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756716.7

(22)申请日 2019.08.16

(71)申请人 王远志

地址 246133 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集贤北

路1318号

(72)发明人 王远志　吴洋　尹立伟　罗钰焜　

殷周平　杨春城　范旭辉　

(74)专利代理机构 合肥兆信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4161

代理人 陈龙勇

(51)Int.Cl.

B65D 81/18(2006.01)

B65D 81/26(2006.01)

B08B 1/04(2006.01)

B08B 1/02(2006.01)

B08B 13/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粽叶多功能加工处理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粽叶多功能加工处理装

置，属于粽叶加工技术领域，包括清洗机构和冷

藏机构，所述冷藏机构包括盛料箱和冷却件，所

述冷却件位于盛料箱内且盛料箱上开设有进料

口，所述清洗机构包括定位箱、上料组件、清洗组

件和输送组件，所述上料组件和清洗组件均位于

定位箱内，所述输送组件倾斜设置且输送组件位

于清洗组件的后端，所述输送组件的底部设有用

以将进料口封闭的遮蔽件。本发明通过接料盒将

自进料口落入盛料箱内的粽叶承接，进入接料盒

内的水通过若干个过水口向外流出，当接料盒工

作一端时间后，驱动电机驱动盛料箱转动，阻挡

弧板将若干个过水口封闭，遮蔽弧板将进料口封

闭后制冷片工作对接料盒内的粽叶进行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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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粽叶多功能加工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清洗机构(1)和冷藏机构(2)，所述

清洗机构(1)位于冷藏机构(2)的旁侧且清洗机构(1)的一端于冷藏机构(2)相贴合，所述冷

藏机构(2)包括盛料箱(21)和冷却件(22)，所述冷却件(22)位于盛料箱(21)内且盛料箱

(21)上开设有进料口(211)，所述清洗机构(1)包括定位箱(11)、上料组件(12)、清洗组件

(13)和输送组件(14)，所述定位箱(11)水平设置且定位箱(11)的底部设有支撑架(15)，上

料组件(12)位于清洗组件(13)的前端且上料组件(12)和清洗组件(13)均位于定位箱(11)

内，所述输送组件(14)倾斜设置且输送组件(14)位于清洗组件(13)的后端，所述输送组件

(14)的底部设有用以将进料口(211)封闭的遮蔽件(14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粽叶多功能加工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盛料箱(21)

的横截面呈圆形且盛料箱(21)水平设置，盛料箱(21)上设有与其卡接配合的箱盖(212)，所

述盛料箱(21)的旁侧设有结构相同的第一支架(213)和第二支架(214)，第一支架(213)和

第二支架(214)对称设置且盛料箱(21)能够转动的安装于第一支架(213)和第二支架(214)

上，所述第一支架(213)的旁侧设有驱动盛料箱(21)转动的驱动电机(215)，所述驱动电机

(215)与第一支架(213)固定连接，盛料箱(21)的侧壁上开设有若干个过水口(216)，若干个

所述过水口(216)沿一直线间隔设置，若干个过水口(216)的旁侧设有将若干个过水口

(216)封闭的阻挡弧板(217)，所述阻挡弧板(217)的下方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安装板

(218)，所述安装板(218)的一端于第一支架(213)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粽叶多功能加工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冷却件(22)

包括接料盒(221)、制冷块(222)和若干个搭接杆(223)，若干个搭接杆(223)间隔设置且若

干个搭接杆(223)均与盛料箱(21)固定连接，所述接料盒(221)搭接于若干个搭接杆(223)

上且接料盒(221)上设有向上开设的敞口，制冷块(222)贴合于接料盒(221)底部且制冷块

(222)的后端均设有保温块(224)，所述制冷块(222)嵌设于保温块(224)内，保温块(224)上

设有与盛料箱(21)固定连接的定位杆(22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粽叶多功能加工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料组件

(12)包括呈L型的进料盒(121)和安装在进料盒(121)上的拨动件(122)，所述进料盒(121)

与定位箱(11)固定连接且进料盒(121)的一端延伸出定位箱(11)顶部，所述进料盒(121)内

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分隔板(123)，所述拨动件(122)包括拨动电机(124)、拨动轮(125)和

