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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薯片的制作方法。它解决

了现有制备方法的步骤过于简单，需要依靠工人

经验进行制备，制备繁琐等技术问题。本薯片的

制作方法，包括如下步骤：a、选料：选用新鲜优质

的马铃薯为原料；b、清洗、切片和吹干：将马铃薯

通过清洗切片吹干一体机进行清洗、切片和吹

干，得到厚度为1-3cm的薯片；c、护色：将薯片放

入到护色液中进行护色，护色液的温度为60-80

℃，护色的时间为2-4min，并将护色好的薯片捞

出，沥干；d、调味：将薯片喷洒调味料进行调味；

e、油炸：将薯片均匀投入到油炸机进行油炸，肉

眼见薯片呈微黄棕颜色时，捞出薯片，并将薯片

倒入振动脱油机脱油；f、包装：将薯片采用充气

包装袋进行包装。本发明具有制作方便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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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薯片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a、选料：选用新鲜优质的马铃薯为原料；

b、清洗、切片和吹干：将马铃薯通过清洗切片吹干一体机进行清洗、切片和吹干，得到

厚度为1-3cm的薯片；

c、护色：将薯片放入到护色液中进行护色，护色液的温度为60-80℃，护色的时间为2-

4min，并将护色好的薯片捞出，沥干；

d、调味：将薯片喷洒调味料进行调味；

e、油炸：将薯片均匀投入到油炸机进行油炸，油炸时间为2-6min，油温为110-120℃，肉

眼见薯片呈微黄棕颜色时，捞出薯片，并将薯片倒入振动脱油机脱油；

f、包装：将薯片采用充气包装袋进行包装；

所述步骤b中的清洗切片吹干一体机，包括工作台，工作台上依次设置有用于马铃薯清

洗的清洗装置、用于马铃薯切片的切片装置和用于马铃薯吹干的吹干装置；所述清洗装置

包括清洗座、供料箱、阻隔筒、呈环形的喷洒管、水泵和储水盒，清洗座固定在工作台上，供

料箱固定在清洗座上，供料箱上部具有供料口，阻隔筒固定在清洗座上，且阻隔筒位于供料

箱的正上方，阻隔筒下端为进料端，且进料端靠近供料口，阻隔筒上端为出料端，喷洒管通

过安装杆固定在阻隔筒内，且喷洒管靠近出料端，喷洒管通过输水管和储水盒相连通，喷洒

管上开设有若干喷水孔，且喷水孔朝下，水泵设置在输水管上，阻隔筒内由下至上设置有若

干清洗机构，清洗机构包括安装架、内活动盘、外固定环、水箱、输送筒和减速电机，安装架

固定在阻隔筒内，水箱固定在安装架上，水箱下部连接有排水管，排水管上设置有电磁阀，

内活动盘设置在安装架上，内活动盘与一能带动其上下移动的移动结构相连，且内活动盘

能位于水箱内，外固定环通过支撑杆固定在安装架上，外固定环和内活动盘之间设置有若

干清洗板，清洗板一端通过弹性的连接环一和外固定环相连，清洗板另一端通过弹性的连

接环二和内活动盘相连，清洗板上开设有若干过水孔，清洗板上还设置有振动组件，减速电

机固定在内活动盘上，减速电机的输出轴竖直向上，减速电机的输出轴端部固定有清洗刷，

输送筒通过轴向固定且周向转动的方式设置在安装架上，且输送筒位于外固定环外侧，输

送筒与一能带动其转动的动力结构相连，输送筒和阻隔筒之间具有供马铃薯通过的间隙，

输送筒外侧面上固定有能使马铃薯由下至上输送的输送片，输送片呈螺旋形，输送片上具

有若干凸出的防滑部，输送筒上端开设有用于马铃薯的输出缺口，输送筒下端还设置有能

马铃薯导入到输送片处的导入组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薯片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c中的护色液由下列

重量比的原料混合制成：柠檬酸  3-8‰，亚硫酸氢钠  2-6‰，VC  1-3‰，余量为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薯片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结构包括安装条、推

