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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菜洗、切一体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包菜洗、切一体机，包

括机架，所述机架上横向设置有由驱动机构驱动

运行的传送网带，所述传送网带的上部沿传送方

向由上料部、起伏传送部、水平输送部、提升部和

输出部组成，所述机架上横向设置有用于盛接清

洗水并浸没水平输送部的清洗槽，所述清洗槽的

上侧设置有用于使包菜快速向前输送的水力驱

动机构，所述传送网带上位于提升部的上侧还设

置有用于喷淋包菜的喷淋机构，所述传送网带的

输出部下侧设置有导料斗，所述导料斗的输出端

连接有通过离心力完成包菜切割的切菜机。该包

菜洗、切一体机结构紧凑，方便用于包菜清洗及

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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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包菜洗、切一体机，包括机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上横向设置有由驱动机构

驱动运行的传送网带，所述传送网带的上部沿传送方向由上料部、起伏传送部、水平输送

部、提升部和输出部组成，所述机架上横向设置有用于盛接清洗水并浸没水平输送部的清

洗槽，所述清洗槽的上侧设置有用于使包菜快速向前输送的水力驱动机构，所述传送网带

上位于提升部的上侧还设置有用于喷淋包菜的喷淋机构，所述传送网带的输出部下侧设置

有导料斗，所述导料斗的输出端连接有通过离心力完成包菜切割的切菜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包菜洗、切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切菜机包括机座，所述机

座上设置有卧式圆筒，所述卧式圆筒的后端设置有与导料斗相连接的进料口，卧式圆筒内

设置有由卧式电机驱动旋转的转筒，所述转筒包括立式设置于卧式圆筒前端并与卧式电机

的输出端相连接的圆盘和靠近进料口一端的环形盘体，位于圆盘和环形盘之间的周部沿周

向间隔设置有用于带动蔬菜旋转的拨杆，所述卧式圆筒的侧壁设置有出料口，所述出料口

上横向设置有切刀。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包菜洗、切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传送网带的上部两侧

分别设置有侧挡板，传送网带上沿传送方向间隔设置有用于带动包菜向前运行的纵向挡

板。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包菜洗、切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力驱动机构包括横向

设置于水平输送部上方一侧的进水管，所述进水管上沿横向间隔设置有跨设于水平输送部

上方的纵向管，所述纵向管上沿纵向间隔设置有斜向前侧下方且出水口呈扁平状的出水支

管。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包菜洗、切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管上设置有与水源

相连接的进水总管，进水管的前后端分别设置有支撑于一侧侧挡板上的支撑杆，所述纵向

管的另一端设置有支撑于另一侧侧挡板上的支撑板。

6.根据权利要求1、2、4或5所述的包菜洗、切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淋机构包括设

置于提升部两侧的支撑架，所述支撑架上沿横向间隔设置有纵向喷淋管，所述喷淋管的下

侧沿纵向间隔设置有喷淋孔。

7.根据权利要求1、2、4或5所述的包菜洗、切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槽上部的一

侧壁设置有横向溢水槽，所述溢水槽的底部设置有出液口，所述出液口的下侧设置有上部

具有过滤网板的接水槽；所述清洗槽的前端还设置有位于提升部的下侧用于承接喷淋水使

喷淋水流入清洗槽的斜向导板。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包菜洗、切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料口上设置有出口朝

下的出料斗，所述机架侧部并位于出料斗的出口下方设置有用于放置盛料筐的支撑座。

9.根据权利要求2或8所述的包菜洗、切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卧式圆筒上并位于出

料口的上侧设置有盖板，所述盖板的下端与切刀之间形成出料口，盖板的上端设置有前后

端分别与设置于卧式圆筒外侧壁上的轴承座转动连接的销轴，盖板的前后部还分别设置有

连接块，所述卧式圆筒上设置有穿过连接块用于锁定盖板的锁定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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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菜洗、切一体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包菜洗、切一体机。

背景技术

[0002] 在制作春卷的过程中通常会在馅料中加入蔬菜，而加入的蔬菜需要通过清洗、切

碎才能使用。由于春卷中通常加入的蔬菜为包菜，而包菜由于其独特的结构，在去除外部的

渣叶等杂物后，剩余的部分通常只需要浸洗即可。然而现有对包菜的清洗还是采用人工清

洗、切割，不仅工作效率低，而且在清洗、切碎的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的劳动力，并且工作量

