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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真空带式干燥机，该真空

带式干燥机包括由左向右依次连接的左右舱门、

固体状物料进料舱、左隔离气闸、液体浸膏进料

舱、调整舱、主机舱、粉体物料出料舱、右隔离气

闸、固体物料出料舱和右舱门，双向链式驱动装

置包括电机、驱动轴、链轮、输送带连接孔、输送

带卡钉、链条连接板、链条、多个加热板、输送带、

被动轴和气缸，电机带动驱动轴旋转；驱动轴上

设置有链轮，链轮与链条之间形成镶嵌传递结

构；输送带连接孔设置在输送带上，链条连接板

设置在链条与输送带之间，输送带卡钉穿过输送

带连接孔将链条、链条连接板和输送带连接在一

起；多个加热板设置在输送带上；被动轴和气缸

连接，链条连接在驱动轴和被动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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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真空带式干燥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真空带式干燥机包括由左向右依次连接的

左舱门、固体状物料进料舱、左隔离气闸、液体浸膏进料舱、调整舱、主机舱、粉体物料出料

舱、右隔离气闸、固体物料出料舱和右舱门，还包括双向链式驱动装置，所述的双向链式驱

动装置包括电机、驱动轴、链轮、输送带连接孔、输送带卡钉、链条连接板、链条、多个加热

板、输送带、被动轴和气缸，所述的电机的输出轴与驱动轴连接，电机带动驱动轴旋转；驱动

轴上设置有链轮，链轮与链条之间形成镶嵌传递结构，链轮带动链条运动；输送带连接孔设

置在输送带上，链条连接板设置在链条与输送带之间，所述的输送带卡钉穿过输送带连接

孔将链条、链条连接板和输送带连接在一起；多个加热板设置在输送带上；被动轴和气缸连

接，链条连接在驱动轴和被动轴之间，所述的气缸通过被动轴对输送带施加气缸张紧力；

所述的双向链式驱动装置设置在固体状物料进料舱和固体物料出料舱之间，带动物料

依次经过左隔离气闸、液体浸膏进料舱、调整舱、主机舱、粉体物料出料舱和右隔离气闸，在

运动的过程中被干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真空带式干燥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调整舱为多段组合式结

构。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真空带式干燥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主机舱为一段至三段组合

式结构。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真空带式干燥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链条连接板设置在链条的

相对节距之间。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真空带式干燥机，其特征在于，多个所述的输送带连接孔沿着链

条的运动方向设置，相邻的输送带连接孔之间的距离为500mm。

6.如权利要求1至5任一项所述的真空带式干燥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粉体物料出料舱

的出口处设置有带有真空密封的调节装置的粉碎装置，该粉碎装置包括舱盖和壳体，所述

舱盖设置在壳体的左端，舱盖的端面上设有刀具间隙调节器，刀具间隙调节器包括第一刀

具间隙调节器、第二刀具间隙调节器和第三刀具间隙调节器，壳体的侧面左下端设有出料

口，壳体的侧面右上端设有进料口，壳体的右侧面设有密封连接装置，密封连接装置通过联

轴器和粉碎电机连接，粉碎电机通过开关和外部电源电连接，密封连接装置和转轴连接，转

轴的右端贯穿密封连接装置和壳体的右侧面，转轴的左端与轴承连接，位于壳体内部的转

轴的侧面设有第一刀具组动刀，转轴位于壳体的右端和第一刀具组动刀之间的侧面上设有

伸缩弹簧；壳体的内部分为第一粉碎舱和第二粉碎舱两部分，第一粉碎舱的侧面设有第一

刀具组定刀，所述第一刀具组动刀的左侧设有第二刀具组动刀和第二刀具组定刀，第二刀

具组动刀和第二刀具组定刀之间设有弹簧，第二刀具组动刀通过弹簧连接有第三刀具组动

刀，第二粉碎舱的侧面设有第三刀具组定刀。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真空带式干燥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刀具间隙调节器和第一

刀具组动刀滑动连接，第二刀具间隙调节器和第二刀具组动刀滑动连接，第一刀具间隙调

节器和第三刀具组动刀滑动连接。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真空带式干燥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刀具组定刀的宽度自左

向右逐渐变宽。

9.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真空带式干燥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粉碎舱的直径大于第一

粉碎舱的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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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真空带式干燥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真空干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真空带式干燥机。

