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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农产品低温风干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低温风干设备技术领域

的一种农产品低温风干设备，包括低温风干箱

体，低温风干箱体的上壁面安装有低温风干结

构，低温风干结构的左壁面安装有排风结构，低

温风干箱体的内部安装有物料车结构，物料车结

构的上壁面安装有检测结构；低温风干结构包

括：进风管、气泵、干燥器、制冷压缩机以及连接

管；进风管安装在低温风干箱体的上壁面，气泵

安装在进风管的前壁面，干燥器安装在气泵的右

壁面，制冷压缩机安装在干燥器的右壁面，连接

管安装在制冷压缩机的右壁面。本实用新型与传

统设备相比，可以对气体调干燥处理，减少气体

中含有的水分，提高风干效率，同时排出的含有

温度的气体可以进行重复利用，减少资源的浪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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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农产品低温风干设备，包括低温风干箱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低温风干箱体

(1)的上壁面安装有低温风干结构，所述低温风干结构的左壁面安装有排风结构，所述低温

风干箱体(1)的内部安装有物料车结构，所述物料车结构的上壁面安装有检测结构；

所述低温风干结构包括：进风管(2)、气泵(3)、干燥器(4)、制冷压缩机(5)以及连接管

(6)；

所述进风管(2)安装在低温风干箱体(1)的上壁面，所述气泵(3)安装在进风管(2)的前

壁面，所述干燥器(4)安装在气泵(3)的右壁面，所述制冷压缩机(5)安装在干燥器(4)的右

壁面，所述连接管(6)安装在制冷压缩机(5)的右壁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产品低温风干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排风结构包括：

出风口(7)、风扇(8)以及排风管(9)；

所述出风口(7)安装在进风管(2)的左壁面，所述风扇(8)安装在出风口(7)的左壁面，

所述排风管(9)安装在风扇(8)的左壁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产品低温风干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物料车结构包

括：物料车架(10)、物料放置板(11)以及车轮(12)；

所述物料车架(10)安装在低温风干箱体(1)的内部，所述物料放置板(11)安装在物料

车架(10)的内部，所述车轮(12)安装在物料车架(10)的下壁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产品低温风干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结构包括：

温度检测器(13)以及湿度检测器(14)；

所述温度检测器(13)安装在低温风干箱体(1)的上壁面，所述湿度检测器(14)安装在

温度检测器(13)的右壁面。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产品低温风干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低温风干箱体

(1)的左壁面安装有密封门(1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产品低温风干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干燥器(4)的左

壁面安装有过滤器(16)。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产品低温风干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管(6)的下

壁面安装有导风管(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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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农产品低温风干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低温风干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农产品低温风干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农产品很多都是鲜活的，因此储存过程中容易发生霉变、鼠害虫害、溶化或结

块、氧化、破碎、渗漏，适宜的储存方法有：常规储存：即一般库房，不配备其他特殊性技术措

施的储存。这种储存的特点是简便易行，适宜含水分较少的干性耐储农产品的储存。采用这

种储存方式应注意两点，一是要通风，二是储存时间不宜过长。如粮食类的储藏。窖窑储存：

特点是储存环境氧气稀薄，二氧化碳浓度较高，能抑制微生物活动和各种害虫的繁殖，而且

不易受外界温度、湿度和气压变化的影响，是一种简便易行，经济适用的农产品储存方式。

较适宜对植物类鲜活农产品进行较长时间的储存，比如，冬储大白菜、萝卜、马铃薯、大葱

等。冷库储存：能够延缓微生物的活动，抑制酶的活性，以减弱农产品在储存时的生理化学

变化，保持应有品质。这种储存方式的特点是效果好，但费用较高。如肉类产品的储藏。干燥

储存：有自然干燥和人工干燥两种。干燥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储存环境和农产品本身的湿度，

以消除微生物生长繁殖的条件，防止农产品发霉变质。密封储存：密封储存虽然投资较大，

但储存效果良好，是现代农产品储存研究和发展的方向。它适宜各种农产品，特别是鲜活农

产品的储存。放射线处理储存：利用放射线辐射方法消灭危害农产品的各种微生物和病虫

害，延长储存时间，是一种有效保证农产品质量的“冷态杀菌”储存方式。

[0003] 但是，现有的低温风干设备大多是在对气体除湿后，直接使其进入低温风干箱体

中，造成低温风干箱体内的温度及湿度与指定数值有较大偏差，导致风干效率较低，同时低

温风干箱体内排出的含有温度的气体不能进行重复使用，导致资源的浪费。因此，本领域技

术人员提供了一种农产品低温风干设备，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农产品低温风干设备，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

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农产品低温风干设备，包括低温风干箱体，所述低温风干箱体的上壁面安装

有低温风干结构，所述低温风干结构的左壁面安装有排风结构，所述低温风干箱体的内部

安装有物料车结构，所述物料车结构的上壁面安装有检测结构；所述低温风干结构包括：进

风管、气泵、干燥器、制冷压缩机以及连接管；所述进风管安装在低温风干箱体的上壁面，所

述气泵安装在进风管的前壁面，所述干燥器安装在气泵的右壁面，所述制冷压缩机安装在

干燥器的右壁面，所述连接管安装在制冷压缩机的右壁面。所述排风结构包括：出风口、风

扇以及排风管；所述出风口安装在进风管的左壁面，所述风扇安装在出风口的左壁面，所述

排风管安装在风扇的左壁面。所述物料车结构包括：物料车架、物料放置板以及车轮；所述

物料车架安装在低温风干箱体的内部，所述物料放置板安装在物料车架的内部，所述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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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在物料车架的下壁面。所述检测结构包括：温度检测器以及湿度检测器；所述温度检测