杆电机一、导轨和滑块，安装条固定在水箱内，导轨竖直固定在安装条上，滑块设置在导轨

上，推杆电机一固定在安装条上，推杆电机一的推杆竖直向下，推杆电机一的推杆端部和滑

块相连，内活动盘通过连杆和滑块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薯片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导入组件包括导入板、连

接块和推杆电机二，导入板上端和输送片下端相铰接，导入板下端和支撑轮相连，连接块固

定在输送筒内侧面上，且连接块靠近输送筒下端，推杆电机二铰接在连接块上，推杆电机二

的推杆竖直向下，推杆电机二的推杆端部通过弹簧二和导入板下端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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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薯片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座上还设置有下料机

构，下料机构包括立柱、下料管、抽气泵、导入管、转动电机和转动杆，立柱固定在清洗座上，

转动电机固定在立柱上，且转动电机位于阻隔筒的正上方，转动电机的输出轴竖直向下，转

动杆一端和转动电机的输出轴端部相连，转动杆另一端和导入管中部相连，导入管下端为

导入端，导入管上端和下料管上端相连通，下料管下端为下料端，抽气泵通过连管和下料管

侧部相连通，且连管靠近下料管上端，连接管上还设有阻挡网。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薯片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切片装置包括切片座、输

送带、刀架和升降板，切片座固定在工作台上，输送带设置在切片座上，输送带一端为输入

端，输送带另一端为输出端，且输入端位于下料端的正下方，输送带上具有用于放置马铃薯

的若干放置槽，放置槽内设置有支撑块，支撑块与一能带动其上下移动的气缸一相连，刀架

固定在切片座上，刀架上固定有气缸二，气缸二的活塞杆竖直向下，升降板固定在气缸二的

活塞杆端部，升降板上固定有若干刀片，且刀片平行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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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薯片的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薯片的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马铃薯属茄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块茎可供食用，是全球第四大重要的粮食作物，仅

次于小麦、稻谷和玉米。马铃薯又称地蛋、土豆、洋山芋等，茄科植物的块茎；与小麦、稻谷、

玉米、高粱并成为世界五大作物。

[0003] 经检索，如中国专利文献公开了一种薯片的制备方法【申请号：201610736964.1；

公开号：CN  106136137A】。这种薯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步骤(1)将马铃薯切成2

～3mm的马铃薯片；步骤(2)将火龙果皮置于水中，加热至60～70℃，加热时间为50～60min；

步骤(3)将马铃薯片浸泡于步骤(2)得到的火龙果皮水中，浸泡时间为10～12h；步骤(4)将

步骤(3)得到的马铃薯片用温度为8～10℃的氮气吹干，之后油炸。

[0004] 该专利中公开的制备方法虽然其食用起来更健康，但是，该制备方法的步骤过于

简单，需要依靠工人经验进行制备，制备繁琐，因此，设计出一种薯片的制作方法是很有必

要的。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的技术存在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薯片的制作方法，该

制作方法具有制作方便的特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可通过下列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薯片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如下步骤：

