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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自动化白芍加工生产线，

按物料加工顺序依次包括提升装置、筛选去杂装

置、分拣平台、清洗装置、蒸煮装置、冷却装置、脱

皮装置和二次清洗装置，白芍原料首先由提升装

置运送至筛选去杂装置除杂，除杂后被送至分拣

平台，分拣后输送至清洗装置清洗，清洗后送至

蒸煮装置进行蒸汽蒸煮，蒸煮后经过冷却装置冷

却送入脱皮装置进行脱皮，脱皮完成后再送人二

次清洗装置进行最终清洗，至此完成整套自动化

加工流程。本发明结构合理，安装使用方便，稳定

性好，适用性广，加工过程中不易对原药材造成

损伤折断，且自动化在线操作，省时省力，有效的

提高了白芍药材的生产加工效率和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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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化白芍加工生产线，按物料加工顺序依次包括提升装置、筛选去杂装置、分

拣平台、清洗装置、蒸煮装置、冷却装置、脱皮装置和二次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筛选去杂装置包括有封闭箱体，所述箱体内上层设有筛筒，下层设有除杂传送带，

所述筛筒轴心设有安装在箱体内的中心轴，所述中心轴一端传动连接有安装在箱体内的除

杂驱动电机，所述中心轴上通过若干组连杆固定连接多个筒壁安装环，所述的多个筒壁安

装环之间对应连接有若干等间距布置的圆管，所述的若干圆管围成筛筒筒壁结构，所述筛

筒两端分别设有筛选进料斗和筛选出料斗，所述筛选进料斗上方布置有提升装置，所述筛

选出料斗下方布置有分拣平台，所述除杂传送带伸出箱体一端；

所述分拣平台包括有支架，所述支架上安装有一条形平台，所述条形平台下方沿条形

平台长度方向设有拣料传送带，所述支架上设有与拣料传送带传动连接的拣料驱动电机，

所述条形平台两侧分别向外延伸有多个支撑杆，所述支撑杆杆端固定连接有向下向内弯折

的挡料板，所述挡料板下端延伸至拣料传送带的正上方，所述拣料传送带末端延伸至清洗

装置；

所述冷却装置包括有上端敞口的冷却箱，所述冷却箱内设有传送网带，所述传送网带

一端斜向上伸出冷却箱形成冷却出料端，所述冷却箱底部在传送网带下方设有集水槽，并

在冷却箱外壁上设有与集水槽连通的排水阀，所述冷却箱内在传送网带下方设有若干均匀

排列的风管，所述风管上均匀开有若干朝向传送网带底面的出风口，所述冷却出料端下方

的冷却箱支架上安装有网带驱动电机和风机，所述网带驱动电机的输出轴通过传动带与传

送网带的主动轴连接，所述风机通过管道与冷却箱内的风管连通，所述冷却出料端延伸至

脱皮装置；

所述脱皮装置包括有托座，所述托座上设有一对平行布置的轴杆，所述轴杆上安装多

个托轮，所述托轮上滚动配合有脱皮滚筒，所述托座一端设有与轴杆传动连接的脱皮驱动

电机，所述脱皮滚筒内布置有菱形网状结构的脱皮隔板，所述脱皮滚筒两端分别设有脱皮

进料口和脱皮出料口，所述脱皮进料口上设有脱皮进料斗，所述脱皮出料口内设有成倾斜

交叉布置的出料挡板，所述脱皮进料斗布置在冷却装置的出料端下方。

2.根据权力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化白芍加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控制柜，

所述提升装置、筛选去杂装置、分拣平台、清洗装置、蒸煮装置、冷却装置、脱皮装置和二次

清洗装置均与控制柜连接。

3.根据权力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化白芍加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提升装置包括

有提升支架，所述提升支架上安装有提升传送带和与其传动连接提升电机，所述提升传送

带低端设有安装在提升支架上的喂料斗，所述提升传送带高端延伸至筛选去杂装置的筛选

进料斗上方。

4.根据权力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化白芍加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装置包括