轴承座(126)，拨动电机(124)与轴承座(126)间隔设置且拨动电机(124)的输出轴上套设有

与其传动配合的拨动杆(127)，所述拨动杆(127)水平设置且拨动杆(127)的一端能够转动

的安装于轴承座(126)内，拨动轮(125)固定连接于拨动杆(127)上且拨动轮(125)能够延伸

至进料盒(121)内，所述进料盒(121)的前端设有两个能够转动的安装在定位箱(11)上的送

料辊(3)，两个送料辊(3)间隔设置且一个送料辊(3)上设有驱动其转动的转动电机(31)，所

述转动电机(31)安装于定位箱(11)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粽叶多功能加工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组件

(13)包括刷板(131)、顶升件(132)和若干个清洗辊刷(133)，所述顶升件(132)与若干个清

洗辊刷(133)固定连接，所述刷板(131)水平设置且刷板(131)与定位箱(11)滑动配合，若干

个清洗辊刷(133)等间距设置且若干个清洗辊刷(133)均与定位箱(11)滑动配合，若干个所

述清洗辊刷(133)的两端设有设有定位块(134)，每个所述清洗辊刷(133)均能够在对应的

两个定位块(134)内转动，每个所述清洗辊刷(133)的旁侧均设有一个驱动其转动的旋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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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135)，所述旋转电机(135)安装于该清洗辊刷(133)对应的一个定位块(134)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粽叶多功能加工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顶升件

(132)包括与所有定位块(134)固定连接的顶升架(136)，所述顶升架(136)的底部设有顶升

齿条(137)、顶升齿轮(138)和顶升电机(139)，所述顶升齿条(137)的顶部与顶升架(136)卡

接配合，所述顶升电机(139)安装于定位箱(11)的顶部且顶升齿轮(138)安装于顶升电机

(139)的输出轴上，所述顶升齿轮(138)与顶升齿条(137)相啮合。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粽叶多功能加工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箱(11)

上设有若干个喷水管(111)，若干个喷水管(111)的出水端均朝向刷板(131)设置，所述定位

箱(11)上设有若干个过水孔(112)且定位箱(11)的底部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接水盒(113)，

所述接水盒(113)内设有输送泵(114)、第一管道(115)和第二管道(116)，所述第一管道

(115)的一端与输送泵(114)输入端相连通，第一管道(115)的另一端设有过滤水箱(117)，

所述第二管道(116)的一端与输送泵(114)输出端相连通，第二管道(116)的另一端延伸出

定位箱(11)外并在其端部设有过水管(118)，所述过水管(118)上设有若干个与其相连通的

支管(119)。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粽叶多功能加工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组件

(14)包括倾斜设置的输送板(142)和设置在输送板(142)上的两个限位挡板(143)，两个限

位挡板(143)间隔设置且两个限位挡板(143)均与输送板(142)固定连接，所述输送板(142)

的一端与定位箱(11)固定连接且输送板(142)另一端延伸至进料口(211)上方，所述输送板

(142)的上方设有供若干个支管(119)穿过的通槽(144)，所述遮蔽件(141)包括遮蔽弧板

(145)和安装于遮蔽弧板(145)上的连接板(146)，所述连接板(146)的一端与输送板(142)

底部固定连接。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0395485 A

3



一种粽叶多功能加工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粽叶加工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粽叶多功能加工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粽子是我国民间一种传统节庆食品，有着悠久的历史。粽子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出

现，最初是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到了晋代，粽成为了端午节庆食物。每年端午节，中国百姓

家家户户都要吃粽子。随着产业化的发展，传统的家庭各自包粽子模式已逐渐被粽子加工

厂的工业批量化包粽子模式所取代。包粽子用的粽叶通常采用箬叶、竹叶或芦苇叶，新鲜的

粽叶需要经过表面清洗、头尾剪裁和软化处理后才能使用。目前在粽子加工厂中，对于粽叶

表面清洗、头尾剪裁和软化处理等工作主要依靠人工来完成。工人先将大量的粽叶浸泡在

水盆中，通过人工手拿清洗布，在水里对粽叶的两面进行清洗，然后再用剪刀对粽叶的头尾

进行剪裁，最后还要放入热水中烫一下进行软化处理，引用专利号CN108029967A一种多功

能粽叶加工处理设备，包括机架，机架的顶面前端设有一个向前延伸的进料托板，进料托板

的左侧安装有粽叶裁切装置，在进料托板后方的机架内安装有粽叶清洗杀菌软化组件，在

粽叶清洗杀菌软化组件后侧下方的机架上还安装有粽叶输送装置。

[0003] 但是上述装置在对粽叶进行加工处理时粽叶需要经过高温烫煮，这样的加工方式

虽然能够时粽叶变软但是也会使粽叶清香味变淡导致粽子品质不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粽叶多功能加工处理装置，以解决现有技术粽叶经过