[0007] a、选料：选用新鲜优质的马铃薯为原料；

[0008] b、清洗、切片和吹干：将马铃薯通过清洗切片吹干一体机进行清洗、切片和吹干，

得到厚度为1-3cm的薯片；

[0009] c、护色：将薯片放入到护色液中进行护色，护色液的温度为60-80℃，护色的时间

为2-4min，并将护色好的薯片捞出，沥干；

[0010] d、调味：将薯片喷洒调味料进行调味；

[0011] e、油炸：将薯片均匀投入到油炸机进行油炸，油炸时间为2-6min，油温为110-120

℃，肉眼见薯片呈微黄棕颜色时，捞出薯片，并将薯片倒入振动脱油机脱油；

[0012] f、包装：将薯片采用充气包装袋进行包装。

[0013] 采用以上方法，通过选料，清洗、切片和吹干，护色，调味，油炸和包装的步骤，可实

现其批量生产，制作方便。

[0014] 所述步骤c中的护色液由下列重量比的原料混合制成：柠檬酸3-8‰，亚硫酸氢钠

2-6‰，VC  1-3‰，余量为水。

[0015] 所述步骤b中的清洗切片吹干一体机包括工作台，工作台上依次设置有用于马铃

薯清洗的清洗装置、用于马铃薯切片的切片装置和用于马铃薯吹干的吹干装置。

说　明　书 1/8 页

4

CN 107334110 B

4



[0016] 一体机的原理如下：通过清洗装置对马铃薯进行清洗，通过切片装置对马铃薯进

行切片，通过吹干装置对切片好的马铃薯进行吹干，可实现连续作业，生产效率高。

[0017] 所述清洗装置包括清洗座、供料箱、阻隔筒、呈环形的喷洒管、水泵和储水盒，清洗

座固定在工作台上，供料箱固定在清洗座上，供料箱上部具有供料口，阻隔筒固定在清洗座

上，且阻隔筒位于供料箱的正上方，阻隔筒下端为进料端，且进料端靠近供料口，阻隔筒上

端为出料端，喷洒管通过安装杆固定在阻隔筒内，且喷洒管靠近出料端，喷洒管通过输水管

和储水盒相连通，喷洒管上开设有若干喷水孔，且喷水孔朝下，水泵设置在输水管上，阻隔

筒内由下至上设置有若干清洗机构，清洗机构包括安装架、内活动盘、外固定环、水箱、输送

筒和减速电机，安装架固定在阻隔筒内，水箱固定在安装架上，水箱下部连接有排水管，排

水管上设置有电磁阀，内活动盘设置在安装架上，内活动盘与一能带动其上下移动的移动

结构相连，且内活动盘能位于水箱内，外固定环通过支撑杆固定在安装架上，外固定环和内

活动盘之间设置有若干清洗板，清洗板一端通过弹性的连接环一和外固定环相连，清洗板

另一端通过弹性的连接环二和内活动盘相连，清洗板上开设有若干过水孔，清洗板上还设

置有振动组件，减速电机固定在内活动盘上，减速电机的输出轴竖直向上，减速电机的输出

轴端部固定有清洗刷，输送筒通过轴向固定且周向转动的方式设置在安装架上，且输送筒

位于外固定环外侧，输送筒与一能带动其转动的动力结构相连，输送筒和阻隔筒之间具有

供马铃薯通过的间隙，输送筒外侧面上固定有能使马铃薯由下至上输送的输送片，输送片

呈螺旋形，输送片上具有若干凸出的防滑部，输送筒上端开设有用于马铃薯的输出缺口，输

送筒下端还设置有能马铃薯导入到输送片处的导入组件。

[0018] 当需要对马铃薯进行清洗时，通过移动结构带动内活动盘上下移动，使内活动盘

位于水箱内，清洗板形成内凹结构，外固定环处的马铃薯可自动滚落到内活动盘处，或通过

移动结构带动内活动盘上下移动，使内活动盘位于水箱上部，清洗板形成外凸结构，内活动

盘处的马铃薯可自动滚落到外固定环处；通过动力结构带动输送筒转动，输送筒带动输送

片转动，通过导入组件将供料箱中的马铃薯导入到输送片处，随着输送片的转动，将马铃薯

由下至上输送，并从输出缺口自动滚落到清洗板处，控制减速电机的输出轴转动，减速电机

的输出轴带动清洗刷转动，清洗刷对马铃薯进行清洗，同时，通过振动组件带动清洗板上下

振动，增强其清洗效果；由于阻隔筒内由下至上设置有若干清洗机构，在相邻上部的导入结

构的作用下，将清洗过的马铃薯通过相邻上部的输送筒向上输送，再次进行清洗，从而可对

马铃薯由下至上多次清洗；相邻上部的水箱中的水通过排水管可输送到相邻下部的水箱

中，可对水进行充分利用，且马铃薯由下至上输送的过程中，可使其越洗越干净；在清洗的

整个过程中，开启水泵，通过输水管将储水盒中的水输送到喷洒管中，喷洒管对阻隔筒内的

马铃薯由上至下进行喷淋，从而可将马铃薯清洗干净，清洗可靠。

[0019] 所述移动结构包括安装条、推杆电机一、导轨和滑块，安装条固定在水箱内，导轨

