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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西红柿批量加工十字切

割的切菜机，其结构包括杂汁槽、倾斜漏口、处理

完毕置放箱、观察窗、批量切割箱、操控箱、置放

箱，倾斜漏口位于杂汁槽正上方，处理完毕置放

箱右端与批量切割箱左端相互贯通，置放箱左端

贯穿于批量切割箱右端内部且相互接通，批量切

割箱包括防护壳、切割刀、撑开续物道、变位轨、

呈放装置、输送带、主转体，主转体安装于防护壳

内部，撑开续物道安装于防护壳内部，当西红柿

被放入后，将会移动至撑开续物道上，由外界进

行操作，带动主转体与输送带转动，其呈放装置

顺着转动，但是变位轨是固定在原位不动，使其

西红柿能够完整的被十字切割开，从而通过处理

完毕置放箱将其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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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西红柿批量加工十字切割的切菜机，其结构包括杂汁槽(1)、倾斜漏口(2)、处理

完毕置放箱(3)、观察窗(4)、批量切割箱(5)、操控箱(6)、置放箱(7)，其特征在于：

所述倾斜漏口(2)位于杂汁槽(1)正上方，所述处理完毕置放箱(3)右端与批量切割箱

(5)左端相互贯通，所述观察窗(4)安装于批量切割箱(5)前表面，所述倾斜漏口(2)顶端与

批量切割箱(5)底端相焊接，所述操控箱(6)安装于批量切割箱(5)远离倾斜漏口(2)的一

端，所述置放箱(7)左端贯穿于批量切割箱(5)右端内部且相互接通；

所述批量切割箱(5)包括防护壳(51)、切割刀(52)、撑开续物道(53)、变位轨(54)、呈放

装置(55)、输送带(56)、主转体(57)，所述主转体(57)安装于防护壳(51)内部，所述切割刀

(52)设有两个，所述呈放装置(55)内端安装于输送带(56)外表面，所述主转体(57)设有两

个且位于输送带(56)内部对称分布，所述变位轨(54)设有两个，所述撑开续物道(53)安装

于防护壳(51)内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西红柿批量加工十字切割的切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呈

放装置(55)包括撑开圆口(551)、移动卡球(552)、翘动球(553)、弹性条(554)、固定卡座

(555)、调控扩张装置(556)、限位轨(557)，所述限位轨(557)安装于撑开圆口(551)内部，所

述移动卡球(552)设有四个，所述翘动球(553)贯穿于弹性条(554)右端内部，所述弹性条

(554)远离翘动球(553)的一端与固定卡座(555)相连接，所述撑开圆口(551)底端嵌入于调

控扩张装置(556)内部，所述翘动球(553)安装于限位轨(557)内槽且活动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西红柿批量加工十字切割的切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调

控扩张装置(556)包括切割活动扣(5561)、缩小限位块(5562)、扩增杆(5563)、外壁(5564)，

所述缩小限位块(5562)两个之间安装有切割活动扣(5561)，所述扩增杆(5563)贯穿于缩小

限位块(5562)内部且活动连接，所述缩小限位块(5562)嵌入于外壁(5564)内部。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西红柿批量加工十字切割的切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移

动卡球(552)包括安装衔接壳(5521)、回缩杆(5522)、受压施力杆(5523)、卡扣弧杆(5524)、

中转体(5525)、限位滑槽(5526)、滑块(5527)，所述限位滑槽(5526)左端焊接于安装衔接壳

(5521)右端，所述回缩杆(5522)左端与受压施力杆(5523)右端铰链连接，所述滑块(5527)

嵌入于限位滑槽(5526)内槽且活动连接，所述卡扣弧杆(5524)设有两个之间安装有中转体

(5525)且铰链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西红柿批量加工十字切割的切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变

位轨(54)包括缓冲翘动板(541)、辅助滑轮(542)、移动道(543)、待挤口(544)，所述辅助滑

轮(542)水平均匀分布，所述缓冲翘动板(541)设有两个，所述移动道(543)右端与待挤口

(544)左端相互贯通。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西红柿批量加工十字切割的切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撑

开圆口(551)包括置物框(5511)、防护块(5512)、受挤缓冲头(5513)，所述受挤缓冲头

(5513)两个为一组且安装于防护块(5512)内部，所述置物框(5511)位于防护块(5512)左

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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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西红柿批量加工十字切割的切菜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蔬菜领域，更具体地说，尤其是涉及到一种西红柿批量加工十字切割

