接，
摆动机构3上设有可将黄鳝剖腹的切割机构4，
切割机构4与驱动机构5连接。
[0026] 摆动机构3包括有框体31、
硬管33、第一扭力弹簧34、软管35、第一弹簧38、水平滑
块39、
空心圆柱体310和第二弹簧312，
放置框2外左侧面下部固接有框体31，
框体31底部为
敞口设置，
框体31左侧中部开有起导向作用的开口32，
放置框2外左侧面下部铰接有可使黄
鳝滑入的硬管33，
硬管33与放置框2的铰接处设有第一扭力弹簧34，
硬管33底部中间开有导
向孔36，
导向孔36前后两侧面下部开有水平滑槽37，
水平滑槽37内滑动式的设有水平滑块
39，
水平滑块39与水平滑槽37内滑动配合，
水平滑块39右侧面与水平滑槽37右侧面之间连
接有第一弹簧38，
导向孔36内设有空心圆柱体310，
空心圆柱体310外前后两侧面上部都开
有竖直滑槽311，
竖直滑槽311与水平滑块39内端配合，
前后两侧水平滑块39顶部内侧与水
平滑槽37顶部之间连接有第二弹簧312，
空心圆柱体310内与切割机构4连接，
放置框2左侧
下部连接有软管35，
软管35与放置框2内连通，
软管35尾端与硬管33右端连接，
软管35与硬
管33内连通。
[0027]
切割机构4包括有固定板41、第二扭力弹簧42、
转轴43、
L型板44、
活动块46、第三弹
簧47、T型接触块49、第四弹簧410和切刀411，
空心圆柱体310内底部转动式的设有转轴43，
转轴43顶端穿过空心圆柱体310顶部中间固接有可将黄鳝剖腹的切刀411，
切刀411上部位
于硬管33内，
转轴43下部安装有固定板41，
固定板41底部与空心圆柱体310内底部之间连接
有第二扭力弹簧42，
固定板41后侧面中部与驱动机构5连接，
固定板41前侧面上部开有凹槽
45，
凹槽45内滑动式的设有活动块46，
活动块46后侧面与凹槽45后侧面之间连接有第三弹
簧47，
活动块46前端与空心圆柱体310内壁接触，
空心圆柱体310左侧上部开有通孔48，
通孔
48内设有与活动块46配合的T型接触块49，
T型接触块49内左侧面与空心圆柱体310外壁之
间绕接有第四弹簧410，
空心圆柱体310外底部中间固接有L型板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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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机构5包括有空心管51、L型踏杆52、导线轮53、第五弹簧54、第一拉线55和第
二拉线56，
放置框2底部中间嵌入式的连接有空心管51，
空心管51内滑动式的设有L型踏杆
52，
L型踏杆52左端连接有第一拉线55，
第一拉线55尾端穿过空心圆柱体310右侧下部与固
定板41后侧面中部连接，
空心管51内壁后侧上部与放置框2外左侧面上部都安装有导线轮
53，
开口32内右部也安装有导线轮53，
L型踏杆52顶端连接有第二拉线56，
第二拉线56尾端
绕过三个导线轮53与硬管33外顶部左侧连接，
L型踏杆52内底部与放置框2外底部之间绕接
有第五弹簧54。
[0029] 首先操作人员将适量的黄鳝倒入放置框2内，
其中一条黄鳝通过软管35滑入摆动
机构3内，
切割机构4将其黄鳝挡住，
再踩动驱动机构5向下移动，
驱动机构5向下移动带动摆
动机构3向上摆动，
摆动机构3向上摆动避免放置框2内的黄鳝滑出，
同时，
驱动机构5向下移
切割机构4向右移动将黄鳝的腹部切开，
当切割机构4向右移
动还带动切割机构4向右移动，
动至最大行程时，
黄鳝也就被完全剖腹，
继续踩动驱动机构5向下移动，
驱动机构5使得切割
驱动机构5复位使得摆动机构
机构4的切割部件转动九十度，
松开驱动机构5向上移动复位，
3向下摆动复位，
同时，
切割机构4向左移动将黄鳝的内脏刮出掉落，
当切割机构4向左移动
复位时，
切割机构4与摆动机构3接触使得切割部件转动复位，
操作人员即可拉动切割机构4
向下移动使得摆动机构3带动黄鳝向下摆动，
当摆动机构3向下摆动至合适的程度时，
摆动
机构3内的黄鳝和内脏则掉落，
松开切割机构4使得摆动机构3复位，
放置框2内的其中一条
黄鳝再次滑入摆动机构3内，
按上述操作，
即可再次对黄鳝进行剖腹。
[0030] 当操作人员将适量的黄鳝倒入放置框2内时，
其中一条黄鳝通过软管35滑入硬管
第一扭力