有上端敞口的清洗箱，所述清洗箱内沿清洗箱长度方向布置有若干辊面相互邻接呈U形的

清洗辊，所述清洗辊的辊面上设有柱形毛刷，所述清洗箱底部在若干清洗辊下方设有清洗

传送带，所述清洗箱上端沿清洗箱长度方向设有一组喷水管，所述喷水管上均匀分布有若

干朝向清洗箱内的喷水口，所述清洗箱一端设有与若干清洗辊传动连接的清洗驱动电机，

另一端设有除杂出料斗，所述除杂出料斗上设有仓门，所述分拣平台的拣料传送带末端延

伸至清洗箱上端，所述清洗传送带输出端延伸至蒸煮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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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力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化白芍加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蒸煮装置包括

有具有保温层的蒸煮箱，所述蒸煮箱上端设有罩盖，且在蒸煮箱一端留有开口形成蒸煮进

料端，所述蒸煮箱内沿蒸煮箱长度方向设有蒸煮传送带，所述蒸煮传送带一端斜向上伸出

蒸煮箱形成蒸煮出料端，所述蒸煮箱一端设有与蒸煮传送带连接的蒸煮驱动电机，所述罩

盖内沿蒸煮箱长度方向布置有蒸汽管，所述蒸汽管上均匀布置有若干朝向蒸煮传送带的喷

孔，所述蒸煮箱一侧外壁设有与蒸汽管连接的进气管，所述进气管上设有进气控制阀，所述

蒸煮进料端上布置有清洗传送带，所述蒸煮出料端延伸至冷却装置的冷却箱上方。

6.根据权力要求1和4所述的一种自动化白芍加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二次清洗

装置的结构与清洗装置相似，区别于清洗装置的特征是，在清洗箱内并排设有两组若干辊

面相互邻接呈U形的清洗辊，并在两组清洗辊下方设有由清洗箱两侧向中部收拢至清洗传

送带上方的导料板。

7.根据权力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化白芍加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筛选去杂装置

中构成筛筒筒壁结构的若干圆管为实心钢管。

8.根据权力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化白芍加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冷却装置的冷

却箱内的传送网带两侧边缘均设有用于拉紧传送网带的撑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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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化白芍加工生产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中药材生产加工领域，具体为一种自动化白芍加工生产线。

背景技术

[0002] 白芍是毛茛科植物芍药的干燥根。具有养血调经，敛阴止汗，柔肝止痛，平抑肝阳

的功效；用于血虚萎黄，月经不调，四肢挛痛等，是我国常用中药材之一。白芍主要活性成分

为芍药苷为代表的单萜苷类成分，五没食子酰葡萄糖为代表的没食子酸类成分等。白芍传

统加工方法为去皮水煮后晒干，而在具体的加工过程中，由于设备和加工工序的原因，导致

白芍原料在筛选时容易损伤折断，筛选不够干净，清洗不够充分，分拣、脱皮效率低等诸多

问题，自动化程度不高，影响生产加工效率。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提供一种自动化白芍加工生产线，以解决现有技术中传统的加工设

备和加工工序不够合理，导致白芍原料在筛选时容易损伤折断，筛选不够干净，清洗不够充

分，分拣、脱皮效率低等诸多问题，自动化程度不高，影响生产加工效率的问题。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自动化白芍加工生产线，按物料加工顺序依次包括提升装置、筛选去杂装置、分拣

平台、清洗装置、蒸煮装置、冷却装置、脱皮装置和二次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筛选去杂装置包括有封闭箱体，所述箱体内上层设有筛筒，下层设有除杂传送带，