竖直固定在安装条上，滑块设置在导轨上，推杆电机一固定在安装条上，推杆电机一的推杆

竖直向下，推杆电机一的推杆端部和滑块相连，内活动盘通过连杆和滑块相连。

[0020] 当需要使内活动盘上下移动时，控制推杆电机一的推杆上下移动，推杆电机一的

推杆带动滑块上下移动，滑块带动连杆上下移动，连杆带动内活动盘上下移动，从而可使内

活动盘上下移动。

[0021] 所述动力结构包括驱动电机、驱动轮和齿圈，齿圈固定在输送筒内侧面上，驱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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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固定在安装架上，驱动电机的输出轴竖直向上，驱动轮固定在驱动电机的输出轴端部，且

驱动轮与齿圈相啮合。

[0022] 当需要使输送筒转动时，控制驱动电机的输出轴转动，驱动电机的输出轴带动驱

动轮转动，驱动轮逐渐与齿圈相啮合使输送筒转动，从而可使输送筒转动。

[0023] 所述振动组件包括导杆、导套和振动电机，导杆固定在清洗板上，导套设置在导杆

上，振动电机通过弹簧一和导套相连。

[0024] 当清洗板上下摆动时，导套沿着导杆上下移动，从而振动电机可在不同的位置进

行振动，振动效果好。

[0025] 所述导入组件包括导入板、连接块和推杆电机二，导入板上端和输送片下端相铰

接，导入板下端和支撑轮相连，连接块固定在输送筒内侧面上，且连接块靠近输送筒下端，

推杆电机二铰接在连接块上，推杆电机二的推杆竖直向下，推杆电机二的推杆端部通过弹

簧二和导入板下端相连。

[0026] 通过导入组件可将供料箱或外固定环处的马铃薯导入到输送筒内。

[0027] 当需要将马铃薯导入时，控制推杆电机二的推杆上下移动，推杆电机二的推杆带

动导入板上下移动，使支撑轮与供料箱或外固定环相接触，从而在输送筒转动的过程中，可

将马铃薯导入到输送片上。

[0028] 所述清洗座上还设置有下料机构，下料机构包括立柱、下料管、抽气泵、导入管、转

动电机和转动杆，立柱固定在清洗座上，转动电机固定在立柱上，且转动电机位于阻隔筒的

正上方，转动电机的输出轴竖直向下，转动杆一端和转动电机的输出轴端部相连，转动杆另

一端和导入管中部相连，导入管下端为导入端，导入管上端和下料管上端相连通，下料管下

端为下料端，抽气泵通过连管和下料管侧部相连通，且连管靠近下料管上端，连接管上还设

有阻挡网。

[0029] 当需要使阻隔筒内的马铃薯下料时，控制转动电机的输出轴转动，转动电机的输

出轴带动转动杆转动，转动杆带动导入管转动，抽气泵间歇性工作，将阻隔筒内的马铃薯通

过导入管逐个输送到下料管处，并从下料管输出，从而可使阻隔筒内的马铃薯下料。

[0030] 所述切片装置包括切片座、输送带、刀架和升降板，切片座固定在工作台上，输送

带设置在切片座上，输送带一端为输入端，输送带另一端为输出端，且输入端位于下料端的

正下方，输送带上具有用于放置马铃薯的若干放置槽，放置槽内设置有支撑块，支撑块与一

能带动其上下移动的气缸一相连，刀架固定在切片座上，刀架上固定有气缸二，气缸二的活

塞杆竖直向下，升降板固定在气缸二的活塞杆端部，升降板上固定有若干刀片，且刀片平行

布置。

[0031] 当需要对马铃薯进行切片时，清洗好的马铃薯从下料管逐个掉落到输送带的放置

槽内，通过输送带将马铃薯输送到刀片的正下方，控制气缸一的活塞杆上下移动，气缸一的

活塞杆带动支撑块上下移动，使马铃薯从放置槽中移出，控制气缸二的活塞杆带动升降板

上下移动，升降板带动刀片上下移动，刀片将马铃薯进行切片，从而可对马铃薯进行切片，

切片方便。

[0032] 所述升降板上设置有定位结构，定位结构包括定位杆和气缸三，气缸三固定在升

降板上，气缸三的活塞杆竖直向下，气缸三的活塞杆端部和定位杆上端相连，定位杆下端为

插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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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当需要将放置槽内的马铃薯定位住时，控制气缸三的活塞杆上下移动，气缸三的