的切菜机。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大饭店的需菜量较高，而普通的切菜机都是通用的，什么菜往内一放，便一直

持续同一活动轨迹切割，毫无变化，当需对西红柿进行大量切割处理时，也只能是放入切割

蔬菜的设备内进行切割。

[0003] 基于上述本发明人发现，现有的蔬菜加工切菜机主要存在以下几点不足，比如：

[0004] 由于西红柿的大小个头不一，且好坏程度也不一样，如果不分其大小便进行切割

时，较容易切成有大有小，且如果西红柿已经有点坏掉，开始有些软，在继续切割的话，较难

在将其切断，容易把其切烂掉，就会挤出一些汁，与切割完毕的混合在一起，较容易将其新

鲜的西红柿泡烂，影响卖相。

[0005] 因此需要提出一种西红柿批量加工十字切割的切菜机。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由于西红柿的大小个头不一，且好坏程度也不一样，如果不分

其大小便进行切割时，较容易切成有大有小，且如果西红柿已经有点坏掉，开始有些软，在

继续切割的话，较难在将其切断，容易把其切烂掉，就会挤出一些汁，与切割完毕的混合在

一起，较容易将其新鲜的西红柿泡烂，影响卖相的问题。

[0007] 本发明一种西红柿批量加工十字切割的切菜机的目的与功效，由以下具体技术手

段所达成：

[0008] 其结构包括杂汁槽、倾斜漏口、处理完毕置放箱、观察窗、批量切割箱、操控箱、置

放箱。

[0009] 所述倾斜漏口位于杂汁槽正上方，所述处理完毕置放箱右端与批量切割箱左端相

互贯通，所述观察窗安装于批量切割箱前表面，所述倾斜漏口顶端与批量切割箱底端相焊

接，所述操控箱安装于批量切割箱远离倾斜漏口的一端，所述置放箱左端贯穿于批量切割

箱右端内部且相互接通。

[0010] 所述批量切割箱包括防护壳、切割刀、撑开续物道、变位轨、呈放装置、输送带、主

转体，所述主转体安装于防护壳内部，所述切割刀设有两个，所述呈放装置内端安装于输送

带外表面，所述主转体设有两个且位于输送带内部对称分布，所述变位轨设有两个，所述撑

开续物道安装于防护壳内部。

[0011]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呈放装置包括撑开圆口、移动卡球、翘动球、弹性

条、固定卡座、调控扩张装置、限位轨，所述限位轨安装于撑开圆口内部，所述移动卡球设有

四个，所述翘动球贯穿于弹性条右端内部，所述弹性条远离翘动球的一端与固定卡座相连

接，所述撑开圆口底端嵌入于调控扩张装置内部，所述翘动球安装于限位轨内槽且活动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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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所述限位轨呈弧形结构，所述撑开圆口为不规则曲面型结构，所述固定卡座呈梯形结

构。

[0012]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调控扩张装置包括切割活动扣、缩小限位块、扩增

杆、外壁，所述缩小限位块两个之间安装有切割活动扣，所述扩增杆贯穿于缩小限位块内部

且活动连接，所述缩小限位块嵌入于外壁内部，所述扩增杆呈弧形结构。

[0013]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移动卡球包括安装衔接壳、回缩杆、受压施力杆、

卡扣弧杆、中转体、限位滑槽、滑块，所述限位滑槽左端焊接于安装衔接壳右端，所述回缩杆

左端与受压施力杆右端铰链连接，所述滑块嵌入于限位滑槽内槽且活动连接，所述卡扣弧

杆设有两个之间安装有中转体且铰链连接，所述受压施力杆呈倒钩型结构，所述卡扣弧杆

为弧钩型结构。

[0014]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变位轨包括缓冲翘动板、辅助滑轮、移动道、待挤

口，所述辅助滑轮水平均匀分布，所述缓冲翘动板设有两个，所述移动道右端与待挤口左端

相互贯通，所述缓冲翘动板呈鹰嘴型结构。

[0015]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撑开圆口包括置物框、防护块、受挤缓冲头，所述