所述筛筒轴心设有安装在箱体内的中心轴，所述中心轴一端传动连接有安装在箱体内的除

杂驱动电机，所述中心轴上通过若干组连杆固定连接多个筒壁安装环，所述的多个筒壁安

装环之间对应连接有若干等间距布置的圆管，所述的若干圆管围成筛筒筒壁结构，所述筛

筒两端分别设有筛选进料斗和筛选出料斗，所述筛选进料斗上方布置有提升装置，所述筛

选出料斗下方布置有分拣平台，所述除杂传送带伸出箱体一端；

所述分拣平台包括有支架，所述支架上安装有一条形平台，所述条形平台下方沿条形

平台长度方向设有拣料传送带，所述支架上设有与拣料传送带传动连接的拣料驱动电机，

所述条形平台两侧分别向外延伸有多个支撑杆，所述支撑杆杆端固定连接有向下向内弯折

的挡料板，所述挡料板下端延伸至拣料传送带的正上方，所述拣料传送带末端延伸至清洗

装置；

所述冷却装置包括有上端敞口的冷却箱，所述冷却箱内设有传送网带，所述传送网带

一端斜向上伸出冷却箱形成冷却出料端，所述冷却箱底部在传送网带下方设有集水槽，并

在冷却箱外壁上设有与集水槽连通的排水阀，所述冷却箱内在传送网带下方设有若干均匀

排列的风管，所述风管上均匀开有若干朝向传送网带底面的出风口，所述冷却出料端下方

的冷却箱支架上安装有网带驱动电机和风机，所述网带驱动电机的输出轴通过传动带与传

送网带的主动轴连接，所述风机通过管道与冷却箱内的风管连通，所述冷却出料端延伸至

脱皮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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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脱皮装置包括有托座，所述托座上设有一对平行布置的轴杆，所述轴杆上安装多

个托轮，所述托轮上滚动配合有脱皮滚筒，所述托座一端设有与轴杆传动连接的脱皮驱动

电机，所述脱皮滚筒内布置有菱形网状结构的脱皮隔板，所述脱皮滚筒两端分别设有脱皮

进料口和脱皮出料口，所述脱皮进料口上设有脱皮进料斗，所述脱皮出料口内设有成倾斜

交叉布置的出料挡板，所述出料挡板实现脱皮滚筒顺时针旋转时出料，逆时针旋转时脱皮，

所述脱皮进料斗布置在冷却装置的出料端下方；

所述的一种自动化白芍加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控制柜，所述提升装置、筛

选去杂装置、分拣平台、清洗装置、蒸煮装置、冷却装置、脱皮装置和二次清洗装置均与控制

柜连接。

[0005] 所述的一种自动化白芍加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提升装置包括有提升支架，

所述提升支架上安装有提升传送带和与其传动连接提升电机，所述提升传送带低端设有安

装在提升支架上的喂料斗，所述提升传送带高端延伸至筛选去杂装置的筛选进料斗上方。

[0006] 所述的一种自动化白芍加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装置包括有上端敞口

的清洗箱，所述清洗箱内沿清洗箱长度方向布置有若干辊面相互邻接呈U形的清洗辊，所述

清洗辊的辊面上设有柱形毛刷，所述清洗箱底部在若干清洗辊下方设有清洗传送带，所述

清洗箱上端沿清洗箱长度方向设有一组喷水管，所述喷水管上均匀分布有若干朝向清洗箱

内的喷水口，所述清洗箱一端设有与若干清洗辊传动连接的清洗驱动电机，另一端设有除

杂出料斗，所述除杂出料斗上设有仓门，所述分拣平台的拣料传送带末端延伸至清洗箱上

端，所述清洗传送带输出端延伸至蒸煮装置。

[0007] 所述的一种自动化白芍加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蒸煮装置包括有具有保温

层的蒸煮箱，所述蒸煮箱上端设有罩盖，且在蒸煮箱一端留有开口形成蒸煮进料端，所述蒸

煮箱内沿蒸煮箱长度方向设有蒸煮传送带，所述蒸煮传送带一端斜向上伸出蒸煮箱形成蒸

煮出料端，所述蒸煮箱一端设有与蒸煮传送带连接的蒸煮驱动电机，所述罩盖内沿蒸煮箱

长度方向布置有蒸汽管，所述蒸汽管上均匀布置有若干朝向蒸煮传送带的喷孔，所述蒸煮

箱一侧外壁设有与蒸汽管连接的进气管，所述进气管上设有进气控制阀，所述蒸煮进料端

上布置有清洗传送带，所述蒸煮出料端延伸至冷却装置的冷却箱上方。

[0008] 所述的一种自动化白芍加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二次清洗装置的结构与清

