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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饮料生产加工专用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布了一种饮料生产加工专用设备，

它包括机架，机架上设有输送装置，输送装置包

括输送辊、输送机构、齿轮组件和步进电机，输送

机构由多个首尾铰接的模具组成，并通过输送辊

传动连接，输送辊通过齿轮组件与步进电机传动

连接；模具上端设有模孔，模孔底部设有可升降

的模板，模板上端设有锥形凸起，模孔上端开口

处设有拨料辊，拨料辊与旋转驱动机构传动连

接；输送机构一侧设有料斗，另一侧设有冲压装

置；料斗下方的出料口位于模具的正上方；冲压

装置包括压板、空心管和伸缩机构，用于冲压去

除核仁。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饮料生产加

工专用设备，该设备可对苹果上的凹孔找正定

位，并快速去除核仁，大幅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

生产效率。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6页

CN 110403204 B

2022.01.18

CN
 1
10
40
32
04
 B



1.一种饮料生产加工专用设备，它包括机架（1），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1）上水平设有

输送装置（2），所述输送装置（2）包括输送辊（21）、输送机构（22）、齿轮组件（23）和步进电机

（24），所述输送机构（22）由多个首尾铰接的模具组成，并通过水平架设于输送辊（21）传动

连接，输送辊（21）的一端通过齿轮组件（23）与步进电机（24）输出轴传动连接；

所述模具上端设有开口朝上的模孔（221），模孔（221）底部设有可升降的模板（222），模

板（222）上端位于模孔（221）中心处设有锥形凸起（223），模孔（221）上端开口处设有可绕水

平轴转动的拨料辊（224），拨料辊（224）与旋转驱动机构传动连接，模孔（221）孔口的多个拨

料辊（224）轴线垂直；

所述输送机构（22）的进料侧设有料斗（3），出料侧设有冲压装置（4）；

所述料斗（3）下方的出料口（31）位于模具的正上方；

所述冲压装置（4）包括压板（41）、空心管（42）和伸缩机构（43），所述压板（41）水平设于

模具正上方，所述空心管（42）竖直且贯穿压板（41）设置，其下端设有刃口（421），上端与伸

缩机构（43）的伸出端连接；

其中，所述旋转驱动机构包括传动轴（2241）和锥齿轮组件（2242），所述拨料辊（224）与

传动轴（2241）同轴设置，传动轴（2241）的端部同轴设有滚轮（2243），所述机架（1）上水平设

有一段与滚轮（2243）配合的导轨（2244）；相垂直的两拨料辊（224）通过锥齿轮组件（2242）

传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饮料生产加工专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伸缩机构（43）

固设于机架（1）上方的门形支架上，其伸缩端水平设有安装板（44），所述空心管（42）上端可

绕其轴线转动设置于安装板（44）上，其外表面上设有螺旋槽（422）；所述压板（41）上设有与

空心管（42）间隙配合的通孔，所述通孔内壁上设有与螺旋槽（422）相配合的限位柱（423）；

所述刃口（421）上设置成锯齿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饮料生产加工专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模板（222）底

部与模孔（221）内底部之间通过弹簧（225）顶紧，且所述模孔（221）下方内壁上设有滑槽

（226），所述模板（222）上设有与滑槽（226）间隙配合的卡齿（227）。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饮料生产加工专用设备，其特征在于，位于所述模孔

（221）中部的内壁上设有弹性垫（228）。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饮料生产加工专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板（44）上

端设有盛料盒（441），所述盛料盒（441）底部与空心管（42）相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饮料生产加工专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模孔（221）于

模具上端上均布设置为多个，所述空心管（42）与模孔（221）数目相同；所述出料口（31）内侧

设有隔板（32），所述隔板（32）将出料口（31）分隔成多个出料通道，各出料通道位于模孔

（221）正上方。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饮料生产加工专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料斗（3）外侧

设有振动电机（33）。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饮料生产加工专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压板（41）底部

靠近进料侧设有导向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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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饮料生产加工专用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果汁饮料生产设备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饮料生产加工专用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苹果醋饮料是以苹果原醋为原料、再兑以苹果汁等原料调配成的苹果原醋饮料，

就是日  常所讲的“苹果醋”。苹果醋饮料，含有果胶，维他命，矿物质及酵素，其酸性成分能

疏通软化血管，杀灭病菌，增强人体的免疫和抗病毒能力，改善消化系统等，而且苹果醋还

具有美白杀菌、淡化黑色素、迅速消除老化角质等美容养颜功效。因此，苹果醋饮料以其独

特的风味和诸多的保健功能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市场前景十分看好。

[0003] 在制作苹果醋饮料的工艺中，依次经过原料选择、洗涤、破碎、榨汁（制浆）、果汁调

整、发酵、陈酿和调配。在破碎、榨汁前，为了防止饮料中出现异味，需要对苹果进行去核处

理，然后再进行制浆。现有的一般是人工进行去核处理，费时费力，去核效果不理想，因此有

必要开发一种专用的去核设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以上问题，提供一种饮料生产加工专用设备，该设备可自动