活塞杆带动定位杆上下移动，定位杆插入到马铃薯内，从而可将放置槽内的马铃薯定位住。

[0034] 所述升降板上还设有辅助结构，辅助结构包括辅助框和气缸四，气缸四固定在升

降板上，气缸四的活塞杆竖直向下，气缸四的活塞杆端部和辅助框相连，辅助框上具有若干

辅助杆，且辅助杆位于两个刀片之间。

[0035] 当切刀完成切片后，控制气缸四的活塞杆上下移动，气缸四的活塞杆带动辅助框

上下移动，辅助框带动辅助杆上下移动，辅助杆将粘在刀片上的马铃薯片推出，辅助效果

好。

[0036] 所述吹干装置包括吹干座、具有取放口的储放盒、翻转杆和风机，吹干座固定在工

作台上，且吹干座靠近输出端，翻转杆水平设置在吹干座上，翻转杆端部与一能带动其转动

的动力电机相连，储放盒固定在翻转杆中部，储放盒上具有若干通孔一，储放盒上还铰接有

能将取放口封住的盖板，盖板上具有若干通孔二，风机固定在吹干座上，风机的出风口朝向

储放盒。

[0037] 当需要对切片好的马铃薯进行吹干时，通过输送带将切片好的马铃薯输送到储放

盒中，通过盖板将取放口封住，控制动力电机的输出轴转动，动力电机的输出轴带动翻转杆

转动，翻转杆带动储放盒转动，同时，通过风机将风输送到储放盒内，从而可对马铃薯进行

吹干，吹干快速。

[003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薯片的制作方法具有该优点：通过选料，清洗、切片和吹干，护

色，调味，油炸和包装的步骤，可实现其批量生产，制作方便。

附图说明

[0039] 图1是清洗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40] 图2是清洗装置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41] 图3是清洗装置中清洗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42] 图4是清洗装置中导入组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43] 图5是清洗装置中下料机构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44] 图6是切片装置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45] 图7是图6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0046] 图8是切片装置中辅助结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47] 图9是吹干装置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48] 图中，1、工作台；2、清洗座；3、导入板；4、供料箱；5、输送片；6、输送筒；6a、输出缺

口；7、阻隔筒；8、喷洒管；8a、喷水孔；9、安装杆；10、输水管；11、水泵；12、储水盒；13、安装

架；14、水箱；15、连杆；16、排水管；17、电磁阀；18、驱动电机；19、驱动轮；20、支撑杆；21、内

活动盘；22、连接环二；23、清洗板；23a、过水孔；24、连接环一；25、外固定环；26、推杆电机

一；27、导杆；28、导套；29、弹簧一；31、振动电机；32、减速电机；33、安装条；34、导轨；35、滑

块；36、清洗刷；37、弹簧二；38、推杆电机二；39、连接块；40、齿圈；41、下料管；42、阻挡网；

43、连管；44、抽气泵；45、导入管；46、转动杆；47、转动电机；48、立柱；49、切片座；51、输送

带；51a、放置槽；52、刀架；53、气缸二；54、气缸三；55、升降板；56、定位杆；57、刀片；58、支撑

块；59、气缸一；61、气缸四；62、辅助框；63、辅助杆；64、吹干座；65、风机；66、翻转杆；67、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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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电机；68、储放盒；68a、通孔一；69、盖板；69a、通孔二。

具体实施方式

[0049] 以下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描述，

但本发明并不限于这些实施例。

[0050] 本薯片的制作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1] a、选料：选用新鲜优质的马铃薯为原料；