高温烫煮后粽叶清香味变淡导致粽子品质不高的技术问题。

[0005] 本发明提供一种粽叶多功能加工处理装置，包括清洗机构和冷藏机构，所述清洗

机构位于冷藏机构的旁侧且清洗机构的一端于冷藏机构相贴合，所述冷藏机构包括盛料箱

和冷却件，所述冷却件位于盛料箱内且盛料箱上开设有进料口，所述清洗机构包括定位箱、

上料组件、清洗组件和输送组件，所述定位箱水平设置且定位箱的底部设有支撑架，上料组

件位于清洗组件的前端且上料组件和清洗组件均位于定位箱内，所述输送组件倾斜设置且

输送组件位于清洗组件的后端，所述输送组件的底部设有用以将进料口封闭的遮蔽件。

[0006] 进一步的，所述盛料箱的横截面呈圆形且盛料箱水平设置，盛料箱上设有与其卡

接配合的箱盖，所述盛料箱的旁侧设有结构相同的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第一支架和第二

支架对称设置且盛料箱能够转动的安装于第一支架和第二支架上，所述第一支架的旁侧设

有驱动盛料箱转动的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与第一支架固定连接，盛料箱的侧壁上开设

有若干个过水口，若干个所述过水口沿一直线间隔设置，若干个过水口的旁侧设有将若干

个过水口封闭的阻挡弧板，所述阻挡弧板的下方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安装板，所述安装板

的一端于第一支架固定连接。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冷却件包括接料盒、制冷块和若干个搭接杆，若干个搭接杆间隔设

置且若干个搭接杆均与盛料箱固定连接，所述接料盒搭接于若干个搭接杆上且接料盒上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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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向上开设的敞口，制冷块贴合于接料盒底部且制冷块的后端均设有保温块，所述制冷块

嵌设于保温块内，保温块上设有与盛料箱固定连接的定位杆。

[0008] 进一步的，所述上料组件包括呈L型的进料盒和安装在进料盒上的拨动件，所述进

料盒与定位箱固定连接且进料盒的一端延伸出定位箱顶部，所述进料盒内设有与其固定连

接的分隔板，所述拨动件包括拨动电机、拨动轮和轴承座，拨动电机与轴承座间隔设置且拨

动电机的输出轴上套设有与其传动配合的拨动杆，所述拨动杆水平设置且拨动杆的一端能

够转动的安装于轴承座内，拨动轮固定连接于拨动杆上且拨动轮能够延伸至进料盒内,所

述进料盒的前端设有两个能够转动安装在定位箱上的送料辊，两个送料辊间隔设置且一个

送料辊上设有驱动其转动的转动电机，所述转动电机安装于定位箱上。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清洗组件包括刷板、顶升件和若干个清洗辊刷，所述顶升件与若干

个清洗辊刷固定连接，所述刷板水平设置且刷板与定位箱滑动配合，若干个清洗辊刷等间

距设置且若干个清洗辊刷均与定位箱滑动配合，若干个所述清洗辊刷的两端设有设有定位

块，每个所述清洗辊刷均能够在对应的两个定位块内转动，每个所述清洗辊刷的旁侧均设

有一个驱动其转动的旋转电机，所述旋转电机安装于该清洗辊刷对应的一个定位块上。

[0010] 进一步的，所述顶升件包括与所有定位块固定连接的顶升架，所述顶升架的底部

设有顶升齿条、顶升齿轮和顶升电机，所述顶升齿条的顶部与顶升架卡接配合，所述顶升电

机安装于定位箱的顶部且顶升齿轮安装于顶升电机的输出轴上，所述顶升齿轮与顶升齿条

相啮合。

[0011] 进一步的，所述定位箱上设有若干个喷水管，若干个喷水管的出水端均朝向刷板

设置，所述定位箱上设有若干个过水孔且定位箱的底部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接水盒，所述