对苹果上的凹孔找正定位，并通过冲压装置对其内部的核仁快速去除，大幅降低了工人的

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

[0005]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饮料生产加工专用设备，它包括

机架，所述机架上水平设有输送装置，所述输送装置包括输送辊、输送机构、齿轮组件和步

进电机，所述输送机构由多个首尾铰接的模具组成，并通过水平架设于输送辊传动连接，输

送辊的一端通过齿轮组件与步进电机输出轴传动连接；所述模具上端设有开口朝上的模

孔，模孔底部设有可升降的模板，模板上端位于模孔中心处设有锥形凸起，模孔上端开口处

设有可绕水平轴转动的拨料辊，拨料辊与旋转驱动机构传动连接，模孔孔口的多个拨料辊

轴线垂直；所述输送机构的进料侧设有料斗，出料侧设有冲压装置；所述料斗下方的出料口

位于模具的正上方；所述冲压装置包括压板、空心管和伸缩机构，所述压板水平设于模具正

上方，所述空心管竖直且贯穿压板设置，其下端设有刃口，上端与伸缩机构的伸出端连接。

[0006] 进一步的，所述伸缩机构固设于机架上方的门形支架上，其伸缩端水平设有安装

板，所述空心管上端可绕其轴线转动设置于安装板上，其外表面上设有螺旋槽；所述压板上

设有与空心管间隙配合的通孔，所述通孔内壁上设有与螺旋槽相配合的限位柱；所述刃口

上设置成锯齿状。

[0007] 进一步的，所述旋转驱动机构包括传动轴和锥齿轮组件，所述拨料辊与传动轴同

轴设置，传动轴的端部同轴设有滚轮，所述机架上水平设有一段与滚轮配合的导轨；相垂直

的两拨料辊通过锥齿轮组件传动连接。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模板底部与模孔内底部之间通过弹簧顶紧，且所述模孔下方内壁

上设有滑槽，所述模板上设有与滑槽间隙配合的卡齿。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10403204 B

3



[0009] 进一步的，位于所述模孔中部的内壁上设有弹性垫。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安装板上端设有盛料盒，所述盛料盒底部与空心管相连通。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模孔于模具上端上均布设置为多个，所述空心管与模孔数目相同；

所述出料口内侧设有隔板，所述隔板将出料口分隔成多个出料通道，各出料通道位于模孔

正上方。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料斗外侧设有振动电机。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压板底部靠近进料侧设有导向斜面。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该设备可自动对苹果上的凹孔找正定位，并通过冲压装置对

其内部的核仁快速去除，大幅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

[0015] 1、本发明中当伸缩机构的伸出端向下推动安装板下移，进而使得空心管下移，由

于限位柱对螺旋槽限位作用，迫使空心管正转，如此一来，其下端的锯齿更容易、轻松的对

苹果进行切入，切口面更加完好；向上移动时，空心管反转。

[0016] 2、本发明中多个模孔同时进行去核操作，效率更高；各出料通道分别给模孔中分

别送料，保证有序进行。

[0017] 3、本发明中当载有苹果的模具经过压板底部时，在导向斜面的作用下，将苹果向

下压入到模孔内底部，方便去核完成后，苹果在模板向上弹力的作用下被弹出、卸料。

[0018] 4、本发明中专用设备，能辅助人工将80%以上的苹果理顺，使其上的凹孔对准冲压

装置，便于去核仁，自动化程度高，适于大量推广使用。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图1中A处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图1中模具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图3中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发明图1中B处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为本发明图5中C向结构示意图。

[0025] 图7为本发明图1中D向结构示意图。

[0026] 图中所述文字标注表示为：1、机架；2、输送装置；21、输送辊；22、输送机构；221、模

孔；222、模板；223、锥形凸起；224、拨料辊；2241、传动轴；2242、锥齿轮组件；2243、滚轮；

2244、导轨；225、弹簧；226、滑槽；227、卡齿；228、弹性垫；23、齿轮组件；24、步进电机；3、料

斗；31、出料口；32、隔板；33、振动电机；4、冲压装置；41、压板；42、空心管；421、刃口；422、螺

旋槽；423、限位柱；43、伸缩机构；44、安装板；441、盛料盒。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了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

行详细描述，本部分的描述仅是示范性和解释性，不应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有任何的限制

作用。

[0028] 如图1‑7所示，本发明的具体结构为：一种饮料生产加工专用设备，它包括机架1，

机架1上设有工作平台，所述机架1上水平设有输送装置2，所述输送装置2包括输送辊21、输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10403204 B