[0052] b、清洗、切片和吹干：将马铃薯通过清洗切片吹干一体机进行清洗、切片和吹干，

得到厚度为1-3cm的薯片；在本实施例中，将马铃薯通过清洗切片吹干一体机进行清洗、切

片和吹干，得到厚度为2cm的薯片；

[0053] c、护色：将薯片放入到护色液中进行护色，护色液的温度为60-80℃，护色的时间

为2-4min，并将护色好的薯片捞出，沥干；在本实施例中，将薯片放入到护色液中进行护色，

护色液的温度为69℃，护色的时间为3min，并将护色好的薯片捞出，沥干；

[0054] d、调味：将薯片喷洒调味料进行调味；在本实施例中，调味料采用市场上可以买到

的现有调料；

[0055] e、油炸：将薯片均匀投入到油炸机进行油炸，油炸时间为2-6min，油温为110-120

℃，肉眼见薯片呈微黄棕颜色时，捞出薯片，并将薯片倒入振动脱油机脱油；在本实施例中，

将薯片均匀投入到油炸机进行油炸，油炸时间为4min，油温为116℃，肉眼见薯片呈微黄棕

颜色时，捞出薯片，并将薯片倒入振动脱油机脱油；

[0056] f、包装：将薯片采用充气包装袋进行包装。

[0057] 采用以上方法，通过选料，清洗、切片和吹干，护色，调味，油炸和包装的步骤，可实

现其批量生产，制作方便。

[0058] 步骤c中的护色液由下列重量比的原料混合制成：柠檬酸3-8‰，亚硫酸氢钠2-

6‰，VC1-3‰，余量为水；在本实施例中，步骤c中的护色液由下列重量比的原料混合制成：

柠檬酸4‰，亚硫酸氢钠5‰，VC  2‰，余量为水。

[0059] 如图1-图9所示，步骤b中的清洗切片吹干一体机，包括工作台1，工作台1上依次设

置有用于马铃薯清洗的清洗装置、用于马铃薯切片的切片装置和用于马铃薯吹干的吹干装

置。

[0060] 清洗装置包括清洗座2、供料箱4、阻隔筒7、呈环形的喷洒管8、水泵11和储水盒12，

清洗座2固定在工作台1上，在本实施例中，清洗座2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工作台1上；

供料箱4固定在清洗座2上，在本实施例中，供料箱4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清洗座2上；

供料箱4上部具有供料口，阻隔筒7固定在清洗座2上，且阻隔筒7位于供料箱4的正上方，阻

隔筒7下端为进料端，且进料端靠近供料口，阻隔筒7上端为出料端，喷洒管8通过安装杆9固

定在阻隔筒7内，且喷洒管8靠近出料端，喷洒管8通过输水管10和储水盒12相连通，喷洒管8

上开设有若干喷水孔8a，在本实施例中，喷水孔8a的数量为三十个；且喷水孔8a朝下，水泵

11设置在输水管10上，阻隔筒7内由下至上设置有若干清洗机构，在本实施例中，清洗机构

的数量为两个；清洗机构包括安装架13、内活动盘21、外固定环25、水箱14、输送筒6和减速

电机32，安装架13固定在阻隔筒7内，在本实施例中，安装架13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

阻隔筒7内；水箱14固定在安装架13上，在本实施例中，水箱14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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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架13上；水箱14下部连接有排水管16，排水管16上设置有电磁阀17，内活动盘21设置在

安装架13上，内活动盘21与一能带动其上下移动的移动结构相连，且内活动盘21能位于水

箱14内，外固定环25通过支撑杆20固定在安装架13上，外固定环25和内活动盘21之间设置

有若干清洗板23，在本实施例中，清洗板23的数量为十二块；清洗板23一端通过弹性的连接

环一24和外固定环25相连，在本实施例中，连接环一24采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现有产品；清

洗板23另一端通过弹性的连接环二22和内活动盘21相连，在本实施例中，连接环二22采用

市场上可以买到的现有产品；清洗板23上开设有若干过水孔23a，在本实施例中，过水孔23a

的数量为四十个；清洗板23上还设置有振动组件，减速电机32固定在内活动盘21上，在本实

施例中，减速电机32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内活动盘21上；减速电机32的输出轴竖直