接水盒内设有输送泵、第一管道和第二管道，所述第一管道的一端与输送泵输入端相连通，

第一管道的另一端设有过滤水箱，所述第二管道的一端与输送泵输出端相连通，第二管道

的另一端延伸出定位箱外并在其端部设有过水管，所述过水管上设有若干个与其相连通的

支管。

[0012] 进一步的，所述输送组件包括倾斜设置的输送板和设置在输送板上的两个限位挡

板，两个限位挡板间隔设置且两个限位挡板均与输送板固定连接，所述输送板的一端与定

位箱固定连接且输送板另一端延伸至进料口上方，所述输送板的上方设有供若干个支管穿

过的通槽，所述遮蔽件包括遮蔽弧板和安装于遮蔽弧板上的连接板，所述连接板的一端与

输送板底部固定连接。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4] 其一，本发明通过接料盒将自进料口落入盛料箱内的粽叶承接，进入接料盒内的

水通过若干个过水口向外流出，当接料盒工作一端时间后，驱动电机驱动盛料箱转动，阻挡

弧板将若干个过水口封闭，遮蔽弧板将进料口封闭后制冷片工作对接料盒内的粽叶进行冰

鲜，当需要使用时只需要将冰鲜的粽叶放置在水利自动解冻化开，也能够使粽叶变的柔软

有韧性，而且粽叶经过冰鲜后的清香味比经过烫煮后的粽叶清香味更加浓郁。

[0015] 其二，本发明中设置的进料盒用以供粽叶进行放置，进料盒内设置的分隔板用以

防止粽叶堆积在一起无法有序的进入定位箱内，当粽叶进入进料盒内时，拨动电机驱动拨

动杆进行转动，拨动杆转动用以带动拨动轮进行转动，拨动轮能够带动进料盒内的粽叶输

送至刷板上，刷板和若干个清洗辊刷相配合能够对粽叶的正反两个面进行清洗，以防止粽

说　明　书 2/6 页

5

CN 110395485 A

5



叶上附着的脏污进入盛料箱内。

附图说明

[001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具体

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

附图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

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局部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一；

[0019] 图3为本发明上料组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清洗机构的局部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清洗机构的局部剖视图；

[0022] 图6为本发明局部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二；

[0023] 图7为本发明局部的剖视图；

[0024] 图8为本发明冷藏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一；

[0025] 图9为本发明冷藏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二；

[0026] 图10为本发明冷藏机构的局部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7] 图11为本发明冷藏机构的局部剖视图。

[0028] 附图标记：

[0029] 清洗机构1，定位箱11，喷水管111，过水孔112，接水盒113，输送泵114，第一管道

115，第二管道116，过滤水箱117，过水管118，支管119，上料组件12，进料盒121，拨动件122，

分隔板123，拨动电机124，拨动轮125，轴承座126，拨动杆127，清洗组件13，刷板131，顶升件

132，清洗辊刷133，定位块134，旋转电机135，顶升架136，顶升齿条137，顶升齿轮138，顶升

电机139，输送组件14，遮蔽件141，输送板142，限位挡板143，通槽144，遮蔽弧板145，连接板

146，支撑架15，冷藏机构2，盛料箱21，进料口211，箱盖212，第一支架213，第二支架214，驱

动电机215，过水口216，阻挡弧板217，安装板218，冷却件22，接料盒221，制冷块222，搭接杆

223，保温块224，定位杆225，送料辊3，转动电机31。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

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31] 通常在此处附图中描述和显示出的本发明实施例的组件可以以各种不同的配置

来布置和设计。因此，以下对在附图中提供的本发明的实施例的详细描述并非旨在限制要

求保护的本发明的范围，而是仅仅表示本发明的选定实施例。

[0032] 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

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3]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中心”、“上”、“下”、“左”、“右”、“竖直”、

“水平”、“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

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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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此外，术语“第一”、“第二”、

“第三”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0034]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相

连”、“连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

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

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

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35] 下面结合图1至图11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粽叶多功能加工处理装置，包