背景技术

[0002] 真空干燥设备广泛应用于休闲食品、油炸食品、果蔬脆片、中药等产品的干燥。现

有技术中的真空干燥设备的主机通常采用一体式单一机身，用户无法根据物料的不同形状

及场况调节进行自由选配。

[0003] 另外，现有技术中的真空干燥设备通常采用单向摩擦驱动方式，单向摩擦驱动方

式无法有效控制输送带的横向无规律窜动，输送带容易跑偏，需要设置专门的纠偏装置(纠

偏轴)对输送带进行纠偏。如图1所示，现有技术中真空带式干燥机的纠偏装置包括电机

101、与电机传动连接的第一纠偏轴102、气缸109、与气缸109连接的第二纠偏轴1022、绕在

第一纠偏轴102和第二纠偏轴1022上的传输带，传输带上固定多个加热板106，当电机101带

动第一纠偏轴102旋转的时候，电机101提供箭头104所示的驱动力，该驱动力需要克服传输

带与多个加热板之间的摩擦力(如箭头108所示)，摩擦力＝摩擦系数×输送带接触加热板

的面积×(输送带自重+物料重量)×加热板运动的距离。假设共有N个加热板，则总摩擦力

＝摩擦力F1+摩擦力F2+摩擦力F3+……+摩擦力FN，其中F1为第一个加热板的摩擦力，F2为

第二个加热板的摩擦力，F3为第三个加热板的摩擦力，FN为第N个加热板的摩擦力。除了摩

擦力以外，输送带的横向无规律窜动还会对第一纠偏轴102施加扭力103，因此还需要进行

箭头105所示的方向上的纠偏，总的驱动力107至少需要大于总摩擦力+气缸张紧力的1/3才

能保证纠偏有效。

[0004] 由以上力学分析可知，现有技术中的单向摩擦驱动方式导致输送带的抗拉载荷高

(进而导致输送带的使用寿命短)，纠偏轴辊的长度长(纠偏轴辊一般都要比输送带幅宽长

120mm左右)，导致燥机的机架机构复杂庞大不合理，气缸的张紧作用大、行程长，导致加热

板的长度受到限制。

[0005] 此外，现有技术中的真空干燥设备通常采用以锤击式为主的结构的粉碎装置，在

粉体物料的出口处设置筛网，粉碎后的干颗粒要通过筛网出料，如果颗粒过细极易堵塞筛

网，从而导致无法顺畅出料。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真空带式干燥机，该真空带式

干燥机将主机的一体式单一机身改为由固体状物料进料舱、液体浸膏进料舱、调整舱、主机

舱、粉体物料出料舱、固体物料出料舱等多段式模块组合，可由用户根据物料的不同形状及

场况调节进行自由选配。另外，本发明所述的真空带式干燥机采用双向链式驱动方式，彻底

改变了现有技术中普遍采用的单向摩擦驱动方式。同时采用带有真空密封的调节装置的粉

碎装置，取消了筛网，使粉碎后的干颗粒排出时不会被堵塞。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述的真空带式干燥机包括由左向右依次连接的左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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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固体状物料进料舱、左隔离气闸、液体浸膏进料舱、调整舱、主机舱、粉体物料出料舱、右