33内，
进而操作人员踩动驱动机构5向下移动时，
驱动机构5带动硬管33向上摆动，
弹簧34压缩，
硬管33向上摆动使得软管35被折叠，
也就避免了放置框2剩余的黄鳝滑入硬管
33内，
硬管33向上摆动时，
驱动机构5还带动切割机构4向右移动，
切割机构4向右移动带动
空心圆柱体310向右移动，
空心圆柱体310向右移动带动水平滑块39向右移动，
第一弹簧38
压缩，
当空心圆柱体310向右移动至最大行程时，
切割机构4也就将黄鳝完全剖腹了，
松开驱
动机构5，
因第一扭力弹簧34的作用，
硬管33向下摆动复位，
同时，
因第一弹簧38的作用，
水
平滑块39向左移动带动空心圆柱体310向左移动，
也就带动切割机构4向左移动将黄鳝的内
脏刮出，
切割机构4向左移动复位时，
切割机构4与硬管33接触使得切割部件复位，
再拉动切
割机构4向下移动，
切割机构4向下移动带动空心圆柱体310向下移动，
第二弹簧312压缩，
空
心圆柱体310向下移动带动切割机构4向下移动不将黄鳝挡住，
空心圆柱体310向下移动还
带动硬管33向下摆动，
第一扭力弹簧34拉伸，
硬管33向下摆动至框体31外时，
硬管33内的黄
鳝则掉落出，
操作人员即可对掉落的黄鳝进行后续处理，
松开切割机构4，
因第一扭力弹簧
34的作用，
硬管33向上摆动通过空心圆柱体310带动切割机构4向上摆动复位，
因第二弹簧
312的作用，
空心圆柱体310向上移动复位。
[0031] 初始时，
第三弹簧47和第四弹簧410为压缩状态，
当黄鳝滑入硬管33内时，
切刀411
进而驱动机构5向下移动时，
驱动机构5带动固定板41向右移动，
固定板41向右
将黄鳝挡住，
移动通过转轴43带动切刀411向右移动，
固定板41还通过转轴43带动空心圆柱体310向右移
动，
空心圆柱体310向右移动带动T型接触块49向右移动，
因第四弹簧410的作用，
T型接触块
49向左移动复位，
切刀411向右移动将黄鳝的腹部切开，
切刀411向右移动至最右端时，
黄鳝
也就完全被剖腹了，
继续踩动驱动机构5向下移动，
驱动机构5带动固定板41正转，
固定板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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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转带动转轴43正转，
第二扭力弹簧42拉伸，
转轴43正转带动切刀411正转，
固定板41正转
还带动活动块46正转，
活动块46正转至九十度后，
因第三弹簧47的作用，
活动块46向左移动
第四弹簧410拉伸，
进而当操作人员松
插入通孔48内，
活动块46推动T型接触块49向左移动，
开驱动机构5时，
硬管33向下摆动复位，
因第一弹簧38的作用，
水平滑块39向左移动带动空
心圆柱体310向左移动，
空心圆柱体310向左移动通过转轴43带动切刀411向左移动，
由于切
刀411转动了九十度，
切刀411向左移动将黄鳝的内脏从体内刮出，
空心圆柱体310还带动T
型接触块49向左移动，
T型接触块49向左移动与硬管33接触时，
硬管33使得T型接触块49向
右移动，
第四弹簧410压缩，
T型接触块49推动活动块46向右移动与通孔48脱离，
第三弹簧47
压缩，
因第二扭力弹簧42的作用，
转轴43反转带动固定板41反转，
固定板41反转带动活动块
46反转复位，
同时，
转轴43还带动切刀411反转复位，
即可拉动L型板44向下移动，
L型板44向
下移动带动空心圆柱体310向下移动，
也就带动切刀411向下移动不将黄鳝挡住，
黄鳝则从
硬管33内掉落出，
松开L型板44使得空心圆柱体310复位即可。
[0032] 当黄鳝滑入硬管33内时 ，
操作人员即可踩动L型踏杆52向下移动，
第五弹簧54拉
伸，
L型踏杆52向下移动通过第二拉线56带动硬管33向上摆动，
也是使得硬管33带动黄鳝向
上摆动，
同时，
L型踏杆52还通过第一拉线55带动固定板41向右移动，
也就使得切刀411向右
移动将黄鳝腹部切开，
当切刀411向右移动至最右端时，
继续踩动L型踏杆52向下移动使得
切刀411正转，
即可松开L型踏杆52，
因第五弹簧54的作用，
L型踏杆52向上移动复位，
第一拉
线55被放松，
切刀411向左移动将黄鳝的内脏刮出，
第二拉线56也被放松，
因第一扭力弹簧
