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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脱水蔬菜用杀菌烘干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布了一种脱水蔬菜用杀菌烘
干装置，
包括主壳体、脚座、输送链条、减速器和
驱动电机，
烘干主壳体的内部设有电 加热管，
主
壳体的顶部右侧设有臭氧发生器，
阻隔板的底面
设有与其上方相连通的臭氧曝气管，
输送链条下
方的左右两侧设有导流板，
导流板的内侧端固定
在导流斗上。
本实用新型能够及时吸收向下逸散
的水汽，
保持持续性地对流状态，
增加烘干速率，
而且臭氧灭菌可以迅速杀死蔬菜携带的微生物，
且不会对蔬菜的感官质量和营养物质造成损坏，
解决了现有技术采用高温灭菌方式，
不但会影响
蔬菜的色泽，
而且会破坏蔬菜的营养成分，
而且
热风烘干过程中没有及时吸收向下逸散的水汽，
烘干效率低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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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脱水蔬菜用杀菌烘干装置，
包括主壳体（1）、脚座（2）、输送链条（3）、减速器（4）
和驱动电机（5），
所述主壳体（1）的底部通过所述脚座（2）固定在地面上，
所述主壳体（1）的
顶部设有所述输送链条（3），
所述输送链条（3）通过三角皮带连接所述减速器（4），
所述减速
器（4）通过三角皮带连接所述驱动电机（5），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壳体（1）的顶部右侧设有烘
干主壳体（6），
所述烘干主壳体（6）的顶部设有与其内部相连通的第一鼓风机（61）和第二鼓
风机（62），
所述第一鼓风机（61）和所述第二鼓风机（62）之间的区域设有电控主机（63），
所
述电控主机（63）与所述第一鼓风机（61）和所述第二鼓风机（62）电性连接，
所述烘干主壳体
（6）的内部设有电加热管（64），
所述主壳体（1）的顶部右侧设有臭氧发生器（7），
所述臭氧发
生器（7）的内部下方设有阻隔板（71），
所述阻隔板（71）的底面设有与其上方相连通的臭氧
曝气管（72），
所述输送链条（3）下方的左右两侧设有导流板（8），
所述导流板（8）的内侧端固
定在导流斗（9）上，
所述导流斗（9）的内部设有引风机（91），
所述导流斗（9）的底部连通设在
横梁（11）上的集液箱（10），
而所述横梁（11）固定在所述脚座（2）上。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脱水蔬菜用杀菌烘干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集液箱（10）
的内部设有过滤筒体（92），
所述过滤筒体（92）以可拆卸方式连接在所述导流斗（9）的底部，
并且所述过滤筒体（92）的外侧面开设蜂窝状过滤孔。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脱水蔬菜用杀菌烘干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集液箱（10）
上设有卸料管（12），
并且所述卸料管（12）上设有手动球阀。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脱水蔬菜用杀菌烘干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导流板（8）
的内侧端通过焊接方式固定在导流斗（9）顶部的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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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脱水蔬菜用杀菌烘干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蔬菜用杀菌烘干装置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脱水蔬菜用杀菌烘
干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脱水蔬菜又称复水菜，
是将新鲜蔬菜经过洗涤、
烘干等加工制作，
脱去蔬菜中大部
分水分后而制成的一种干菜。
蔬菜原有色泽和营养成分基本保持不变。
既易于贮存和运输，
又能有效地调节蔬菜生产淡旺季节，
食用时只要将其浸入清水中即可复原，
并保留蔬菜原
来的色泽、营养和风味。脱水干制方法有自然晒干及人工脱水两类。人工脱水包括热风干
制、
微波干制、
膨化干制、
红外线及远红外线干制、
真空干制等。
目前蔬菜脱水干制应用比较
多的是热风干燥脱水和冷冻真空干燥脱水。但是现有技术的蔬菜烘干装置利用热风或者冷
冻真空脱水后，
为延长产品的保质期，
企业常常包装后采用高温灭菌方式，
不但会影响蔬菜
的色泽，
而且会破坏蔬菜的营养成分，
而且热风烘干过程中没有及时吸收向下逸散的水汽，
烘干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3] （1）技术方案
[0004]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不足，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脱水蔬菜用杀菌烘干装置，
包括主
壳体、脚座、
输送链条、
减速器和驱动电机，
所述主壳体的底部通过所述脚座固定在地面上，
所述主壳体的顶部设有所述输送链条，
所述输送链条通过三角皮带连接所述减速器，
所述
减速器通过三角皮带连接所述驱动电机，
所述主壳体的顶部右侧设有烘干主壳体，
所述烘
干主壳体的顶部设有与其内部相连通的第一鼓风机和第二鼓风机，
