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383343.9

(22)申请日 2018.04.2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724298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11.02

(73)专利权人 山东晶荣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 250200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明水街

道赭山工业园柳岗路388号

(72)发明人 汪阳　

(74)专利代理机构 苏州国诚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32293

代理人 王丽

(51)Int.Cl.

B26D 1/553(2006.01)

B26D 7/02(2006.01)

B26D 7/26(2006.01)

B26D 5/10(2006.01)

B26D 3/2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7471290 A,2017.12.15,

CN 207087960 U,2018.03.13,

CN 206170175 U,2017.05.17,

CN 204772205 U,2015.11.18,

CN 204339830 U,2015.05.20,

CN 203263153 U,2013.11.06,

CN 106272645 A,2017.01.04,

审查员 胡智

 

(54)发明名称

一种蔬菜切丝切片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蔬菜切丝切片装置，包括

底座，所述底座的上端固定连接有两个支撑杆，

两个所述支撑杆上分别套设有升降板和第一滑

块，所述升降板和第一滑块分别与两个支撑杆活

动连接，所述升降板和第一滑块之间固定连接有

矩形架，所述矩形架的侧壁等间距设有多个圆

腔，所述矩形架的下端等间距设有多个开口，所

述开口与圆腔连通，每个所述圆腔内均设有第二

圆筒，所述第二圆筒的侧壁设有外螺纹，所述圆

腔的内壁设有与外螺纹相配合的内螺纹，两个位

置相对的所述第二圆筒之间固定连接有钢丝绳，

所述底座的上端设有蔬菜夹持装置。本发明结构

设计合理，操作简单，便于固定，切丝切片方便，

切丝切片可调，满足不同人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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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蔬菜切丝切片装置，包括底座(18)，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8)的上端固定连接

有两个支撑杆(17)，两个所述支撑杆(17)上分别套设有升降板(12)和第一滑块(16)，所述

升降板(12)和第一滑块(16)分别与两个支撑杆(17)活动连接，所述升降板(12)和第一滑块

(16)之间固定连接有矩形架(15)，所述矩形架(15)的侧壁等间距设有多个圆腔，所述矩形

架(15)的下端等间距设有多个开口，所述开口与圆腔连通，每个所述圆腔内均设有第二圆

筒(14)，所述第二圆筒(14)的侧壁设有外螺纹，所述圆腔的内壁设有与外螺纹相配合的内

螺纹，两个位置相对的所述第二圆筒(14)之间固定连接有钢丝绳(22)，所述底座(18)的上

端设有蔬菜夹持装置，所述蔬菜夹持装置位于两个支撑杆(17)之间，所述底座(18)的上端

设有壳体(10)，所述壳体(10)的内底部转动连接有第二螺纹杆(26)，所述第二螺纹杆(26)

的上端贯穿壳体(10)，所述升降板(12)的下端固定连接有第一圆筒(11)，所述第二螺纹杆

(26)的上端位于第一圆筒(11)内，所述第二螺纹杆(26)与第一圆筒(11)螺纹连接，所述第

二螺纹杆(26)上固定连接有皇冠齿轮(32)，所述皇冠齿轮(32)位于壳体(10)内，所述壳体

(10)的侧壁贯穿设有转轴(30)，所述转轴(30)位于壳体(10)内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齿轮

(33)，所述齿轮(33)与皇冠齿轮(32)相互啮合，所述转轴(30)远离齿轮(33)的一端固定连

接有转轮(8)，所述转轮(8)的侧壁固定连接有把手(9)，所述转轴(30)上固定连接有圆盘

(31)，所述圆盘(31)的侧壁沿其周向等间距固定连接有多个固定齿，所述壳体(10)内设有

限位装置，所述底座(18)的上端固定连接有立杆(13)，所述立杆(13)的上端贯穿升降板

(12)，所述升降板(12)与立杆(13)活动连接，所述立杆(13)上贯穿设有“凹”形板(1)，所述

“凹”形板(1)与立杆(13)活动连接，所述“凹”形板(1)的一端固定连接在第一圆筒(11)的侧

壁上，所述立杆(13)位于“凹”形板(1)与底座(18)之间的部分套设有第二弹簧(6)，所述底

座(18)的下端设有固定装置；

所述限位装置包括电磁铁(24)、卡齿、安装板(28)、第二滑块(27)、导杆(25)、第三弹簧

(29)，所述壳体(10)的侧壁设有导向槽，所述导杆(25)设置在导向槽内，所述导杆(25)的两

端固定连接在导向槽的内壁上，所述第二滑块(27)套设在导杆(25)上，所述第二滑块(27)