括清洗机构1和冷藏机构2，所述清洗机构1位于冷藏机构2的旁侧且清洗机构1的一端于冷

藏机构2相贴合，所述冷藏机构2包括盛料箱21和冷却件22，所述冷却件22位于盛料箱21内

且盛料箱21上开设有进料口211，所述清洗机构1包括定位箱11、上料组件12、清洗组件13和

输送组件14，所述定位箱11水平设置且定位箱11的底部设有支撑架15，上料组件12位于清

洗组件13的前端且上料组件12和清洗组件13均位于定位箱11内，所述输送组件14倾斜设置

且输送组件14位于清洗组件13的后端，所述输送组件14的底部设有用以将进料口211封闭

的遮蔽件141。

[0036] 所述盛料箱21的横截面呈圆形且盛料箱21水平设置，盛料箱21上设有与其卡接配

合的箱盖212，所述盛料箱21的旁侧设有结构相同的第一支架213和第二支架214，第一支架

213和第二支架214对称设置且盛料箱21能够转动的安装于第一支架213和第二支架214上，

所述第一支架213的旁侧设有驱动盛料箱21转动的驱动电机215，所述驱动电机215与第一

支架213固定连接，盛料箱21的侧壁上开设有若干个过水口216，若干个所述过水口216沿一

直线间隔设置，若干个过水口216的旁侧设有将若干个过水口216封闭的阻挡弧板217，所述

阻挡弧板217的下方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安装板218，所述安装板218的一端于第一支架213

固定连接，第一支架213和第二支架214能够对盛料箱21进行支撑，并且盛料箱21能够在第

一支架213和第二支架214上转动，通过驱动电机215驱动盛料箱21进行转动，盛料箱21转动

能够通过遮蔽件141将进料口211封闭，阻挡弧板217能够将若干个过水口216进行封闭，通

过将进料口211和若干个过水口216进行封闭，制冷件在工作时能够避免冷气从进料口211

或若干个过水口216向外流出，通过打开箱盖212能够将冷却件22取出。

[0037] 所述冷却件22包括接料盒221、制冷块222和若干个搭接杆223，若干个搭接杆223

间隔设置且若干个搭接杆223均与盛料箱21固定连接，所述接料盒221搭接于若干个搭接杆

223上且接料盒221上设有向上开设的敞口，制冷块222贴合于接料盒221底部且制冷块222

的后端均设有保温块224，所述制冷块222嵌设于保温块224内，保温块224上设有与盛料箱

21固定连接的定位杆225，所述制冷块222用于对接料盒221内的粽叶进行制冷作业，设置在

制冷块222上的保温块224用于放置冷气向外消散。

[0038] 所述上料组件12包括呈L型的进料盒121和安装在进料盒121上的拨动件122，所述

进料盒121与定位箱11固定连接且进料盒121的一端延伸出定位箱11顶部，所述进料盒121

内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分隔板123，所述拨动件122包括拨动电机124、拨动轮125和轴承座

126，拨动电机124与轴承座126间隔设置且拨动电机124的输出轴上套设有与其传动配合的

拨动杆127，所述拨动杆127水平设置且拨动杆127的一端能够转动的安装于轴承座126内，

拨动轮125固定连接于拨动杆127上且拨动轮125能够延伸至进料盒121内，所述进料盒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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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端设有两个能够转动的安装在定位箱11上的送料辊3，两个送料辊3间隔设置且一个送