大，无法满足春卷制馅的流水化生产。为此，需要一种包菜清洗设备。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包菜洗、切一体机，结构紧凑，方便用于包菜清洗

及切割。

[0004]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在于：一种包菜洗、切一体机，包括机架，所述机架上横向

设置有由驱动机构驱动运行的传送网带，所述传送网带的上部沿传送方向由上料部、起伏

传送部、水平输送部、提升部和输出部组成，所述机架上横向设置有用于盛接清洗水并浸没

水平输送部的清洗槽，所述清洗槽的上侧设置有用于使包菜快速向前输送的水力驱动机

构，所述传送网带上位于提升部的上侧还设置有用于喷淋包菜的喷淋机构，所述传送网带

的输出部下侧设置有导料斗，所述导料斗的输出端连接有通过离心力完成包菜切割的切菜

机。

[0005] 进一步地，所述切菜机包括机座，所述机座上设置有卧式圆筒，所述卧式圆筒的后

端设置有与导料斗相连接的进料口，卧式圆筒内设置有由卧式电机驱动旋转的转筒，所述

转筒包括立式设置于卧式圆筒前端并与卧式电机的输出端相连接的圆盘和靠近进料口一

端的环形盘体，位于圆盘和环形盘之间的周部沿周向间隔设置有用于带动蔬菜旋转的拨

杆，所述卧式圆筒的侧壁设置有出料口，所述出料口上横向设置有切刀。

[0006] 进一步地，所述传送网带的上部两侧分别设置有侧挡板，传送网带上沿传送方向

间隔设置有用于带动包菜向前运行的纵向挡板。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水力驱动机构包括横向设置于水平输送部上方一侧的的进水管，

所述进水管上沿横向间隔设置有跨设于水平输送部上方的纵向管，所述纵向管上沿纵向间

隔设置有斜向前侧下方且出水口呈扁平状的出水支管。

[0008] 进一步地，所述进水管上设置有与水源相连接的进水总管，进水管的前后端分别

设置有支撑于一侧侧挡板上的支撑杆，所述纵向管的另一端设置有支撑于另一侧侧挡板上

的支撑板。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喷淋机构包括设置于提升部两侧的支撑架，所述支撑架上沿横向

间隔设置有纵向喷淋管，所述喷淋管的下侧沿纵向间隔设置有喷淋孔。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清洗槽上部的一侧壁设置有横向溢水槽，所述溢水槽的底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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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出液口，所述出液口的下侧设置有上部具有过滤网板的接水槽；所述清洗槽的前端还设

置有位于提升部的下侧用于承接喷淋水使喷淋水流入清洗槽的斜向导板。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出料口上设置有出口朝下的出料斗，所述机架侧部并位于出料斗

的出口下方设置有用于放置盛料筐的支撑座。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卧式圆筒上并位于出料口的上侧设置有盖板，所述盖板的下端与

切刀之间形成出料口，盖板的上端设置有前后端分别与设置于卧式圆筒外侧壁上的轴承座

转动连接的销轴，盖板的前后部还分别设置有连接块，所述卧式圆筒上设置有穿过连接块

用于锁定盖板的锁定螺栓。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优点：该包菜洗、切一体机结构紧凑，方

便用于清洗包菜以及完成包菜的切割，工作效率快，节约大量的人力，减轻工作人员的劳动

量。同时方便收集清洗槽中的渣叶以及通过盖板等部件更换切刀以及对卧式圆筒内部进行

清洗。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俯视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图2的A-A剖视图；

[0017]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切菜机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图4的俯视图示意图；

[0019]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图4的B-B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让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特征和优点能更明显易懂，下文特举实施例，并配合附图，