34的作用，
硬管33向下摆动复位。
[0033] 实施例二
[0034] 在实施例一的基础上，
请参阅图1和图3，
还包括有压紧机构6，
压紧机构6包括有接
弧形板67和水囊68，
硬管33内顶部左
触板61、
活动杆63、第六弹簧64、滑杆65、第七弹簧66、
侧嵌入式的安装有水囊68，
硬管33上部前后两侧都开有腔体62，
腔体62位于水囊68上方，
硬
管33前后两侧上部都均匀间隔的滑动式设有活动杆63，
活动杆63底端位于腔体62内，
活动
杆63底部中间滑动式的设有滑杆65，
滑杆65顶端与活动杆63之间连接有第七弹簧66，
滑杆
65底端固接有弧形板67，
弧形板67与水囊68配合，
活动杆63上部与硬管33外顶部之间绕接
有第六弹簧64，
框体31内前后两侧面中部都固接有与活动杆63配合的接触板61。
[0035] 当操作人员踩动L型踏杆52向下移动时，
硬管33向上摆动还带动活动杆63向上摆
动，
活动杆63向上摆动与接触板61接触时，
接触板61使得活动杆63向内移动，
第六弹簧64压
缩，
活动杆63向内移动带动滑杆65向内移动，
滑杆65向内移动带动弧形板67向内移动，
弧形
板67向内移动对水囊68进行挤压使其膨胀，
水囊68膨胀将黄鳝压紧。当黄鳝腹部被切开后，
硬管33向下摆动复位，
活动杆63不与接触板61接触，
因第六弹簧64的作用，
活动杆63向外移
动通过滑杆65带动弧形板67向外摆动复位，
水囊68也就复位。如此，
则能避免黄鳝移动导致
切刀411难以将其腹部切开。
[0036] 实施例三
[0037] 在实施例一和实施例二的基础上，
请参阅图1和图5，
还包括有推板7、
固定杆8、第
八弹簧9和接触杆10，
硬管33外顶部左侧固接有固定杆8，
固定杆8位于第二拉线56左侧，
固
定杆8上滑动式的设有推板7，
推板7底部与硬管33外顶部之间连接有第八弹簧9，
第八弹簧9
套在固定杆8上，
推板7左端穿过开口32，
推板7底部右侧固接有接触杆10，
接触杆10底端与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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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板44接触。
[0038] 还包括有螺母11、
连接杆12和搅动杆13，
L型踏杆52上部开有螺纹，
L型踏杆52上部
设有螺母11，
螺母11与螺纹配合，
螺母11穿过空心管51，
螺母11左右两侧面中部都固接有连
接杆12，
连接杆12尾端固接有可将黄鳝搅动的搅动杆13，
搅动杆13与放置框2内壁配合。
[0039] 当黄鳝腹部被切开，
且硬管33复位时，
操作人员即可推动推板7向下摆动，
第八弹
簧9压缩，
推板7向下摆动带动接触杆10向下摆动，
接触杆10向下移动带动L型板44向下摆
动，
也就使得硬管33向下摆动，
硬管33向下摆动至框体31外时，
停止推动推板7，
黄鳝从硬管
33内掉落出，
松开推板7，
因第八弹簧9的作用，
推板7向上摆动带动接触杆10向上摆动复位，
因第一扭力弹簧34的作用，
硬管33向上摆动复位。如此，
可避免黄鳝的血掉落至人的手上导
致人们不舒服。
[0040] 当操作人员踩动L型踏杆52向下移动，
L型踏杆52向下移动通过螺纹带动螺母11转
动，
螺母11转动通过连接杆12带动搅动杆13转动，
搅动杆13转动对黄鳝进行搅动，
同理，
L型
可避免黄鳝滞留不滑入
踏杆52向上移动复位时，
搅动杆13也会转动对黄鳝进行搅动。如此，
硬管33内。
[0041] 以上结合具体实施例描述了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原理。
这些描述只是为了解释本
发明实施例的原理，
而不能以任何方式解释为对本发明实施例保护范围的限制。基于此处
的解释，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不需要付出创造性的劳动即可联想到本发明实施例的其它具体
实施方式，
这些方式都将落入本发明实施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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