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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缓冲功能的谷物风选

装置及其使用方法。所述具有缓冲功能的谷物风

选装置包括：安装板；风选箱，所述安装板的上表

面通过支架固定连接有风选箱；风选机构，所述

风选机构与风选箱连接；谷物盛接机构，所述谷

物盛接机构与风选箱连接，且谷物盛接机构包括

波纹橡胶连接环、弹簧、硅胶垫、出料管和谷物盛

接漏斗，所述风选箱的内底部设有上端开口的谷

物盛接漏斗，谷物盛接漏斗的上端开口处通过波

纹橡胶连接环与风选箱的内壁固定连接，且谷物

盛接漏斗的内底壁固定连接有硅胶垫，硅胶垫的

厚度不小于1cm。本发明提供的具有缓冲功能的

谷物风选装置及其使用方法具有减小谷物破碎

几率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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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缓冲功能的谷物风选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安装板(4)；

风选箱(6)，所述安装板(4)的上表面通过支架固定连接有风选箱(6)；

风选机构(5)，所述风选机构(5)与风选箱(6)连接；

谷物盛接机构(7)，所述谷物盛接机构(7)与风选箱(6)连接，且谷物盛接机构(7)包括

波纹橡胶连接环(71)、弹簧(72)、硅胶垫(73)、出料管(75)和谷物盛接漏斗(76)，所述风选

箱(6)的内底部设有上端开口的谷物盛接漏斗(76)，谷物盛接漏斗(76)的上端开口处通过

波纹橡胶连接环(71)与风选箱(6)的内壁固定连接，且谷物盛接漏斗(76)的内底壁固定连

接有硅胶垫(73)，硅胶垫(73)的厚度不小于1cm；所述谷物盛接漏斗(76)的下端出料口连接

有出料管(75)，出料管(75)贯穿风选箱(6)底部的通孔设置；所述风选箱(6)的内底壁连接

有多个弹簧(72)，弹簧(72)上端与谷物盛接漏斗(76)的外表面连接；

烟尘处理机构(2)，所述烟尘处理机构(2)与风选箱(6)的出气口连接，且烟尘处理机构

(2)还与安装板(4)连接；

谷物预筛选机构(1)，所述谷物预筛选机构(1)与风选箱(6)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缓冲功能的谷物风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谷物盛接机

构(7)还包括侧片(74)，所述出料管(75)的外表面一体成型有多个均匀分布的侧片(74)，侧

片(74)与风选箱(6)滑动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缓冲功能的谷物风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风选机构

(5)包括分气盘(51)、导气管(52)、气泵(53)、气嘴(54)和进料门(55)，所述风选箱(6)的上

表面滑动连接有进料门(55)，且风选箱(6)的外表面连接有气泵(53)，气泵(53)的出气口连

接导气管(52)的一端，导气管(52)的另一端连接有分气盘(51)，分气盘(51)与导气管(52)

向背的面安装有多个气嘴(54)，气嘴(54)贯穿风选箱(6)设置，且气嘴(54)的出风口倾斜向

上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缓冲功能的谷物风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风选机构

(5)还包括折流板(56)，所述风选箱(6)内固定连接有个交错排列的折流板(56)，折流板

(56)倾斜向下设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缓冲功能的谷物风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烟尘处理机

构(2)包括集气罩(21)、直管(22)、连接管(23)、注水管(24)、排气管(25)和水箱(26)，所述

安装板(4)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水箱(26)，水箱(26)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与其内部相互连

通的注水管(24)和排气管(25)；所述风选箱(6)的出气口安装有集气罩(21)，集气罩(21)通

过连接管(23)连接有直管(22)，直管(22)贯穿水箱(26)的上表面设置，且直管(22)的底部

靠近水箱(26)的内底壁设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具有缓冲功能的谷物风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管(23)

倾斜设置，且连接管(23)靠近集气罩(21)的一端位于其另一端的下方。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缓冲功能的谷物风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谷物预筛选

机构(1)包括电控门(11)、橡胶环(12)、旋转气缸(13)、进料漏斗(14)、预筛选箱(15)、振动

电机(16)、杂质收集箱(17)、筛网(18)和橡胶圈(19)，所述风选箱(6)靠近其顶部的外表面

固定连接有上端开口的杂质收集箱(17)，杂质收集箱(17)上表面的边缘处固定连接有橡胶

圈(19)，且杂质收集箱(17)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旋转气缸(13)，旋转气缸(13)的输出端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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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连接有下端开口的预筛选箱(15)，预筛选箱(15)位于杂质收集箱(17)的上方，且预筛选

