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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去除种籽中杂质的清理部件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去除种籽中杂质的清理

部件，包括种籽收纳装置、筛选部件、出料口、驱

动装置，所述种籽收纳装置呈斗状，所述筛选部

件呈斗状，所述筛选部件设置在种籽收纳装置内

部，所述出料口设置在种籽收纳装置的下侧，所

述驱动装置设置在种籽收纳装置的底部，并且所

述驱动装置穿过种籽收纳装置的底部与筛选部

件连接，所述驱动装置用于驱动筛选部件绕底部

中心作水平旋转。本实用新型通过筛选部件、驱

动装置和种籽收纳装置，不仅扩充了除杂装置的

功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出油率，减少了

劣质种籽进入压榨程序的机会，还能够同时除去

砂石、劣质种籽以及茎叶等不同类型的种籽，提

高了除杂效率和除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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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去除种籽中杂质的清理部件，其特征在于，包括种籽收纳装置(3)、筛选部件、出料口

(6)、驱动装置，所述种籽收纳装置(3)呈斗状，所述筛选部件呈斗状，所述筛选部件设置在

种籽收纳装置(3)内部，所述出料口(6)设置在种籽收纳装置(3)的下侧，所述驱动装置设置

在种籽收纳装置(3)的底部，并且所述驱动装置穿过种籽收纳装置(3)的底部与筛选部件连

接，所述驱动装置用于驱动筛选部件绕底部中心作水平旋转；所述筛选部件包括上部防漏

层(41)、上部筛选层(42)、中部筛选层(43)、下部筛选层(44)，所述上部筛选层(42)、中部筛

选层(43)、下部筛选层(44)由上至下依次连接形成斗状，其中下部筛选层(44)为斗状的底

部，所述上部筛选层(42)为斗状的顶部，所述上部防漏层(41)为正圆台型，所述上部防漏层

(41)的下侧与上部筛选层(42)的上侧连接；所述上部筛选层(42)的侧壁倾角、中部筛选层

(43)的侧壁倾角、下部筛选层(44)的侧壁倾角逐渐减小；在上部防漏层(41)、上部筛选层

(42)、中部筛选层(43)、下部筛选层(44)之间的连接的位置设置有一圈均匀的小孔，小孔为

种籽出口(5)；所述种籽收纳装置(3)的最高处高于筛选部件的最高处；在筛选部件的上侧

设置有进料储存箱(1)，在进料储存箱(1)的正下方且在筛选部件的正上方设置有进料口

(2)，进料口(2)与进料储存箱(1)的下侧；还包括鼓风机(8)和鼓风通道(9)，所述进料口(2)

和鼓风通道(9)均为硬质管道，所述鼓风通道(9)从进料口(2)的一侧穿入再从进料口(2)的

对侧穿出；所述鼓风机(8)连接在鼓风通道(9)的一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去除种籽中杂质的清理部件，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装置包括

基台(71)、从动轴(72)、皮带(73)、主动轴(74)、电机(75)，所述从动轴(72)的上端穿过种籽

收纳装置(3)与筛选部件的底部连接，所述从动轴(72)的下端与基台(71)连接，所述基台

(71)放置在地面上，所述主动轴(74)的一端连接电机(75)，所述从动轴(72)和主动轴(74)

通过皮带(73)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去除种籽中杂质的清理部件，其特征在于，所述上部筛选层

(42)的侧壁倾角的范围为51°～65°，中部筛选层(43)的侧壁倾角的范围为31°～50°，下部

筛选层(44)的侧壁倾角的范围为10°～3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去除种籽中杂质的清理部件，其特征在于，所述上部筛选层

(42)的侧壁倾角为55°，中部筛选层(43)的侧壁倾角为35°，下部筛选层(44)的侧壁倾角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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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种籽中杂质的清理部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除杂装置，具体涉及去除种籽中杂质的清理部件。