洗装置相似，区别于清洗装置的特征是，在清洗箱内并排设有两组若干辊面相互邻接呈U形

的清洗辊，并在两组清洗辊下方设有由清洗箱两侧向中部收拢至清洗传送带上方的导料

板。

[0009] 所述的一种自动化白芍加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筛选去杂装置中构成筛筒

筒壁结构的若干圆管为实心钢管。

[0010] 所述的一种自动化白芍加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冷却装置的冷却箱内的传

送网带两侧边缘均设有用于拉紧传送网带的撑杆。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本发明结构合理，安装使用方便，采用在筛选去杂装置中设置若干圆管围成筛筒筒壁

结构的设计，相比传统的筛网结构，能够防止白芍原料受损折断，有效的提高了白芍原料的

筛选质量；采用由挡料板接续的双层结构的分拣平台设计，有效的提高了分拣效率；采用在

清洗装置的清洗辊上设置柱形毛刷，有效的提高了清洗效率；脱皮装置采用内部具有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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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板的滚筒式结构，脱皮充分，白芍原料不易受损，有效的提高了脱皮效率和质量；且白芍

原料的蒸煮和冷却工序均匀自动化在线处理，效率高，效果好，有效的提高了白芍药材的生

产加工效率和产品质量。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流程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发明中提升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为本发明中筛选去杂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为本发明中分拣平台的正视图。

[0016] 图5为本发明中分拣平台的侧视图。

[0017] 图6为本发明中清洗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7为本发明中蒸煮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8为本发明中冷却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9为本发明中脱皮装置的正视图。

[0021] 图10为本发明中脱皮装置的侧视图。

[0022] 图11为本发明中二次清洗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如图1至11所示，一种自动化白芍加工生产线，按物料加工顺序依次包括提升装置

1、筛选去杂装置2、分拣平台3、清洗装置4、蒸煮装置5、冷却装置6、脱皮装置7和二次清洗装

置8，白芍原料首先由提升装置1运送至筛选去杂装置2除杂，除杂后被送至分拣平台3，由人

工分拣后由拣料传送带输送至清洗装置4清洗，清洗后送至蒸煮装置5进行蒸汽蒸煮，蒸煮

后经过冷却装置6冷却送入脱皮装置7进行脱皮，脱皮完成后再送人二次清洗装置8进行最

终清洗，至此完成整套自动化加工流程。

[0024] 筛选去杂装置2包括有封闭箱体21，箱体21内上层设有筛筒22，下层设有除杂传送

带23，筛筒22轴心设有安装在箱体21内的中心轴24，中心轴24一端传动连接有安装在箱体

21内的除杂驱动电机25，中心轴24上通过若干组连杆26固定连接多个筒壁安装环27，多个

筒壁安装环27之间对应连接有若干等间距布置的圆管28，若干圆管28围成筛筒22筒壁结

构，筛筒22两端分别设有筛选进料斗29和筛选出料斗210，筛选进料斗29上方布置有提升装

置1，筛选出料斗210下方布置有分拣平台3，除杂传送带23伸出箱体21一端；

分拣平台3包括有支架31，支架31上安装有一条形平台32，条形平台32下方沿条形平台

32长度方向设有拣料传送带33，支架31上设有与拣料传送带33传动连接的拣料驱动电机

34，条形平台32两侧分别向外延伸有多个支撑杆35，支撑杆35杆端固定连接有向下向内弯

折的挡料板36，挡料板36下端延伸至拣料传送带33的正上方，拣料传送带33末端延伸至清

洗装置4；

冷却装置6包括有上端敞口的冷却箱61，冷却箱61内设有传送网带62，传送网带62一端

斜向上伸出冷却箱61形成冷却出料端63，冷却箱61底部在传送网带62下方设有集水槽64，

并在冷却箱61外壁上设有与集水槽64连通的排水阀65，冷却箱61内在传送网带62下方设有

若干均匀排列的风管66，风管66上均匀开有若干朝向传送网带62底面的出风口67，冷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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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端63下方的冷却箱支架68上安装有网带驱动电机69和风机610，网带驱动电机69的输出