受挤缓冲头两个为一组且安装于防护块内部，所述置物框位于防护块左侧，所述防护块呈

圆润型凹字结构。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7] 当西红柿被放入后，将会移动至撑开续物道上，由外界进行操作，带动主转体与输

送带转动，其呈放装置顺着转动，但是变位轨是固定在原位不动，当呈放装置移动至撑开续

物道下方，将其撑开，从而让西红柿滚入置物框内，由扩增杆顺着缩小限位块移动来调控西

红柿所需的位置大小，其撑开圆口扩张的同时，翘动球将受到挤压的力顺着限位轨移动，从

而呈放装置继续顺着输送带移动，由切割刀对其进行切割的第一刀，当其呈放装置切割完

毕持续移动时，底端的卡扣弧杆将挤入待挤口内，从而顺着移动道移动，使得其能够转动半

圈，让呈放装置另外两个切割活动扣转于切割刀下方，进行二次切割，使其西红柿能够完整

的被十字切割开，从而通过处理完毕置放箱将其释放出来。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一种西红柿批量加工十字切割的切菜机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一种批量切割箱的正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一种呈放装置的正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一种调控扩张装置的俯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一种移动卡球的正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一种变位轨的右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为本发明一种撑开圆口的正视放大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杂汁槽-1、倾斜漏口-2、处理完毕置放箱-3、观察窗-4、批量切割箱-5、操控

箱-6、置放箱-7、防护壳-51、切割刀-52、撑开续物道-53、变位轨-54、呈放装置-55、输送带-

56、主转体-57、撑开圆口-551、移动卡球-552、翘动球-553、弹性条-554、固定卡座-555、调

控扩张装置-556、限位轨-557、切割活动扣-5561、缩小限位块-5562、扩增杆-5563、外壁-

5564、安装衔接壳-5521、回缩杆-5522、受压施力杆-5523、卡扣弧杆-5524、中转体-5525、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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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滑槽-5526、滑块-5527、缓冲翘动板-541、辅助滑轮-542、移动道-543、待挤口-544、置物

框-5511、防护块-5512、受挤缓冲头-5513。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0027] 实施例：