向上，减速电机32的输出轴端部固定有清洗刷36，输送筒6通过轴向固定且周向转动的方式

设置在安装架13上，且输送筒6位于外固定环25外侧，输送筒6与一能带动其转动的动力结

构相连，输送筒6和阻隔筒7之间具有供马铃薯通过的间隙，输送筒6外侧面上固定有能使马

铃薯由下至上输送的输送片5，输送片5呈螺旋形，输送片5上具有若干凸出的防滑部，在本

实施例中，防滑部的数量为二百个；输送筒6上端开设有用于马铃薯的输出缺口6a，输送筒6

下端还设置有能马铃薯导入到输送片5处的导入组件。

[0061] 移动结构包括安装条33、推杆电机一26、导轨34和滑块35，安装条33固定在水箱14

内，在本实施例中，安装条33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水箱14内；导轨34竖直固定在安装

条33上，在本实施例中，导轨34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安装条33上；滑块35设置在导轨

34上，推杆电机一26固定在安装条33上，在本实施例中，推杆电机一26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

固定在安装条33上；推杆电机一26的推杆竖直向下，推杆电机一26的推杆端部和滑块35相

连，内活动盘21通过连杆15和滑块35相连。

[0062] 动力结构包括驱动电机18、驱动轮19和齿圈40，齿圈40固定在输送筒6内侧面上，

在本实施例中，齿圈40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输送筒6内侧面上；驱动电机18固定在安

装架13上，在本实施例中，驱动电机18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安装架13上；驱动电机18

的输出轴竖直向上，驱动轮19固定在驱动电机18的输出轴端部，且驱动轮19与齿圈40相啮

合。

[0063] 振动组件包括导杆27、导套28和振动电机31，导杆27固定在清洗板23上，导套28设

置在导杆27上，振动电机31通过弹簧一29和导套28相连。

[0064] 导入组件包括导入板3、连接块39和推杆电机二38，导入板3上端和输送片5下端相

铰接，导入板3下端和支撑轮相连，连接块39固定在输送筒6内侧面上，在本实施例中，连接

块39通过焊接的方式固定在输送筒6内侧面上；且连接块39靠近输送筒6下端，推杆电机二

38铰接在连接块39上，推杆电机二38的推杆竖直向下，推杆电机二38的推杆端部通过弹簧

二37和导入板3下端相连；采用该结构，通过导入组件可将供料箱4或外固定环25处的马铃

薯导入到输送筒6内。

[0065] 清洗座2上还设置有下料机构，下料机构包括立柱48、下料管41、抽气泵44、导入管

45、转动电机47和转动杆46，立柱48固定在清洗座2上，在本实施例中，立柱48通过螺栓连接

的方式固定在清洗座2上；转动电机47固定在立柱48上，在本实施例中，转动电机47通过螺

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立柱48上；且转动电机47位于阻隔筒7的正上方，转动电机47的输出轴

竖直向下，转动杆46一端和转动电机47的输出轴端部相连，转动杆46另一端和导入管4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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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相连，导入管45下端为导入端，导入管45上端和下料管41上端相连通，下料管41下端为下

料端，抽气泵44通过连管43和下料管41侧部相连通，且连管43靠近下料管41上端，连接管上

还设有阻挡网42，通过阻挡网42使马铃薯能够顺利从下料管41输出。

[0066] 切片装置包括切片座49、输送带51、刀架52和升降板55，切片座49固定在工作台1

上，在本实施例中，切片座49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工作台1上；输送带51设置在切片

座49上，输送带51一端为输入端，输送带51另一端为输出端，且输入端位于下料端的正下

方，输送带51上具有用于放置马铃薯的若干放置槽51a，在本实施例中，放置槽51a的数量为

十二个；放置槽51a内设置有支撑块58，支撑块58与一能带动其上下移动的气缸一59相连，

刀架52固定在切片座49上，在本实施例中，刀架52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切片座49上；

刀架52上固定有气缸二53，在本实施例中，刀架52上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有气缸二53；

气缸二53的活塞杆竖直向下，升降板55固定在气缸二53的活塞杆端部，升降板55上固定有

若干刀片57，在本实施例中，刀片57的数量为八个；且刀片57平行布置。

[0067] 升降板55上设置有定位结构，定位结构包括定位杆56和气缸三54，气缸三54固定

在升降板55上，在本实施例中，气缸三54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升降板55上；气缸三54