轴通过传动带611与传送网带62的主动轴612连接，风机610通过管道613与冷却箱61内的风

管66连通，冷却出料端63延伸至脱皮装置7；

脱皮装置7包括有托座71，托座71上设有一对平行布置的轴杆72，轴杆72上安装多个托

轮73，托轮73上滚动配合有脱皮滚筒74，托座71一端设有与轴杆72传动连接的脱皮驱动电

机75，脱皮滚筒74内布置有菱形网状结构的脱皮隔板75，脱皮滚筒74两端分别设有脱皮进

料口77和脱皮出料口78，脱皮进料口77上设有脱皮进料斗79，脱皮出料口78内设有成倾斜

交叉布置的出料挡板710，出料挡板710实现脱皮滚筒74顺时针旋转时出料，逆时针旋转时

脱皮，脱皮进料斗77布置在冷却装置6的冷却出料端63下方；

还包括有控制柜，提升装置1、筛选去杂装置2、分拣平台3、清洗装置4、蒸煮装置5、冷却

装置6、脱皮装置7和二次清洗装置8均与控制柜连接。

[0025] 提升装置1包括有提升支架11，提升支架11上安装有提升传送带12和与其传动连

接提升电机13，提升传送带12低端设有安装在提升支架11上的喂料斗14，提升传送带12高

端延伸至筛选去杂装置2的筛选进料斗29上方。

[0026] 清洗装置4包括有上端敞口的清洗箱41，清洗箱41内沿清洗箱41长度方向布置有

若干辊面相互邻接呈U形的清洗辊42，清洗辊42的辊面上设有柱形毛刷43，清洗箱41底部在

若干清洗辊42下方设有清洗传送带44，清洗箱41上端沿清洗箱41长度方向设有一组喷水管

45，喷水管45上均匀分布有若干朝向清洗箱41内的喷水口46，清洗箱41一端设有与若干清

洗辊42传动连接的清洗驱动电机47，另一端设有除杂出料斗48，除杂出料斗48上设有仓门，

分拣平台3的拣料传送带33末端延伸至清洗箱41上端，清洗传送带44输出端延伸至蒸煮装

置5。

[0027] 蒸煮装置5包括有具有保温层的蒸煮箱51，蒸煮箱51上端设有罩盖52，且在蒸煮箱

51一端留有开口形成蒸煮进料端53，蒸煮箱51内沿蒸煮箱51长度方向设有蒸煮传送带54，

蒸煮传送带54一端斜向上伸出蒸煮箱51形成蒸煮出料端55，蒸煮箱51一端设有与蒸煮传送

带54连接的蒸煮驱动电机56，罩盖52内沿蒸煮箱51长度方向布置有蒸汽管57，蒸汽管57上

均匀布置有若干朝向蒸煮传送带54的喷孔58，蒸煮箱51一侧外壁设有与蒸汽管57连接的进

气管59，进气管59上设有进气控制阀510，蒸煮进料端53上布置有清洗传送带44，蒸煮出料

端55延伸至冷却装置6的冷却箱上方。

[0028] 二次清洗装置8的结构与清洗装置4相似，区别于清洗装置4的特征是，在清洗箱81

内并排设有两组若干辊面相互邻接呈U形的清洗辊82，并在两组清洗辊82下方设有由清洗

箱81两侧向中部收拢至清洗传送带83上方的导料板84。

[0029] 筛选去杂装置2中构成筛筒22筒壁结构的若干圆管28为实心钢管。

[0030] 冷却装置6的冷却箱61内的传送网带62两侧边缘均设有用于拉紧传送网带的撑杆

614。

说　明　书 4/4 页

7

CN 110478244 A

7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6 页

8

CN 110478244 A

8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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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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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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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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