箱(15)内固定连接有筛网(18)，筛网(18)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有振动电机(16)；所述预筛选

箱(15)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与其内部相互连通的进料漏斗(14)，且预筛选箱(15)靠近风选

箱(6)的侧壁开设有安装槽，安装槽内安装有电控门(11)，且安装槽外表面的边缘处固定连

接有橡胶环(12)。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缓冲功能的谷物风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板(4)

下表面的边角处安装有支撑腿(3)。

9.根据权利要求1-8任一所述的具有缓冲功能的谷物风选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使用方

法如下：

a、谷物通过进料漏斗(14)，送入到预筛选箱(15)内，通过振动电机(16)工作，对谷物进

行预筛选；

b、预筛选完成后，通过旋转气缸(13)使得预筛选箱(15)转动，然后开启电控门(11)和

进料门(55)，使得预筛选后的谷物进入到风选箱(6)内；

c、开启电控门(11)和进料门(55)之前的2-3分钟，启动气泵(53)，使得气嘴(54)出气，

通过气嘴(54)吹出的气流对预筛选后谷物进行风选，提高谷物风选的质量；

d、风选后的谷物落入到谷物盛接漏斗(76)内，通过弹簧(72)形变，可以对谷物与谷物

盛接漏斗(76)之间的冲击力进行缓冲，从而减小谷物受到的冲击力，从而减小谷物发生破

碎的几率，提高装置使用的可靠性；硅胶垫(73)也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从而进一步减小谷

物发生破碎的几率；

e、谷物落入到谷物盛接漏斗(76)后，通过出料管(75)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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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缓冲功能的谷物风选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谷物加工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具有缓冲功能的谷物风选装置及其使用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谷物”涵盖的范围较广，包括大米、小麦、小米、大豆等及其它杂粮。谷类包括大米、

小麦、小米、大豆等，主要是植物种子和果实。是许多亚洲人民的传统主食。谷类，不单单指

禾本科植物的种子，确切一点，在我国可大体分为三类：禾谷类：包括稻类(籼稻、粳稻、糥

稻)、麦类(小麦、大麦、燕麦、黑麦)、玉米、高粱、粟、黍、黄米、荞麦等；豆菽类：包括大豆、蚕

豆、豌豆、绿豆、红小豆、芸豆等；薯类：包括甘薯也称红薯或白薯、马铃薯、山药、芋、木薯等。

[0003] 谷物加工过程中，需要除去其中混有的杂质，风选是谷物除杂常见的方式，在谷物

风选时，为了提高谷物与气流的接触时间，风选箱的高度一般较高，即谷物下落的距离较

大，使得谷物在风选时，容易发生破碎，影响谷物的品质。

[0004]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新的具有缓冲功能的谷物风选装置及其使用方法解决上述

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避免谷物破碎且具有缓冲功能的谷物风选

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0006] 本发明提供的具有缓冲功能的谷物风选装置包括：安装板；风选箱，所述安装板的