与导杆(25)活动连接，所述第三弹簧(29)套设在导杆(25)位于导向槽内壁与第二滑块(27)

之间，所述安装板(28)固定连接在第二滑块(27)的侧壁上，铁片(7)固定连接在安装板(28)

的上端，所述卡齿固定连接在安装板(28)的下端，所述卡齿与固定齿的位置相对应，所述电

磁铁(24)固定连接在壳体(10)的内壁上，所述电磁铁(24)位于铁片(7)的正上方；

所述蔬菜夹持装置包括四个活动块(3)和四个夹持板(4)，所述底座(18)的上端设有四

个活动槽，每个所述活动槽内均设有导向杆(2)，所述导向杆(2)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在所

述导向槽相对内壁上，四个所述活动块(3)分别套设在四个导向杆(2)上，所述活动块(3)与

导向杆(2)活动连接，所述导向杆(2)位于活动块(3)与活动槽内壁之间的部分套设有第一

弹簧(5)，四个所述夹持板(4)分别固定连接在四个所述活动块(3)的上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蔬菜切丝切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装置包括转动

连接在底座(18)下端的第一螺纹杆(19)，所述第一螺纹杆(19)的上套设有压板(20)，所述

压板(20)与第一螺纹杆(19)活动连接，所述第一螺纹杆(19)的下端螺纹连接有蝶形螺母

(2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蔬菜切丝切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把手(9)的侧壁设

有橡胶套，所述橡胶套的表面设有多道防滑槽，多道所述防滑槽均匀分布在所述橡胶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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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壁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蔬菜切丝切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8)与压板

(20)相对的一侧均设有防滑纹。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8724298 B

3



一种蔬菜切丝切片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厨具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蔬菜切丝切片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蔬菜是指可以做菜、烹饪成为食品的一类植物或菌类，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中必

不可少的食物之一。蔬菜可提供人体所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物质。

[0003] 部分蔬菜在烹饪时需要将其切丝或切片，例如马铃薯和胡萝卜，这类蔬菜在切丝

或切片时不易操作，容易切到手，同时切丝切片的大小不易控制，对食物的美观度有一定的

影响。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而提出的一种蔬菜切丝切片装

置。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蔬菜切丝切片装置，包括底座，所述底座的上端固定连接有两个支撑杆，两个

所述支撑杆上分别套设有升降板和第一滑块，所述升降板和第一滑块分别与两个支撑杆活

动连接，所述升降板和第一滑块之间固定连接有矩形架，所述矩形架的侧壁等间距设有多

个圆腔，所述矩形架的下端等间距设有多个开口，所述开口与圆腔连通，每个所述圆腔内均

设有第二圆筒，所述第二圆筒的侧壁设有外螺纹，所述圆腔的内壁设有与外螺纹相配合的

内螺纹，两个位置相对的所述第二圆筒之间固定连接有钢丝绳，所述底座的上端设有蔬菜

夹持装置，所述蔬菜夹持装置位于两个支撑杆之间，所述底座的上端设有壳体，所述壳体的

内底部转动连接有第二螺纹杆，所述第二螺纹杆的上端贯穿壳体，所述升降板的下端固定

连接有第一圆筒，所述第二螺纹杆的上端位于第一圆筒内，所述第二螺纹杆与第一圆筒螺

纹连接，所述第二螺纹杆上固定连接有皇冠齿轮，所述皇冠齿轮位于壳体内，所述壳体的侧

壁贯穿设有转轴，所述转轴位于壳体内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齿轮，所述齿轮与皇冠齿轮相互