料辊3上设有驱动其转动的转动电机31，所述转动电机31安装于定位箱11上,进料盒121用

以供粽叶进行放置，进料盒121内设置的分隔板123用以防止粽叶堆积在一起无法有序的进

入定位箱11内，当粽叶进入进料盒121内时，拨动电机124驱动拨动杆127进行转动，拨动杆

127转动用以带动拨动轮125进行转动，拨动轮125能够带动进料盒121内的粽叶输送至两个

送料辊3工作区域，转动电机31驱动一个送料辊3进行转动，粽叶通过两个送料辊3之间的间

隙进入清洗组件13工作区域。

[0039] 所述清洗组件13包括刷板131、顶升件132和若干个清洗辊刷133，所述顶升件132

与若干个清洗辊刷133固定连接，所述刷板131水平设置且刷板131与定位箱11滑动配合，若

干个清洗辊刷133等间距设置且若干个清洗辊刷133均与定位箱11滑动配合，若干个所述清

洗辊刷133的两端设有设有定位块134，每个所述清洗辊刷133均能够在对应的两个定位块

134内转动，每个所述清洗辊刷133的旁侧均设有一个驱动其转动的旋转电机135，所述旋转

电机135安装于该清洗辊刷133对应的一个定位块134上，旋转电机135能够驱动对应的清洗

辊刷133进行转动，清洗辊刷133为塑料清洗辊刷133，刷板131为塑料刷板131，旋转的清洗

辊刷133能对刷板131上的粽叶进行刷洗并且位于刷板131上的粽叶提供动力，使粽叶能够

向输送板142方向移送。

[0040] 所述顶升件132包括与所有定位块134固定连接的顶升架136，所述顶升架136的底

部设有顶升齿条137、顶升齿轮138和顶升电机139，所述顶升齿条137的顶部与顶升架136卡

接配合，所述顶升电机139安装于定位箱11的顶部且顶升齿轮138安装于顶升电机139的输

出轴上，所述顶升齿轮138与顶升齿条137相啮合，顶升气缸驱动顶升齿轮138进行转动，顶

升齿轮138转动能够带动与其相啮合的顶升齿条137竖直移动，顶升齿条137竖直移动能够

带动顶升架136竖直移动，顶升架136竖直移动能够带动所有的定位块134竖直移动，所有的

定位块134竖直移动能够带动所有的清洗辊刷133竖直移动，所有清洗辊刷133竖直移动能

够对粽叶进行清洗。

[0041] 所述定位箱11上设有若干个喷水管111，若干个喷水管111的出水端均朝向刷板

131设置，所述定位箱11上设有若干个过水孔112且定位箱11的底部设有与其固定连接的接

水盒113，所述接水盒113内设有输送泵114、第一管道115和第二管道116，所述第一管道115

的一端与输送泵114输入端相连通，第一管道115的另一端设有过滤水箱117，所述第二管道

116的一端与输送泵114输出端相连通，第二管道116的另一端延伸出定位箱11外并在其端

部设有过水管118，所述过水管118上设有若干个与其相连通的支管119，定位箱11上设置的

若干个喷水管111用以向刷板131上的粽叶进行喷水以帮助刷板131和若干个清洗辊刷133

对粽叶的外表面进行清洗，当清洗过后的水通过若干个过水孔112进入接水盒113内，输送

泵114通过第一管道115吸取被过滤水箱117过滤后的清水在通过第二管道116输送至过水

管118内，当过水管118道内的清水满了后通过若个支管119向输送组件14上输送以帮助粽

叶向盛料箱21方向移动，过滤水箱117由为超滤水膜过滤水箱117。

[0042] 所述输送组件14包括倾斜设置的输送板142和设置在输送板142上的两个限位挡

板143，两个限位挡板143间隔设置且两个限位挡板143均与输送板142固定连接，所述输送

板142的一端与定位箱11固定连接且输送板142另一端延伸至进料口211上方，所述输送板

142的上方设有供若干个支管119穿过的通槽144，所述遮蔽件141包括遮蔽弧板145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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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遮蔽弧板145上的连接板146，所述连接板146的一端与输送板142底部固定连接，清洗后

的粽叶自倾斜设置的输送板142滑向进料口211，输送泵114通过第一管道115和第二管道

116将过滤后水向过水管118内输送，过水管118通过若干个支管119将过滤后水向输送板

142上输送，水流能够帮助粽叶快速进入盛料箱21内，输送板142上设置的两个限位挡板143

用以做粽叶的导向防止粽叶脱离输送板142。

[0043]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本发明设置的进料盒121用以供粽叶进行放置，进料盒121内

设置的分隔板123用以防止粽叶堆积在一起无法有序的进入定位箱11内，当粽叶进入进料

盒121内时，拨动电机124驱动拨动杆127进行转动，拨动杆127转动用以带动拨动轮125进行

转动，拨动轮125能够带动进料盒121内的粽叶输送至刷板131上，刷板131和若干个清洗辊

刷133相配合能够对粽叶的正反两个面进行清洗，以防止粽叶上附着的脏污进入盛料箱21

内，清洗后的粽叶自倾斜设置的输送板142滑向进料口211，输送泵114通过第一管道115和

第二管道116将过滤后水向过水管118内输送，过水管118通过若干个支管119将过滤后水向

输送板142上输送，水流能够帮助粽叶快速进入盛料箱21内，接料盒221将自进料口211落入

盛料箱21内的粽叶承接，进入接料盒221内的水通过若干个过水口216向外流出，当接料盒

221工作一端时间后，驱动电机215驱动盛料箱21转动，阻挡弧板217将若干个过水口216封

闭，遮蔽弧板145将进料口211封闭后制冷片工作对接料盒221内的粽叶进行冰鲜，当需要使

用时只需要将冰鲜的粽叶放置在水利自动解冻化开，也能够使粽叶变的柔软有韧性，而且

粽叶经过冰鲜后的清香味比经过烫煮后的粽叶清香味更加浓郁。

[0044]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

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

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

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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