上表面通过支架固定连接有风选箱；风选机构，所述风选机构与风选箱连接；谷物盛接机

构，所述谷物盛接机构与风选箱连接，且谷物盛接机构包括波纹橡胶连接环、弹簧、硅胶垫、

出料管和谷物盛接漏斗，所述风选箱的内底部设有上端开口的谷物盛接漏斗，谷物盛接漏

斗的上端开口处通过波纹橡胶连接环与风选箱的内壁固定连接，且谷物盛接漏斗的内底壁

固定连接有硅胶垫，硅胶垫的厚度不小于1cm；所述谷物盛接漏斗的下端出料口连接有出料

管，出料管贯穿风选箱底部的通孔设置；所述风选箱的内底壁连接有多个弹簧，弹簧上端与

谷物盛接漏斗的外表面连接；烟尘处理机构，所述烟尘处理机构与风选箱的出气口连接，且

烟尘处理机构还与安装板连接；谷物预筛选机构，所述谷物预筛选机构与风选箱连接。

[0007] 优选的，所述谷物盛接机构还包括侧片，所述出料管的外表面一体成型有多个均

匀分布的侧片，侧片与风选箱滑动连接。

[0008] 优选的，所述风选机构包括分气盘、导气管、气泵、气嘴和进料门，所述风选箱的上

表面滑动连接有进料门，且风选箱的外表面连接有气泵，气泵的出气口连接导气管的一端，

导气管的另一端连接有分气盘，分气盘与导气管向背的面安装有多个气嘴，气嘴贯穿风选

箱设置，且气嘴的出风口倾斜向上设置。

[0009] 优选的，所述风选机构还包括折流板，所述风选箱内固定连接有个交错排列的折

流板，折流板倾斜向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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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优选的，所述烟尘处理机构包括集气罩、直管、连接管、注水管、排气管和水箱，所

述安装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水箱，水箱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与其内部相互连通的注水管

和排气管；所述风选箱的出气口安装有集气罩，集气罩通过连接管连接有直管，直管贯穿水

箱的上表面设置，且直管的底部靠近水箱的内底壁设置。

[0011] 优选的，所述连接管倾斜设置，且连接管靠近集气罩的一端位于其另一端的下方。

[0012] 优选的，所述谷物预筛选机构包括电控门、橡胶环、旋转气缸、进料漏斗、预筛选

箱、振动电机、杂质收集箱、筛网和橡胶圈，所述风选箱靠近其顶部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上

端开口的杂质收集箱，杂质收集箱上表面的边缘处固定连接有橡胶圈，且杂质收集箱的外

表面固定连接有旋转气缸，旋转气缸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有下端开口的预筛选箱，预筛选箱

位于杂质收集箱的上方，且预筛选箱内固定连接有筛网，筛网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有振动电

机；所述预筛选箱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与其内部相互连通的进料漏斗，且预筛选箱靠近风

选箱的侧壁开设有安装槽，安装槽内安装有电控门，且安装槽外表面的边缘处固定连接有

橡胶环。

[0013] 优选的，所述安装板下表面的边角处安装有支撑腿。

[0014] 一种具有缓冲功能的谷物风选装置，其使用方法如下：

[0015] a、谷物通过进料漏斗，送入到预筛选箱内，通过振动电机工作，对谷物进行预筛

选；

[0016] b、预筛选完成后，通过旋转气缸使得预筛选箱转动，然后开启电控门和进料门，使

得预筛选后的谷物进入到风选箱内；

[0017] c、开启电控门和进料门之前的2-3分钟，启动气泵，使得气嘴出气，通过气嘴吹出

的气流对预筛选后谷物进行风选，提高谷物风选的质量；

[0018] d、风选后的谷物落入到谷物盛接漏斗内，通过弹簧形变，可以对谷物与谷物盛接

漏斗之间的冲击力进行缓冲，从而减小谷物受到的冲击力，从而减小谷物发生破碎的几率，

提高装置使用的可靠性；硅胶垫也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从而进一步减小谷物发生破碎的

几率；

[0019] e、谷物落入到谷物盛接漏斗后，通过出料管排出。

[0020]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发明提供的具有缓冲功能的谷物风选装置及其使用方法具

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1] 1、本发明通过弹簧形变，可以对谷物与谷物盛接漏斗之间的冲击力进行缓冲，从

而减小谷物受到的冲击力，进而减小谷物发生破碎的几率，提高装置使用的可靠性；

[0022] 2、本发明硅胶垫也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通过硅胶垫使得谷物与谷物盛接漏斗软

接触，从而减小谷物受到的冲击力，进一步减小谷物发生破碎的几率。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具有缓冲功能的谷物风选装置及其使用方法的一种较佳实施

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图1所示的谷物预筛选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图1所示的烟尘处理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为图1所示的风选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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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图5为图4所示的谷物盛接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中标号：1、谷物预筛选机构；11、电控门；12、橡胶环；13、旋转气缸；14、进料漏

斗；15、预筛选箱；16、振动电机；17、杂质收集箱；18、筛网；19、橡胶圈；2、烟尘处理机构；21、

集气罩；22、直管；23、连接管；24、注水管；25、排气管；26、水箱；3、支撑腿；4、安装板；5、风选

机构；51、分气盘；52、导气管；53、气泵；54、气嘴；55、进料门；56、折流板；6、风选箱；7、谷物

盛接机构；71、波纹橡胶连接环；72、弹簧；73、硅胶垫；74、侧片；75、出料管；76、谷物盛接漏

斗。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0] 请结合参阅图1、图2、图3、图4和图5，其中，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具有缓冲功能的谷