背景技术

[0002] 油用牡丹是指籽实产量高、含油量高、有效成分高的牡丹品种类型。牡丹属芍药科

芍药属牡丹组植物，全世界野生牡丹共有9个种，且全部分布在中国。据不完全统计，当今全

世界共有栽培牡丹品种约2000种，其中100多种有一定的结实能力，但用于油用牡丹栽培的

主要是凤丹牡丹和紫斑牡丹两大类型。牡丹文化底蕴深厚，花可观赏、根可医病、籽可榨油，

在生物世界中有其特殊的位置。

[0003] 牡丹籽生长期大约100天左右，传统的、适宜的采摘期为果实由绿转为黄褐色时才

可采收，一般大约在大暑节气的前后。因此广大种植户要遵守自然规律，视果实成熟情况适

时采收。如果采收过早尚未成熟，不仅种子的出苗率和出油率低，且水份多、并且不易贮存，

容易发生霉变。种籽在收获、晾晒、包装、运输、贮藏中，难免会混进沙石、泥土、茎叶和其他

杂物。除杂提高油的品质和出油率，减轻设备磨损、提高产量和降低能耗。现有的牡丹种籽

除杂设备较复杂，除杂率不高，最重要的是现有的除杂设备通过大小进行筛选，而有的种籽

是坏的却不能将其筛选出来，使出油率降低。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目的在于提供去除种籽中杂质的清理部件，

太高除杂效率，提高种籽的出油率。

[0005] 本实用新型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

[0006] 去除种籽中杂质的清理部件，包括种籽收纳装置、筛选部件、出料口、驱动装置，所

述种籽收纳装置呈斗状，所述筛选部件呈斗状，所述筛选部件设置在种籽收纳装置内部，所

述出料口设置在种籽收纳装置的下侧，所述驱动装置设置在种籽收纳装置的底部，并且所

述驱动装置穿过种籽收纳装置的底部与筛选部件连接，所述驱动装置用于驱动筛选部件绕

底部中心作水平旋转；所述筛选部件包括上部防漏层、上部筛选层、中部筛选层、下部筛选

层，所述上部筛选层、中部筛选层、下部筛选层由上至下依次连接形成斗状，其中下部筛选

层为斗状的底部，所述上部筛选层为斗状的顶部，所述上部防漏层为正圆台型，所述上部防

漏层的下侧与上部筛选层的上侧连接；所述上部筛选层的侧壁倾角、中部筛选层的侧壁倾

角、下部筛选层的侧壁倾角逐渐减小；在上部防漏层、上部筛选层、中部筛选层、下部筛选层

之间的连接的位置设置有一圈均匀的小孔，小孔为种籽出口；所述种籽收纳装置的最高处

高于筛选部件的最高处；在筛选部件的上侧设置有进料储存箱，在进料储存箱的正下方且

在筛选部件的正上方设置有进料口，进料口与进料储存箱的下侧；还包括鼓风机和鼓风通

道，所述进料口和鼓风通道均为硬质管道，所述鼓风通道从进料口的一侧穿入再从进料口

的对侧穿出；所述鼓风机连接在鼓风通道的一端。

[0007] 现有技术中的除杂物质仅仅针对的是种籽中混进的沙石、泥土、茎叶和其他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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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了减小机器设备的磨损。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问题，功能单一，只

能除杂，但是除杂只是减小设备磨损，而产油的种籽难免会有空壳或者坏掉的种籽，这样没

有出油的种籽混在需要压榨的种籽里会减少出油量，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设备的负

担；第二个问题，现有技术中对于砂石、泥土、茎叶这几种不同类型的杂物的处理效率和处

理效果都不太好，砂石、泥土和茎叶这三类不同的杂物有着不同的特点，在很多时候现有技

术中只能同时减少其中一种或者两种杂质。

[0008] 在筛选部件的正上方设置进料储存箱，可以使本实用新型持续对原料种籽进行除

杂，不需要停止驱动装置进行加料，而可以边除去杂质边进行原料的添加，节约了时间以及

机器反复停止启动的次数。鼓风通道穿过进料口，而鼓风机将风鼓入鼓风通道中，当进料储

存箱在通过进料口放原料时，鼓风机吹的风能够将种籽中的灰尘、轻质的茎叶吹入鼓风通

道中的另一端将灰尘或者轻质的茎叶排出，而不用再将茎叶从筛选装置中集中取出。

[0009] 针对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了筛选部件、驱动装置和种籽收纳装置，驱动装置