所述第一鼓风机和所述
第二鼓风机之间的区域设有电控主机，
所述电控主机与所述第一鼓风机和所述第二鼓风机
电性连接，
所述烘干主壳体的内部设有电加热管，
所述主壳体的顶部右侧设有臭氧发生器，
所述臭氧发生器的内部下方设有阻隔板，
所述阻隔板的底面设有与其上方相连通的臭氧曝
气管，
所述输送链条下方的左右两侧设有导流板，
所述导流板的内侧端固定在导流斗上，
所
述导流斗的内部设有引风机，
所述导流斗的底部连通设在横梁上的集液箱，
而所述横梁固
定在所述脚座上。
[0005] 进一步地，
所述集液箱的内部设有过滤筒体，
所述过滤筒体以可拆卸方式连接在
所述导流斗的底部，
并且所述过滤筒体的外侧面开设蜂窝状过滤孔。
[0006] 进一步地，
所述集液箱上设有卸料管，
并且所述卸料管上设有手动球阀。
[0007] 进一步地，
所述导流板的内侧端通过焊接方式固定在导流斗顶部的两侧。
[0008]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
首先将待烘干的蔬菜从输送链条的右侧导入，
然后通过
烘干主壳体进行热风烘干，
然后进入臭氧发生器的下方进行灭菌消毒，
由于臭氧发生器的
内部下方设有阻隔板，
阻隔板的底面设有与其上方相连通的臭氧曝气管，
输送链条下方的
左右两侧设有导流板，
导流板的内侧端固定在导流斗上，
导流斗的内部设有引风机，
能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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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吸收向下逸散的水汽，
保持持续性地对流状态，
增加烘干速率，
而且臭氧灭菌可以迅速杀
死蔬菜携带的微生物，
且不会对蔬菜的感官质量和营养物质造成损坏。
[0009] （2）有益效果
[001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相比于现有技术，
本实用新型能够及时吸收向下逸散的
水汽，
保持持续性地对流状态，
增加烘干速率，
而且臭氧灭菌可以迅速杀死蔬菜携带的微生
物，
且不会对蔬菜的感官质量和营养物质造成损坏，
解决了现有技术采用高温灭菌方式，
不
但会影响蔬菜的色泽，
而且会破坏蔬菜的营养成分，
而且热风烘干过程中没有及时吸收向
下逸散的水汽，
烘干效率低的技术问题。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脱水蔬菜用杀菌烘干装置的外部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是脱水蔬菜用杀菌烘干装置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
[0014] 实施例一
[0015] 请参阅图1 2，
包括主壳体1、脚座
~ 本实施案例提供一种脱水蔬菜用杀菌烘干装置，
2、输送链条3、减速器4和驱动电机5，
所述主壳体1的底部通过所述脚座2固定在地面上，
所
述主壳体1的顶部设有所述输送链条3，
所述输送链条3通过三角皮带连接所述减速器4，
所
述减速器4通过三角皮带连接所述驱动电机5，
所述主壳体1的顶部右侧设有烘干主壳体6，
所述烘干主壳体6的顶部设有与其内部相连通的第一鼓风机61和第二鼓风机62，
所述第一
鼓风机61和所述第二鼓风机62之间的区域设有电控主机63，
所述电控主机63与所述第一鼓
风机61和所述第二鼓风机62电性连接，
所述烘干主壳体6的内部设有电加热管64，
所述主壳
体1的顶部右侧设有臭氧发生器7，
所述臭氧发生器7的内部下方设有阻隔板71，
所述阻隔板
71的底面设有与其上方相连通的臭氧曝气管72，
所述输送链条3下方的左右两侧设有导流
板8，
所述导流板8的内侧端固定在导流斗9上，
所述导流斗9的内部设有引风机91，
所述导流
斗9的底部连通设在横梁11上的集液箱10，
而所述横梁11固定在所述脚座2上。
[0016] 在本实施例中，
所述集液箱10的内部设有过滤筒体92，
所述过滤筒体92以可拆卸
方式连接在所述导流斗9的底部，
并且所述过滤筒体92的外侧面开设蜂窝状过滤孔，
所述集
液箱10上设有卸料管12，
并且所述卸料管12上设有手动球阀，
所述导流板8的内侧端通过焊
接方式固定在导流斗9顶部的两侧。本实施例首先将待烘干的蔬菜从输送链条3的右侧导
入，
然后通过烘干主壳体6进行热风烘干，
然后进入臭氧发生器7的下方进行灭菌消毒，
由于
臭氧发生器7的内部下方设有阻隔板71，
阻隔板71的底面设有与其上方相连通的臭氧曝气
管72，
输送链条3下方的左右两侧设有导流板8，
导流板8的内侧端固定在导流斗9上，
导流斗
9的内部设有引风机91，
能够及时吸收向下逸散的水汽，
保持持续性地对流状态，
增加烘干
速率，
而且臭氧灭菌可以迅速杀死蔬菜携带的微生物，
且不会对蔬菜的感官质量和营养物
质造成损坏。
[0017]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
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
但并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
对于本领域的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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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前提下，
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
改进及替代，
这
些都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因此，
本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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