物风选装置及其使用方法的一种较佳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图2为图1所示的谷物预筛选机

构的结构示意图；图3为图1所示的烟尘处理机构的结构示意图；图4为图1所示的风选机构

的结构示意图；图5为图4所示的谷物盛接机构的结构示意图。具有缓冲功能的谷物风选装

置及其使用方法包括：安装板4；风选箱6，所述安装板4的上表面通过支架固定连接有风选

箱6；风选机构5，所述风选机构5与风选箱6连接；谷物盛接机构7，所述谷物盛接机构7与风

选箱6连接；烟尘处理机构2，所述烟尘处理机构2与风选箱6的出气口连接，且烟尘处理机构

2还与安装板4连接；谷物预筛选机构1，所述谷物预筛选机构1与风选箱6连接。

[0031]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图4和图5所示，谷物盛接机构7包括波纹橡胶连接环71、弹

簧72、硅胶垫73、出料管75和谷物盛接漏斗76，所述风选箱6的内底部设有上端开口的谷物

盛接漏斗76，谷物盛接漏斗76的上端开口处通过波纹橡胶连接环71与风选箱6的内壁固定

连接，且谷物盛接漏斗76的内底壁固定连接有硅胶垫73，硅胶垫73的厚度不小于1cm；所述

谷物盛接漏斗76的下端出料口连接有出料管75，出料管75贯穿风选箱6底部的通孔设置；所

述风选箱6的内底壁连接有多个弹簧72，弹簧72上端与谷物盛接漏斗76的外表面连接。

[0032] 需要说明：装置在使用时，风选后的谷物落入到谷物盛接漏斗76内，谷物落入到谷

物盛接漏斗76内时，会与谷物盛接漏斗76发生碰撞，此时弹簧72发生形变，通过弹簧72形

变，可以对谷物与谷物盛接漏斗76之间的冲击力进行缓冲，从而减小谷物受到的冲击力，进

而减小谷物发生破碎的几率，提高装置使用的可靠性；硅胶垫73也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通

过硅胶垫73使得谷物与谷物盛接漏斗76软接触，从而减小谷物受到的冲击力，进一步减小

谷物发生破碎的几率。

[0033] 参考图5所示，所述谷物盛接机构7还包括侧片74，所述出料管75的外表面一体成

型有多个均匀分布的侧片74，侧片74与风选箱6滑动连接。

[0034] 需要说明：侧片74起到限位的作用，通过侧片74对谷物盛接漏斗76的自由度进行

限定，使得谷物盛接漏斗76只能在竖直方向进行运动，从而提高谷物盛接漏斗76运动的稳

定性。

[0035] 参考图1和图4所示，所述风选机构5包括分气盘51、导气管52、气泵53、气嘴54和进

料门55，所述风选箱6的上表面滑动连接有进料门55，且风选箱6的外表面连接有气泵53，气

泵53的出气口连接导气管52的一端，导气管52的另一端连接有分气盘51，分气盘51与导气

管52向背的面安装有多个气嘴54，气嘴54贯穿风选箱6设置，且气嘴54的出风口倾斜向上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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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0036] 需要说明：通过气泵53工作，使得气嘴54出气，通过气嘴54吹出的气流可以对谷物

进行风选，且气嘴54的出风口倾斜向上设置，使得气嘴54吹出斜向上的气流，斜向上的气流

可以提供向上的分力，从而延缓谷物下降的速度，增加谷物与气流接触的时间，进而提高谷

物风选的效果。

[0037] 参考图4所示，所述风选机构5还包括折流板56，所述风选箱6内固定连接有个交错

排列的折流板56，折流板56倾斜向下设置。

[0038] 需要说明：通过折流板56可以对谷物进行引导，减小谷物每次下落的距离，从而减

小谷物破碎的几率；折流板56还可以降低谷物下落的速度，增加谷物与气流接触的时间，从

而进一步提高谷物风选的效果，同时，谷物与折流板56接触后，由于碰撞，在折流板56的作

用下，可以翻动谷物，提高谷物风选的效果。

[0039] 参考图1和图3所示，所述烟尘处理机构2包括集气罩21、直管22、连接管23、注水管

24、排气管25和水箱26，所述安装板4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水箱26，水箱26的上表面固定连