会驱动筛选部件进行旋转，而筛选部件呈斗状，包括上部防漏层、上部筛选层、中部筛选层

和下部筛选层，其中上部筛选层、中部筛选层和下部筛选层的侧壁倾角逐渐减小，在筛选部

件中放入需要去杂的原料种籽，驱动装置会驱动筛选部件旋转，而种籽也会跟着在筛选部

件内旋转，当旋转到一定速度后，由于侧壁不是竖直的，具有一定的倾角，种籽在离心力的

作用下以及侧壁的倾斜角度下向上移动，可能会依次经过上部筛选层、中部筛选层和下部

筛选层，这里解释为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在上部防漏层、上部筛选层、中部筛选层和下部筛选

层连接处上设置有种籽出口，种籽可以从任意一层的种籽出口中漏出然后进入种籽收纳装

置，种籽收纳装置是不会旋转的，进入种籽收纳装置的种籽落到种籽收纳装置的底部，在一

定量的堆积下会从出料口中流出。在筛选部件旋转的过程中，根据种籽总体的好坏率、饱满

度或者直接是密度对旋转的速度进行选择，在一定的旋转速度下，较轻的茎叶或者砂石以

及空壳不饱满的种籽会处于下部筛选层的中部进行近乎原地位置的转动，因为物质本身较

轻，其离心力不会大于收到的摩擦力，而饱满的种籽会由于离心力大于摩擦力而有向外抛

出的趋势，待到达上部防漏层、上部筛选层、中部筛选层和下部筛选层任意一个有种籽出口

的地方会向外漏出，设置三层的目的在于，种籽出口的数量有限，当越过了第一个种籽出口

的地方，还可以从后遇到的种籽出口漏出；一般情况下，超过种籽体积或者重量的砂石会在

最初收获进行初步筛选时已经被处理，所以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相对与种籽来说重量或体

积较大的砂石。本实用新型通过筛选部件、驱动装置和种籽收纳装置，不仅扩充了除杂装置

的功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出油率，减少了劣质种籽进入压榨程序的机会，还能够同

时除去砂石、劣质种籽以及茎叶等不同类型的种籽，提高了除杂效率和除杂效果。

[0010] 进一步地，驱动装置包括基台、从动轴、皮带、主动轴、电机，所述从动轴的上端穿

过种籽收纳装置与筛选部件的底部连接，所述从动轴的下端与基台连接，所述基台放置在

地面上，所述主动轴的一端连接电机，所述从动轴和主动轴通过皮带连接。

[0011] 采用电机、皮带、从动轴和主动轴可以通过简单常规的方式实现筛选部件的转动，

不需要额外再用专门的旋转装置，本实用新型只要能实现将筛选部件转动的驱动装置都可

以，而电机这一类是成本相对较低的；同时，电机的转动会产生很大的振动，较大的振动不

利于筛选部件的旋转运动，振动较大会造成连接部件(从动轴)的压力，而小振动的电机的

价格昂贵，采用皮带传动可以降低筛选部件振动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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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地，上部筛选层的侧壁倾角的范围为51°～65°，中部筛选层的侧壁倾角的

范围为31°～50°，下部筛选层的侧壁倾角的范围为10°～30°。经过相关的实验正面，上部筛

选层、中部筛选层和下部筛选层在上述三个范围内能实现比现有技术相对较好的除杂效果

以及较高的出油率。

[0013] 进一步地，上部筛选层的侧壁倾角为55°，中部筛选层的侧壁倾角为35°，下部筛选

层的侧壁倾角为15°。而其中上部筛选层、中部筛选层和下部筛选层的角度分别是55°、35°、

15°时产生的除杂效果以及出油率是最高的。

[0014]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的优点和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通过筛选