作详细说明如下，但本实用新型并不限于此。

[0021] 参考图1至图6

[0022] 一种包菜洗、切一体机，包括机架10，所述机架上横向设置有由驱动机构驱动运行

的传送网带20，所述传送网带的上部沿传送方向由上料部21、起伏传送部22、水平输送部

23、提升部24和输出部25组成，所述机架上横向设置有用于盛接清洗水并浸没水平输送部

的清洗槽30，所述清洗槽的上侧设置有用于使包菜快速向前输送的水力驱动机构40，所述

传送网带上位于提升部的上侧还设置有用于喷淋包菜的喷淋机构50。所述传送网带的输出

部下侧设置有导料斗60，所述导料斗的输出端连接有通过离心力完成包菜切割的切菜机。

[0023] 本实施例中，所述切菜机包括机座，所述机座上设置有卧式圆筒70，所述卧式圆筒

的后端设置有与导料斗相连接的进料口71，卧式圆筒内设置有由卧式电机驱动旋转的转筒

80，所述转筒包括立式设置于卧式圆筒前端并与卧式电机的输出端相连接的圆盘81和靠近

进料口一端的环形盘体82，位于圆盘和环形盘之间的周部沿周向间隔设置有用于带动蔬菜

旋转的拨杆83，所述卧式圆筒的侧壁设置有出料口72，所述出料口上横向设置有切刀73。从

而通过转筒的旋转使拨杆带动蔬菜旋转，使蔬菜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贴近卧式圆筒的侧壁，

进而使蔬菜被切刀切割，并从出料口排出。

[0024] 本实施例中，所述传送网带的上部两侧分别设置有侧挡板26，从而防止包菜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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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网带上脱落。传送网带上沿传送方向间隔设置有用于带动包菜向前运行的纵向挡板27。

[0025] 本实施例中，所述传送网带的下部由清洗槽的下侧穿行且首尾分别与上料部、输

出部相连接，所述驱动机构包括设置于机架上的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配合各导向轮使

传送网带的上部沿传送方向形成上料部、起伏传送部、水平输送部、提升部和输出部并辅助

传送网带旋转。

[0026] 本实施例中，所述水力驱动机构包括横向设置于水平输送部上方一侧的的进水管

41，所述进水管上沿横向间隔设置有跨设于水平输送部上方的纵向管42，所述纵向管上沿

纵向间隔设置有斜向前侧下方且出水口呈扁平状的出水支管43，从而喷射扁平状的水流并

使包菜在前进的同时完成旋转，进而完成包菜的浸洗。

[0027] 本实施例中，所述进水管上设置有与水源相连接的进水总管44，进水管的前后端

分别设置有支撑于一侧侧挡板上的支撑杆45，所述纵向管的另一端设置有支撑于另一侧侧

挡板上的支撑板46。

[0028] 本实施例中，所述喷淋机构包括设置于提升部两侧的支撑架51，所述支撑架上沿

横向间隔设置有纵向喷淋管52，所述喷淋管的下侧沿纵向间隔设置有喷淋孔，从而对提升

部上的包菜进行清洗，以便将包菜上粘附的渣叶去除。

[0029] 本实施例中，所述清洗槽上部的一侧壁设置有横向溢水槽32，所述溢水槽的底部

设置有出液口33，所述出液口的下侧设置有上部具有过滤网板35的接水槽34。从而通过溢

水槽收集渣叶，并通过过滤网板将渣叶过滤掉，以便接水槽的水可以直接排放或进行回收

以作他用。所述清洗槽的前端还设置有位于提升部的下侧用于承接喷淋水使喷淋水流入清

洗槽的斜向导板31，从而收集喷淋水。

[0030] 本实施例中，所述出料口上设置有出口朝下的出料斗79，所述机架侧部并位于出

料斗的出口下方设置有用于放置盛料筐的支撑座90。

[0031] 本实施例中，所述卧式圆筒上并位于出料口的上侧设置有盖板74，所述盖板的下

端与切刀之间形成出料口72，盖板的上端设置有前后端分别与设置于卧式圆筒外侧壁上的

轴承座75转动连接的销轴76，盖板的前后部还分别设置有连接块77，所述卧式圆筒上设置

有穿过连接块用于锁定盖板的锁定螺栓78。

[0032] 工作原理：人工将初步去除腐败叶片的包菜放置于上料部上，包菜通过起伏传送

部送入到清洗槽中，其中起伏传送部的主要作用是保证包菜可以横向的斜向下进入清洗

槽，并克服了上料部比清洗槽低的高度差。包菜进入清洗槽后浸泡在清洗槽内一段时间，此

时传送网带停止转动。待需要包菜输出时，驱动传送网带旋转，同时开启水利驱动机构使包

菜向前运动，进而被提升部向上提升，在包菜提升的过程中喷淋机构向包菜喷水，包菜最终

由输出部输出。输出的包菜通过导料斗则会自动滚入卧式圆筒内，通过旋转的转筒使包菜

被切刀切割，并通过出料斗排出。

[0033]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实用新型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均

等变化与修饰，皆应属本实用新型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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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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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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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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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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