接有与其内部相互连通的注水管24和排气管25；所述风选箱6的出气口安装有集气罩21，集

气罩21通过连接管23连接有直管22，直管22贯穿水箱26的上表面设置，且直管22的底部靠

近水箱26的内底壁设置。

[0040] 需要说明：风选箱6内的气体可以通过集气罩21引入到连接管23内，在通过支管22

进入到水箱26内的液面以下，通过水箱26内的水对气流进行水洗，水洗后的气流，通过排气

管25排出；通过水箱26内的水对气流进行水洗，从而有效的除去气流中的烟尘，避免对周围

环境的污染，同时，保证操作人员的工作环境，减小操作人员吸入烟尘的几率，有利于操作

人员的身心健康。

[0041] 参考图3所示，所述连接管23倾斜设置，且连接管23靠近集气罩21的一端位于其另

一端的下方。

[0042] 需要说明：连接管23倾斜设置，使得谷物不易进入到连接管23内，即使进入到连接

管23内的谷物，在重力的作用下，也可以重新滑入到风选箱6内，从而避免谷物的浪费，提高

装置使用的可靠性。

[0043] 参考图1和图2所示，所述谷物预筛选机构1包括电控门11、橡胶环12、旋转气缸13、

进料漏斗14、预筛选箱15、振动电机16、杂质收集箱17、筛网18和橡胶圈19，所述风选箱6靠

近其顶部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上端开口的杂质收集箱17，杂质收集箱17上表面的边缘处固

定连接有橡胶圈19，且杂质收集箱17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旋转气缸13，旋转气缸13的输出

端固定连接有下端开口的预筛选箱15，预筛选箱15位于杂质收集箱17的上方，且预筛选箱

15内固定连接有筛网18，筛网18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有振动电机16；所述预筛选箱15的上表

面固定连接有与其内部相互连通的进料漏斗14，且预筛选箱15靠近风选箱6的侧壁开设有

安装槽，安装槽内安装有电控门11，且安装槽外表面的边缘处固定连接有橡胶环12。

[0044] 需要说明：需要风选的谷物通过进料漏斗14，送入到预筛选箱15内，通过振动电机

16工作，对谷物进行预筛选，且预筛选产生的杂质落入到杂质收集箱17内；

[0045] 还需要说明：通过橡胶圈19可以密封杂质收集箱17与预筛选箱15之间的缝隙，避

免谷物预筛选时，产生烟尘，进而避免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0046] 还需要说明：谷物预筛选完成后，通过旋转气缸13使得预筛选箱15转动，此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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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门11和进料门55对正，然后开启电控门11和进料门55，使得预筛选后的谷物进入到风选

箱6内，且通过橡胶环12可以对电控门11和进料门55之间的缝隙进行密封，避免风选箱6在

进料时，产生烟尘；

[0047] 还需要说明：对谷物进行预筛选时，可以除去谷物中的大多数的杂质，谷物预筛选

后，再进行风选时，对风选造成干扰的杂质减少，从而提高谷物风选的质量与效率。

[0048] 参考图1所示，所述安装板4下表面的边角处安装有支撑腿3。

[0049] 需要说明：支撑腿3起到支撑的作用。

[0050] 一种具有缓冲功能的谷物风选装置，其使用方法如下：

[0051] a、谷物通过进料漏斗14，送入到预筛选箱15内，通过振动电机16工作，对谷物进行

预筛选；

[0052] b、预筛选完成后，通过旋转气缸13使得预筛选箱15转动，然后开启电控门11和进

料门55，使得预筛选后的谷物进入到风选箱6内；

[0053] c、开启电控门11和进料门55之前的2-3分钟，启动气泵53，使得气嘴54出气，通过

气嘴54吹出的气流对预筛选后谷物进行风选，提高谷物风选的质量；

[0054] d、风选后的谷物落入到谷物盛接漏斗76内，通过弹簧72形变，可以对谷物与谷物

盛接漏斗76之间的冲击力进行缓冲，从而减小谷物受到的冲击力，从而减小谷物发生破碎

的几率，提高装置使用的可靠性；硅胶垫73也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从而进一步减小谷物发

生破碎的几率；

[0055] e、谷物落入到谷物盛接漏斗76后，通过出料管75排出。

[005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

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它相关的技

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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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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