4



送机构22、齿轮组件23和步进电机24，所述输送机构22由多个首尾铰接的模具组成，并通过

水平架设于输送辊21传动连接，多个模具被输送时，模具底部在工作平台上滑动，输送辊21

的一端通过齿轮组件23与步进电机24输出轴传动连接；所述模具上端设有开口朝上的模孔

221，模孔221底部设有可升降的模板222，模板222上端位于模孔221中心处设有锥形凸起

223，模孔221上端开口处设有可绕水平轴转动的拨料辊224，拨料辊224外圆周面设置成与

苹果外表面相配合的弧形，且其外圆周表面上设有防滑橡胶垫；拨料辊224与旋转驱动机构

传动连接，模孔221孔口的多个拨料辊224轴线垂直；优选的，模孔221处相邻两个拨料辊224

的转动速度不同，形成差速；所述输送机构22的进料侧设有料斗3，出料侧设有冲压装置4；

所述料斗3下方的出料口31位于模具的正上方；所述冲压装置4包括压板41、空心管42（由食

品级不锈钢材料制成，强度高）和伸缩机构43，所述压板41水平设于模具正上方，所述空心

管42竖直且贯穿压板41设置，其下端设有刃口421，上端与伸缩机构43的伸出端连接。

[0029] 优选的，所述伸缩机构43固设于机架1上方的门形支架上，其伸缩端水平设有安装

板44，所述空心管42上端可绕其轴线转动设置于安装板44上，其外表面上设有螺旋槽422；

所述压板41上设有与空心管42间隙配合的通孔，所述通孔内壁上设有与螺旋槽422相配合

的限位柱423；所述刃口421上设置成锯齿状。伸缩机构43优选为液压油缸，当伸缩机构43的

伸出端向下推动安装板44下移，进而使得空心管42下移，由于限位柱423对螺旋槽422限位

作用，迫使空心管42正转，如此一来，其下端的锯齿更容易、轻松的对苹果进行切入，切口面

更加完好；向上移动时，空心管42反转。

[0030] 优选的，所述旋转驱动机构包括传动轴2241和锥齿轮组件2242，所述拨料辊224与

传动轴2241同轴设置，传动轴2241的端部同轴设有滚轮2243，所述机架1上水平设有一段与

滚轮2243配合的导轨2244；相垂直的两拨料辊224通过锥齿轮组件2242传动连接。当模具移

动时，滚轮2243与导轨2244接触，滚轮2243转动，从而通过传动轴2241带动拨料辊224转动，

传动平稳。

[0031] 优选的，所述模板222底部与模孔221内底部之间通过弹簧225顶紧，且所述模孔

221下方内壁上设有滑槽226，所述模板222上设有与滑槽226间隙配合的卡齿227。

[0032] 优选的，位于所述模孔221中部的内壁上设有弹性垫228。弹性垫228对苹果压紧，

定位，防止其在被去核的过程中乱动。

[0033] 优选的，所述安装板44上端设有盛料盒441，所述盛料盒441底部与空心管42相连

通。去被的核仁通过空心管42向上移动，最后移至盛料盒441中积聚起来，便于回收。

[0034] 优选的，所述模孔221于模具上端上均布设置为多个，所述空心管42与模孔221数

目相同；所述出料口31内侧设有隔板32，所述隔板32将出料口31分隔成多个出料通道，各出

料通道位于模孔221正上方。多个模孔221同时进行去核操作，效率更高；各出料通道分别给

模孔221中分别送料，保证有序进行。

[0035] 优选的，所述料斗3外侧设有振动电机33。通过振动送料，防止料斗中卡料。

[0036] 优选的，所述压板41底部靠近进料侧设有导向斜面。当载有苹果的模具经过压板

41底部时，在导向斜面的作用下，将苹果向下压入到模孔221内底部，方便去核完成后，苹果

在模板222向上弹力的作用下被弹出、卸料。

[0037] 具体使用时，将去柄的苹果放于料斗3中，启动设备，步进电机24通过齿轮组件23

带动输送辊21转动，使得输送机构22每次移动一个步距（即一个模具的长度），苹果经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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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口31落入到模孔221的上半部，在每一个步距移动过程中，模孔221上端开口处的拨料辊

224在旋转驱动机构作用下转动，对模孔221中的苹果进行翻转拨动，当苹果上的凹孔（去柄

处或其末端）与模板222上的锥形凸起223配合限位后，苹果将不再被拨动，拨料辊224在苹

果表面打滑，此时保证苹果上其中一个凹孔竖直朝上（即便有一少部分在被送入冲压装置

前没有对齐，此时操作者可快速将其手动拨正即可），进行入到冲压装置4下方后，由于压板

41限位的作用下，苹果被继续压至模孔221内，模板222被压缩，伸缩机构43向下推动空心管

42移动，其下端的刃口421对模孔221内的苹果进行去核操作，至贯穿后，伸缩机构43上移，

核仁留至空心管42内，再移动一个步距，进行下一次冲压去核，而被去核的苹果在模板222

向上复位的作用下，被向上推出，处于松驰状态，当模具移动的开口向下时，将去核的苹果

倒入至收集筐中，该设备可自动对苹果上的凹孔找正定位，并通过冲压装置对其内部的核

仁快速去除，大幅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

[0038]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非排

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素，而

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所固有

的要素。

[0039] 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例的说明

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

当指出，由于文字表达的有限性，而客观上存在无限的具体结构，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润饰或变化，也可以将

上述技术特征以适当的方式进行组合；这些改进润饰、变化或组合，或未经改进将发明的构

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它场合的，均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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