的活塞杆竖直向下，气缸三54的活塞杆端部和定位杆56上端相连，定位杆56下端为插入部。

[0068] 升降板55上还设有辅助结构，辅助结构包括辅助框62和气缸四61，气缸四61固定

在升降板55上，在本实施例中，气缸四61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升降板55上；气缸四61

的活塞杆竖直向下，气缸四61的活塞杆端部和辅助框62相连，辅助框62上具有若干辅助杆

63，在本实施例中，辅助杆63的数量为七根；且辅助杆63位于两个刀片57之间。

[0069] 吹干装置包括吹干座64、具有取放口的储放盒68、翻转杆66和风机65，吹干座64固

定在工作台1上，在本实施例中，吹干座64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工作台1上；且吹干座

64靠近输出端，翻转杆66水平设置在吹干座64上，翻转杆66端部与一能带动其转动的动力

电机67相连，储放盒68固定在翻转杆66中部，在本实施例中，储放盒68通过焊接的方式固定

在翻转杆66中部；储放盒68上具有若干通孔一68a，在本实施例中，通孔一68a的数量为一百

个；储放盒68上还铰接有能将取放口封住的盖板69，盖板69上具有若干通孔二69a，在本实

施例中，通孔二69a的数量为二十个；风机65固定在吹干座64上，在本实施例中，风机65通过

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吹干座64上；风机65的出风口朝向储放盒68。

[0070] 一体机的原理如下：控制推杆电机一26的推杆带动滑块35向下移动，滑块35带动

连杆15向下移动，连杆15带动内活动盘21向下移动，使内活动盘21位于水箱14内，清洗板23

形成内凹结构；控制推杆电机二38的推杆带动导入板3向下移动，使支撑轮与供料箱4相接

触，可将供料箱4中的马铃薯导入到输送片5上；控制驱动电机18的输出轴带动驱动轮19转

动，驱动轮19逐渐与齿圈40相啮合使输送筒6转动，输送筒6带动输送片5转动，随着输送片5

的转动，将马铃薯从供料箱4中由下至上输送，并从输出缺口6a自动滚落到清洗板23处；控

制减速电机32的输出轴带动清洗刷36转动，清洗刷36对马铃薯进行清洗，同时，导套28沿着

导杆27上下移动，振动电机31在所需位置进行振动，增强其清洗效果；控制推杆电机一26的

推杆带动滑块35向上移动，滑块35带动连杆15向上移动，连杆15带动内活动盘21向上移动，

使内活动盘21位于水箱14上部，清洗板23形成外凸结构，内活动盘21处的马铃薯可自动滚

落到外固定环25处；由于阻隔筒7内由下至上设置有若干清洗机构，在相邻上部的导入板3

的作用下，将清洗过的马铃薯通过相邻上部的输送筒6向上输送，对马铃薯由下至上多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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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在清洗的整个过程中，开启水泵11，通过输水管10将储水盒12中的水输送到喷洒管8中，

喷洒管8对阻隔筒7内的马铃薯由上至下进行喷淋，将马铃薯清洗干净；控制转动电机47的

输出轴带动转动杆46转动，转动杆46带动导入管45转动，抽气泵44间歇性工作，将阻隔筒7

内的马铃薯通过导入管45逐个输送到下料管41处；清洗好的马铃薯从下料管41逐个掉落到

输送带51的放置槽51a内，通过输送带51将马铃薯输送到刀片57的正下方；控制气缸三54的

活塞杆带动定位杆56向下移动，定位杆56插入到马铃薯内，同时，控制气缸一59的活塞杆带

动支撑块58向上移动，使马铃薯从放置槽51a中移出；控制气缸二53的活塞杆带动升降板55

向下移动，升降板55带动刀片57向下移动，刀片57将马铃薯进行切片；控制气缸四61的活塞

杆带动辅助框62向下移动，辅助框62带动辅助杆63向下移动，辅助杆63将粘在刀片57上的

马铃薯片推出；通过输送带51将切片好的马铃薯输送到储放盒68中，通过盖板69将取放口

封住，控制动力电机67的输出轴带动翻转杆66转动，翻转杆66带动储放盒68转动，同时，通

过风机65将风输送到储放盒68内，对马铃薯进行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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