部件、驱动装置和种籽收纳装置，不仅扩充了除杂装置的功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出

油率，减少了劣质种籽进入压榨程序的机会，还能够同时除去砂石、劣质种籽以及茎叶等不

同类型的种籽，提高了除杂效率和除杂效果。

附图说明

[0015]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进一步理解，构成本申请的一

部分，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限定。在附图中：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17] 附图中标记及对应的零部件名称：

[0018] 1-进料储存箱，2-进料口，3-种籽收纳装置，41-上部防漏层，42-上部筛选层，43-

中部筛选层，44-下部筛选层，5-种籽出口，6-出料口，71-基台，72-从动轴，73-皮带，74-主

动轴，75-电机，8-鼓风机，9-鼓风通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

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的示意性实施方式及其说明仅用于解释本

实用新型，并不作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定。

[0020] 实施例1

[0021] 如图1所示，去除种籽中杂质的清理部件，包括种籽收纳装置3、筛选部件、出料口

6、驱动装置，所述种籽收纳装置3呈斗状，所述筛选部件呈斗状，所述筛选部件设置在种籽

收纳装置3内部，所述出料口6设置在种籽收纳装置3的下侧，所述驱动装置设置在种籽收纳

装置3的底部，并且所述驱动装置穿过种籽收纳装置3的底部与筛选部件连接，所述驱动装

置用于驱动筛选部件绕底部中心作水平旋转；所述筛选部件包括上部防漏层41、上部筛选

层42、中部筛选层43、下部筛选层44，所述上部筛选层42、中部筛选层43、下部筛选层44由上

至下依次连接形成斗状，其中下部筛选层44为斗状的底部，所述上部筛选层42为斗状的顶

部，所述上部防漏层41为正圆台型，所述上部防漏层41的下侧与上部筛选层42的上侧连接；

所述上部筛选层42的侧壁倾角、中部筛选层43的侧壁倾角、下部筛选层44的侧壁倾角逐渐

减小；在上部防漏层41、上部筛选层42、中部筛选层43、下部筛选层44之间的连接的位置设

置有一圈均匀的小孔，小孔为种籽出口5；所述种籽收纳装置3的最高处高于筛选部件的最

高处；在筛选部件的上侧设置有进料储存箱1，在进料储存箱1的正下方且在筛选部件的正

上方设置有进料口2，进料口2与进料储存箱1的下侧；还包括鼓风机8和鼓风通道9，所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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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口2和鼓风通道9均为硬质管道，所述鼓风通道9从进料口2的一侧穿入再从进料口2的对