隔离气闸、固体物料出料舱和右舱门，还包括双向链式驱动装置，所述的双向链式驱动装置

包括电机、驱动轴、链轮、输送带连接孔、输送带卡钉、链条连接板、链条、多个加热板、输送

带、被动轴和气缸，所述的电机的输出轴与驱动轴连接，电机带动驱动轴旋转；驱动轴上设

置有链轮，链轮与链条之间形成镶嵌传递结构，链轮带动链条运动；输送带连接孔设置在输

送带上，链条连接板设置在链条与输送带之间，所述的输送带卡钉穿过输送带连接孔将链

条、链条连接板和输送带连接在一起；多个加热板设置在输送带上；被动轴和气缸连接，链

条连接在驱动轴和被动轴之间，所述的气缸通过被动轴对输送带施加气缸张紧力。

[0008] 所述的调整舱为多段组合式结构。

[0009] 所述的主机舱为一段至三段组合式结构。

[0010] 所述的链条连接板设置在链条的相对节距之间。

[0011] 多个所述的输送带连接孔沿着链条的运动方向设置，相邻的输送带连接孔之间的

距离为500mm。

[0012] 所述粉体物料出料舱的出口处设置有带有真空密封的调节装置的粉碎装置，该粉

碎装置包括舱盖和壳体，所述舱盖设置在壳体的左端，舱盖的端面上设有刀具间隙调节器，

刀具间隙调节器包括第一刀具间隙调节器、第二刀具间隙调节器和第三刀具间隙调节器，

壳体的侧面左下端设有出料口，壳体的侧面右上端设有进料口，壳体的右侧面设有密封连

接装置，密封连接装置通过联轴器和粉碎电机连接，粉碎电机通过开关和外部电源电连接，

密封连接装置和转轴连接，转轴的右端贯穿密封连接装置和壳体的右侧面，转轴的左端与

轴承连接，位于壳体内部的转轴的侧面设有第一刀具组动刀，转轴位于壳体的右端和第一

刀具组动刀之间的侧面上设有伸缩弹簧；壳体的内部分为第一粉碎舱和第二粉碎舱两部

分，第一粉碎舱的侧面设有第一刀具组定刀，所述第一刀具组动刀的左侧设有第二刀具组

动刀和第二刀具组定刀，第二刀具组动刀和第二刀具组定刀之间设有弹簧，第二刀具组动

刀通过弹簧连接有第三刀具组动刀，第二粉碎舱的侧面设有第三刀具组定刀。

[0013] 所述第三刀具间隙调节器和第一刀具组动刀滑动连接，第二刀具间隙调节器和第

二刀具组动刀滑动连接，第一刀具间隙调节器和第三刀具组动刀滑动连接。

[0014] 所述第一刀具组定刀的宽度自左向右逐渐变宽。

[0015] 所述第二粉碎舱的直径大于第一粉碎舱的直径。

[0016] 本发明所述的真空带式干燥机将主机的一体式单一机身改为由固体状物料进料

舱、液体浸膏进料舱、调整舱、主机舱、粉体物料出料舱、固体物料出料舱等多段式模块组

合，可由用户根据物料的不同形状及场况调节进行自由选配，不但可以进行液体浸膏的连

续干燥，还扩大了对固体状物料的干燥功能。

[0017] 另外，本发明所述的真空带式干燥机采用双向链式驱动方式，彻底改变了现有技

术中普遍采用的单向摩擦驱动方式。驱动力由于是链轮与链条的镶嵌传递，因此利用率高，

无打滑现象，工作状态稳定。在链条的相对节距(500mm)之间设置连接板与输送带连接，有

效控制了输送带的横向无规律窜动(输送带无法跑偏)，因此不再需要纠偏。

[0018] 输送带与加热板之间的摩擦力在运行过程中被分割成多个区域(500mm)并在区域

内向三个方向分解，降低了输送带的抗拉载荷，提高了输送带的使用寿命。

[0019] 由于不再需要纠偏，因此传动轴辊的长度大幅缩短(纠偏轴辊一般都要比输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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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宽长120mm左右)，使得干燥机的机架机构更合理紧凑，在同样直径的机身条件下输送带

及加热板的宽度可以加大至少20％。

[0020] 由于不再需要纠偏，因此气缸的张紧作用和行程长短可以相应减少(理论上可以

用简单的机械装置取代气缸张紧装置)，将气缸张紧装置活动距离的至少20％提供给加热

板有效面积的放长，在同样长度的机身条件下加热板的长度要更多。

[0021] 同时本发明所述的真空带式干燥机采用带有真空密封的调节装置的粉碎装置，取

消了筛网，使粉碎后的干颗粒排出时不会被堵塞。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现有技术中真空带式干燥机的纠偏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是所述真空带式干燥机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是所述真空带式干燥机中双向链式驱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是所述真空带式干燥机的粉碎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是图4中A部分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28] 如图2至图5所示，本发明所述的真空带式干燥机包括由左向右依次连接的左舱门

1、固体状物料进料舱2、左隔离气闸3、液体浸膏进料舱4、调整舱5、主机舱6、粉体物料出料

舱7、右隔离气闸8、固体物料出料舱9和右舱门10，还包括双向链式驱动装置，所述的双向链

式驱动装置包括电机31、驱动轴32、链轮34、输送带连接孔35、输送带卡钉36、链条连接板

37、链条38、多个加热板39、输送带310、被动轴312和气缸313，所述的电机31的输出轴与驱

动轴32连接，电机31带动驱动轴32旋转；驱动轴32上设置有链轮34，链轮34与链条38之间形

成镶嵌传递结构，链轮34带动链条38运动；输送带连接孔35设置在输送带310上，链条连接

板37设置在链条38与输送带310之间，所述的输送带卡钉36穿过输送带连接孔35将链条38、

链条连接板37和输送带310连接在一起；多个加热板39设置在输送带310上；被动轴312和气

缸313连接，链条38连接在驱动轴32和被动轴312之间，所述的气缸313通过被动轴312对输

送带施加气缸张紧力311。

[0029] 所述的调整舱5为多段组合式结构。

[0030] 所述的主机舱6为一段至三段组合式结构。

[0031] 所述的链条连接板37设置在链条38的相对节距之间。

[0032] 多个所述的输送带连接孔35沿着链条38的运动方向设置，相邻的输送带连接孔35

之间的距离为500mm。

[0033] 所述粉体物料出料舱7的出口处设置有带有真空密封的调节装置的粉碎装置，该

粉碎装置包括舱盖47和壳体45，舱盖47设置在壳体45的左端，舱盖47的端面上设有刀具间

隙调节器46，刀具间隙调节器46包括第一刀具间隙调节器61、第二刀具间隙调节器62和第

三刀具间隙调节器63，壳体45的侧面左下端设有出料口411，出料口411处取消了筛网，使粉

碎后的干颗粒从出料口411排出时不会被堵塞，壳体45的侧面右上端设有进料口42，壳体45

的右侧面设有密封连接装置417，密封连接装置417通过联轴器418和粉碎电机419连接，粉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07356081 B