[0028] 如附图1至附图7所示：

[0029] 本发明提供一种西红柿批量加工十字切割的切菜机，其结构包括杂汁槽1、倾斜漏

口2、处理完毕置放箱3、观察窗4、批量切割箱5、操控箱6、置放箱7。

[0030] 所述倾斜漏口2位于杂汁槽1正上方，所述处理完毕置放箱3右端与批量切割箱5左

端相互贯通，所述观察窗4安装于批量切割箱5前表面，所述倾斜漏口2顶端与批量切割箱5

底端相焊接，所述操控箱6安装于批量切割箱5远离倾斜漏口2的一端，所述置放箱7左端贯

穿于批量切割箱5右端内部且相互接通。

[0031] 所述批量切割箱5包括防护壳51、切割刀52、撑开续物道53、变位轨54、呈放装置

55、输送带56、主转体57，所述主转体57安装于防护壳51内部，所述切割刀52设有两个，所述

呈放装置55内端安装于输送带56外表面，所述主转体57设有两个且位于输送带56内部对称

分布，所述变位轨54设有两个，所述撑开续物道53安装于防护壳51内部。

[0032] 其中，所述呈放装置55包括撑开圆口551、移动卡球552、翘动球553、弹性条554、固

定卡座555、调控扩张装置556、限位轨557，所述限位轨557安装于撑开圆口551内部，所述移

动卡球552设有四个，所述翘动球553贯穿于弹性条554右端内部，所述弹性条554远离翘动

球553的一端与固定卡座555相连接，所述撑开圆口551底端嵌入于调控扩张装置556内部，

所述翘动球553安装于限位轨557内槽且活动连接，所述限位轨557呈弧形结构，所述撑开圆

口551为不规则曲面型结构，所述固定卡座555呈梯形结构，所述撑开圆口551往两侧顺着调

控扩张装置556移动撑开时，其翘动球553将受到限制的力顺着限位轨557往上移动，当其撑

开圆口551失去阻力时，由弹性条554的弹性，将其翘动球553顺着限位轨557往下带动，使得

其撑开圆口551可以快速归位。

[0033] 其中，所述调控扩张装置556包括切割活动扣5561、缩小限位块5562、扩增杆5563、

外壁5564，所述缩小限位块5562两个之间安装有切割活动扣5561，所述扩增杆5563贯穿于

缩小限位块5562内部且活动连接，所述缩小限位块5562嵌入于外壁5564内部，所述扩增杆

5563呈弧形结构，所述扩增杆5563顺着外壁5564内槽移动，来调节切割活动扣5561之间的

距离，让其更为适合西红柿的个体大小，其缩小限位块5562为了防止扩增杆5563滑出。

[0034] 其中，所述移动卡球552包括安装衔接壳5521、回缩杆5522、受压施力杆5523、卡扣

弧杆5524、中转体5525、限位滑槽5526、滑块5527，所述限位滑槽5526左端焊接于安装衔接

壳5521右端，所述回缩杆5522左端与受压施力杆5523右端铰链连接，所述滑块5527嵌入于

限位滑槽5526内槽且活动连接，所述卡扣弧杆5524设有两个之间安装有中转体5525且铰链

连接，所述受压施力杆5523呈倒钩型结构，所述卡扣弧杆5524为弧钩型结构，所述卡扣弧杆

5524外侧为弧面是为了其更为方便的进入到另外一个物体内，其卡扣弧杆5524在进入物体

后将受到挤压，其受压施力杆5523与回缩杆5522相配合，顺着限位滑槽5526滑动，来辅助其

卡扣弧杆5524挤压与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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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其中，所述变位轨54包括缓冲翘动板541、辅助滑轮542、移动道543、待挤口544，所

述辅助滑轮542水平均匀分布，所述缓冲翘动板541设有两个，所述移动道543右端与待挤口

544左端相互贯通，所述缓冲翘动板541呈鹰嘴型结构，所述待挤口544内有物体进入后，先

大致通过其定位，在通过自身的力其辅助滑轮542的辅助来滑动，在滑出移动道543时，有缓

冲翘动板541对其进行稍微的遮挡，防止其惯性滑动较大。

[0036] 其中，所述撑开圆口551包括置物框5511、防护块5512、受挤缓冲头5513，所述受挤

缓冲头5513两个为一组且安装于防护块5512内部，所述置物框5511位于防护块5512左侧，

所述防护块5512呈圆润型凹字结构，所述置物框5511内防止的西红柿，当一开始装置不适

合西红柿的大小，可能会对其有所挤压，其防护块5512能够对其进行缓冲保护，防止其西红

柿被破损。

[0037] 本实施例的具体使用方式与作用：

[0038] 本发明中，

[0039] 当西红柿被放入后，将会移动至撑开续物道53上，由外界操控箱6进行操控，带动

主转体57与输送带56转动，安装在输送带56外表面的呈放装置55跟着转动，其变位轨54是

固定在原位不动，当呈放装置55移动至撑开续物道53下方时，将其撑开，从而让西红柿滚入

置物框5511内，如果一开始撑开圆口551不适合西红柿的大小，可能会对其有所挤压，其防

护块5512能够对其进行缓冲保护，有效的防止其西红柿被破损，通过扩增杆5563顺着外壁

5564内壁的滑动，来调整其西红柿的大小，由缩小限位块5562防止其滑出，其撑开圆口551

扩张的同时，翘动球553将受到挤压的力顺着限位轨557移动，当内部的西红柿输出后，由弹

性条554的弹性带动翘动球553顺着限位轨557往下移动，使得其撑开圆口551归位，等下下

一次的运行，其呈放装置55继续顺着输送带56移动，由切割刀52对其进行切割的第一刀，当

其呈放装置55切割完毕持续移动时，底端的卡扣弧杆5524将挤入待挤口544内，有卡扣弧杆

5524对其受压施力杆5523与回缩杆5522进行挤压，顺着限位滑槽5526移动，直至卡扣弧杆

5524卡入移动道543内移动，使得其能够转动半圈，由辅助滑轮542辅助其进行移动，其缓冲

翘动板541将对其即将移动出来的物体进行限力，缓慢移出，让呈放装置55另外两个切割活

动扣5561转于切割刀52下方，进行二次切割，使其西红柿能够完整的被十字切割开，从而通

过处理完毕置放箱3将其释放出来，使其能够根据西红柿的大小进行切割，且能够将其均匀

的切割出来，防止其有大有小。

[0040] 利用本发明所述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启发下，设

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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