器安装在低温风干箱体的上壁面，所述湿度检测器安装在温度检测器的右壁面。

[0007]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低温风干箱体的左壁面安装有密封门；可以

保持低温风干箱体中的温度和湿度恒定，更好的进行风干工作。

[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干燥器的左壁面安装有过滤器。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连接管的下壁面安装有导风管。

[0010] 有益效果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2] 1、本实用新型中，通过在低温风干结构中制冷压缩机的左壁面安装干燥器与过滤

器，可以在对气体调整温度之前，对气体进行过滤，并对其进行干燥处理，减少气体中含有

的水分，解决低温风干箱体内的温度及湿度与指定数值有较大偏差的问题，缩小低温风干

箱体内的温度及湿度与指定数值之间的偏差，提高风干效率。

[0013] 2、本实用新型中，通过将排风结构中的出风口与低温风干结构中的进风管进行连

接，可以使低温风干箱体中排出的含有温度的气体，通过出风口进入进风管，解决低温风干

箱体内排出的含有温度的气体不能进行重复利用的问题，能够提高风干效率，减少资源的

浪费。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主视剖视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左视剖视示意图；

[0017]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俯视示意图。

[0018] 图中：1、低温风干箱体；2、进风管；3、气泵；4、干燥器；5、制冷压缩机；6、连接管；7、

出风口；8、风扇；9、排风管；10、物料车架；11、物料放置板；12、车轮；  13、温度检测器；14、湿

度检测器；15、密封门；16、过滤器；17、导风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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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0] 请参阅图1～4，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一种农产品低温风干设备，包括低温风干箱

体1，低温风干箱体1的上壁面安装有低温风干结构，低温风干结构的左壁面安装有排风结

构，低温风干箱体1的内部安装有物料车结构，物料车结构的上壁面安装有检测结构；低温

风干结构包括：进风管2、气泵3、干燥器4、制冷压缩机5以及连接管6；进风管2安装在低温风

干箱体1的上壁面，气泵3安装在进风管2的前壁面，干燥器4安装在气泵3 的右壁面，制冷压

缩机5安装在干燥器4的右壁面，连接管6安装在制冷压缩机5的右壁面。排风结构包括：出风

口7、风扇8以及排风管9；出风口7安装在进风管2的左壁面，风扇8安装在出风口7的左壁面，

排风管9安装在风扇8的左壁面。物料车结构包括：物料车架10、物料放置板11以及车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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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车架10安装在低温风干箱体1的内部，物料放置板11安装在物料车架10的内部，车轮12

安装在物料车架10的下壁面。检测结构包括：温度检测器13以及湿度检测器14；温度检测器

13安装在低温风干箱体1的上壁面，湿度检测器14安装在温度检测器13的右壁面。通过在低

温风干结构中制冷压缩机5的左壁面安装干燥器4与过滤器16，可以在对气体调整温度之

前，对气体进行过滤，并对其进行干燥处理，减少气体中含有的水分，缩小低温风干箱体1内

的温度及湿度与指定数值之间的偏差，提高风干效率，同时通过将排风结构中的出风口7与

低温风干结构中的进风管  2进行连接，可以使低温风干箱体1中排出的含有温度的气体，通

过出风口7进入进风管  2，解决低温风干箱体内1排出的含有温度的气体不能进行重复利用

的问题，能够提高风干效率，减少资源的浪费。

[0021] 其中，低温风干箱体1的左壁面安装有密封门15；可以保持低温风干箱体中的温度

和湿度恒定，更好的进行风干工作。干燥器4的左壁面安装有过滤器16，可以过滤掉气体中

的杂质，提高风干质量。连接管6的下壁面安装有导风管17；可以使进入低温风干箱体1  中

的含有温度的气体均匀的分布，提高风干质量。

[0022]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是：在使用本实用新型时，操作人员首先将物料放置在物

料车架10上的物料放置板11中，并将其运送到本实用新型的密封门15处，打开密封门15，将

物料车推入低温风干箱体1后，关闭密封门15；然后启动本实用新型，低温风干结构中的气

泵3使气体通过进风管2进入到过滤器16中，过滤器16对气体进行过滤，过滤掉气体中的杂

质，提高风干质量，然后过滤后的气体进入干燥器4中，干燥器4对其进行干燥，减少气体中

含有的水分，缩小低温风干箱体1内的温度及湿度与指定数值之间的偏差，提高风干效率，

然后气体进入制冷压缩机5中，制冷压缩机5对其进行降温处理，达到指定数值后，通过连接

管9进入低温风干箱体1中，然后再通过导风管17，将气体均匀的吹向物料放置板11上的物

料；当低温风干箱体1向外排放气体时，风扇8使气体经过排风管9  进入出风口7，再通过出

风口7进入低温风干结构中的进风管2，使含有温度的气体可以重复使用，能够提高风干效

率，减少资源的浪费；风干工作完成后，打开密封门15，将物料车推出低温风干箱体1后，关

闭密封门15。如需进行下一次风干工作，重复上述工作过程。

[0023]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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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实用

新型的技术方案及其实用新型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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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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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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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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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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