5



碎电机419通过开关和外部电源电连接，密封连接装置417和转轴41连接，转轴41的右端贯

穿密封连接装置417和壳体45的右侧面，转轴41的左端与轴承410连接，位于壳体45内部的

转轴41的侧面设有第一刀具组动刀43，转轴41位于壳体45的右端和第一刀具组动刀43之间

的侧面上设有伸缩弹簧416；壳体45的内部分为第一粉碎舱413和第二粉碎舱48两部分，第

二粉碎舱48的直径大于第一粉碎舱413的直径，第一粉碎舱413的侧面设有第一刀具组定刀

44，第一刀具组定刀44的宽度自左向右逐渐变宽，第一刀具组动刀43的左侧设有第二刀具

组动刀414和第二刀具组定刀415，第二刀具组动刀414和第二刀具组定刀415之间设有弹

簧，第二刀具组动刀414通过弹簧连接有第三刀具组动刀49，第二粉碎舱48的侧面设有第三

刀具组定刀412，第三刀具间隙调节器63和第一刀具组动刀43滑动连接，第二刀具间隙调节

器62和第二刀具组动刀414滑动连接，第一刀具间隙调节器61和第三刀具组动刀49滑动连

接，第一刀具间隙调节器61、第二刀具间隙调节器62、第三刀具间隙调节器63可以对三组独

立刀具进行任意调节以获得理想的干颗粒目数，实现了粉碎颗粒度粗细的在线无级调节。

[0034] 在使用时：待粉碎物料通过进料口42进入第一粉碎舱413；第一刀具组动刀43和第

一刀具组定刀44在转轴41的带动下通过相对运动对物料进行第一次粉碎，调节第三刀具间

隙调节器63可以改变粉碎物料颗粒的大小，物料在连续碰撞粉碎中形成气流并经第一粉碎

舱413大小口的压差进入第二粉碎舱48，由第二刀具组动刀414和第二刀具组定刀415对物

料进行第二次粉碎，第二刀具组动刀414通过第一刀具组动刀43带动，粉碎物料颗粒的大小

通过第二刀具间隙调节器62进行调节，物料在二次粉碎后在离心作用下连续被甩出至第二

粉碎舱48舱壁由第三刀具组动刀49和第三刀具组定刀412进行第三次粉碎，第三刀具组动

刀49通过第二刀具组动刀414带动，粉碎物料颗粒的大小通过第一刀具间隙调节器61进行

调节，物料在三次粉碎后经出料口411排出，粉碎完成。

[0035] 本发明所述的真空带式干燥机取消了出料口411处的筛网，使粉碎后的干颗粒从

出料口411排出时不会被堵塞；采用一套带真空密封的调节装置，第一刀具间隙调节器61、

第二刀具间隙调节器62、第三刀具间隙调节器63可以对三组独立刀具进行任意调节以获得

理想的干颗粒目数，实现了粉碎颗粒度粗细的在线无级调节。

[0036] 本发明所述的双向链式驱动装置设置在固体状物料进料舱2和固体物料出料舱9

之间，带动物料依次经过左隔离气闸3、液体浸膏进料舱4、调整舱5、主机舱6、粉体物料出料

舱7和右隔离气闸8，在运动的过程中被干燥。双向链式驱动装置彻底解决了输送带的跑偏

问题，全程无需纠偏。由于输送带连接孔35的存在，将输送带与加热板之间的摩擦力在运行

过程中分割成多个区域(500mm，如图3)，并在区域内向三个方向分解(如图3黑色箭头所

示)，降低了输送带的抗拉载荷，提高了输送带的使用寿命。

[0037] 在链条的相对节距(500mm)之间设置连接板与输送带连接，有效控制了输送带的

横向无规律窜动(输送带无法跑偏，如图3，扭力33被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因此不再需要

纠偏。

[0038] 由于不再需要纠偏，因此气缸的张紧作用和行程长短可以相应减少(理论上可以

用简单的机械装置取代气缸张紧装置)，输送带张紧力无需到极限，将气缸张紧装置活动距

离的至少20％提供给加热板有效面积的放长，在同样长度的机身条件下加热板的长度要更

多。

[0039] 虽然，上文中已经用一般性说明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尽的描述，但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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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基础上，可以对之作一些修改或改进，这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因此，

在不偏离本发明精神的基础上所做的这些修改或改进，均属于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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