侧穿出；所述鼓风机8连接在鼓风通道9的一端。

[0022] 驱动装置包括基台71、从动轴72、皮带73、主动轴74、电机75，所述从动轴72的上端

穿过种籽收纳装置3与筛选部件的底部连接，所述从动轴72的下端与基台71连接，所述基台

71放置在地面上，所述主动轴74的一端连接电机75，所述从动轴72和主动轴74通过皮带73

连接。

[0023] 上部筛选层42的侧壁倾角为55°，中部筛选层43的侧壁倾角为35°，下部筛选层44

的侧壁倾角为15°。

[0024] 实施例2

[0025] 去除种籽中杂质的清理部件，包括种籽收纳装置3、筛选部件、出料口6、驱动装置，

所述种籽收纳装置3呈斗状，所述筛选部件呈斗状，所述筛选部件设置在种籽收纳装置3内

部，所述出料口6设置在种籽收纳装置3的下侧，所述驱动装置设置在种籽收纳装置3的底

部，并且所述驱动装置穿过种籽收纳装置3的底部与筛选部件连接，所述驱动装置用于驱动

筛选部件绕底部中心作水平旋转；所述筛选部件包括上部防漏层41、上部筛选层42、中部筛

选层43、下部筛选层44，所述上部筛选层42、中部筛选层43、下部筛选层44由上至下依次连

接形成斗状，其中下部筛选层44为斗状的底部，所述上部筛选层42为斗状的顶部，所述上部

防漏层41为正圆台型，所述上部防漏层41的下侧与上部筛选层42的上侧连接；所述上部筛

选层42的侧壁倾角、中部筛选层43的侧壁倾角、下部筛选层44的侧壁倾角逐渐减小；在上部

防漏层41、上部筛选层42、中部筛选层43、下部筛选层44之间的连接的位置设置有一圈均匀

的小孔，小孔为种籽出口5；所述种籽收纳装置3的最高处高于筛选部件的最高处。

[0026] 在筛选部件的上侧设置有进料储存箱1，在进料储存箱1的正下方且在筛选部件的

正上方设置有进料口2，进料口2与进料储存箱1的下侧；还包括鼓风机8和鼓风通道9，所述

进料口2和鼓风通道9均为硬质管道，所述鼓风通道9从进料口2的一侧穿入再从进料口2的

对侧穿出；所述鼓风机8连接在鼓风通道9的一端。

[0027] 驱动装置包括基台71、从动轴72、皮带73、主动轴74、电机75，所述从动轴72的上端

穿过种籽收纳装置3与筛选部件的底部连接，所述从动轴72的下端与基台71连接，所述基台

71放置在地面上，所述主动轴74的一端连接电机75，所述从动轴72和主动轴74通过皮带73

连接。

[0028] 上部筛选层42的侧壁倾角为51°，中部筛选层43的侧壁倾角为31°，下部筛选层44

的侧壁倾角为10°。

[0029] 实施例3

[0030] 去除种籽中杂质的清理部件，包括种籽收纳装置3、筛选部件、出料口6、驱动装置，

所述种籽收纳装置3呈斗状，所述筛选部件呈斗状，所述筛选部件设置在种籽收纳装置3内

部，所述出料口6设置在种籽收纳装置3的下侧，所述驱动装置设置在种籽收纳装置3的底

部，并且所述驱动装置穿过种籽收纳装置3的底部与筛选部件连接，所述驱动装置用于驱动

筛选部件绕底部中心作水平旋转；所述筛选部件包括上部防漏层41、上部筛选层42、中部筛

选层43、下部筛选层44，所述上部筛选层42、中部筛选层43、下部筛选层44由上至下依次连

接形成斗状，其中下部筛选层44为斗状的底部，所述上部筛选层42为斗状的顶部，所述上部

防漏层41为正圆台型，所述上部防漏层41的下侧与上部筛选层42的上侧连接；所述上部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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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层42的侧壁倾角、中部筛选层43的侧壁倾角、下部筛选层44的侧壁倾角逐渐减小；在上部

防漏层41、上部筛选层42、中部筛选层43、下部筛选层44之间的连接的位置设置有一圈均匀

的小孔，小孔为种籽出口5；所述种籽收纳装置3的最高处高于筛选部件的最高处。

[0031] 在筛选部件的上侧设置有进料储存箱1，在进料储存箱1的正下方且在筛选部件的

正上方设置有进料口2，进料口2与进料储存箱1的下侧；还包括鼓风机8和鼓风通道9，所述

进料口2和鼓风通道9均为硬质管道，所述鼓风通道9从进料口2的一侧穿入再从进料口2的

对侧穿出；所述鼓风机8连接在鼓风通道9的一端。

[0032] 驱动装置包括基台71、从动轴72、皮带73、主动轴74、电机75，所述从动轴72的上端

穿过种籽收纳装置3与筛选部件的底部连接，所述从动轴72的下端与基台71连接，所述基台

71放置在地面上，所述主动轴74的一端连接电机75，所述从动轴72和主动轴74通过皮带73

连接。

[0033] 上部筛选层42的侧壁倾角65°，中部筛选层43的侧壁倾角50°，下部筛选层44的侧

壁倾角的范围为30°。

[0034]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

一步详细说明，所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而已，并不用于限

定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

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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