啮合，所述转轴远离齿轮的一端固定连接有转轮，所述转轮的侧壁固定连接有把手，所述转

轴上固定连接有圆盘，所述圆盘的侧壁沿其周向等间距固定连接有多个固定齿，所述壳体

内设有限位装置，所述底座的上端固定连接有立杆，所述立杆的上端贯穿升降板，所述升降

板与立杆活动连接，所述立杆上贯穿设有“凹”形板，所述“凹”形板与立杆活动连接，所述

“凹”形板的一端固定连接在第一圆筒的侧壁上，所述立杆位于“凹”形板与底座之间的部分

套设有第二弹簧，所述底座的下端设有固定装置。

[0007] 优选地，所述固定装置包括转动连接在底座下端的第一螺纹杆，所述第一螺纹杆

的上套设有压板，所述压板与第一螺纹杆活动连接，所述第一螺纹杆的下端螺纹连接有蝶

形螺母。

[0008] 优选地，所述蔬菜夹持装置包括四个活动块和四个夹持板，所述底座的上端设有

四个活动槽，每个所述活动槽内均设有导向杆，所述导向杆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在所述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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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槽相对内壁上，四个所述活动块分别套设在四个导向杆上，所述活动块与导向杆活动连

接，所述导向杆位于活动块与活动槽内壁之间的部分套设有第一弹簧，四个所述夹持板分

别固定连接在四个所述活动块的上端。

[0009] 优选地，所述限位装置包括电磁铁、卡齿、安装板、第二滑块、导杆、第三弹簧，所述

壳体的侧壁设有导向槽，所述导杆设置在导向槽内，所述导杆的两端固定连接在导向槽的

内壁上，所述第二滑块套设在导杆上，所述第二滑块与导杆活动连接，所述第三弹簧套设在

导杆位于导向槽内壁与第二滑块之间，所述安装板固定连接在第二滑块的侧壁上，所述铁

片固定连接在安装板的上端，所述卡齿固定连接在安装板的下端，所述卡齿与固定齿的位

置相对应，所述电磁铁固定连接在壳体的内壁上，所述电磁铁位于铁片的正上方。

[0010] 优选地，所述把手的侧壁设有橡胶套，所述橡胶套的表面设有多道防滑槽，多道所

述防滑槽均匀分布在所述橡胶套的侧壁上。

[0011] 优选地，所述底座与压板相对的一侧均设有防滑纹。

[0012] 本发明中，使用时，拉动活动块，使四个夹持板分开，然后将待切丝的蔬菜放在底

座上，在第一弹簧的作用下，夹持板将蔬菜夹紧，然后用户根据需要将钢丝绳之间的间距调

整到适当，用于控制切丝的粗细，具体操作为，转动拉环，拉环转动带动第二圆筒转动，第二

圆筒转动使第二圆筒从圆腔内移出，然后通过条形槽将第二圆筒取下，调整完毕后，打开电

磁阀的开关，电磁阀通电使其吸引铁片，进而使第二滑块沿着导杆移动，使卡齿与固定齿脱

离，然后转动把手，把手转动带动转轮，转轮转动带动转轴转动，转轴转动带动齿轮转动，齿

轮转动带动皇冠齿轮转动，皇冠齿轮转动带动第二螺纹杆转动，第二螺纹杆转动使第一圆

筒移动，进而使矩形架移动，通过钢丝绳将蔬菜进行切丝。本发明结构设计合理，操作简单，

便于固定，切丝切片方便，切丝切片可调，满足不同人们的需求。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蔬菜切丝切片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图1中A出结构放大示意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蔬菜切丝切片装置矩形架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蔬菜切丝切片装置第二圆筒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中：1“凹”行板、2导向杆、3活动块、4夹持板、5第一弹簧、6第二弹簧、7铁片、8转

轮、9把手、10壳体、11第一圆筒、12升降板、13立杆、14第二圆筒、15矩形架、16第一滑块、17

支撑杆、18底座、19第一螺纹杆、20压板、21蝶形螺母、22钢丝绳、23拉环、24电磁铁、25导杆、

26第二螺纹杆、27第二滑块、28安装板、29第三弹簧、30转轴、31圆盘、32皇冠齿轮、33齿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在下文中，将结合附图更全面地描述本申请的各种实施例。本申请可具有各种实

施例，并且可在其中做出调整和改变。因此，将参照在附图中示出的特定实施例更详细地描

述本申请。然而，应理解：不存在将本申请的各种实施例限于在此申请的特定实施例的意

图，而是应将本申请理解为涵盖落入本申请的各种实施例的精神和范围内的所有调整、等

同物和/或可选方案。结合附图的描述，同样的附图标号标示同样的元件。

[0019] 在下文中，可在本申请的各种实施例中使用的术语“包括”或“可包括”指示所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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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操作或元件的存在，并且不限制一个或更多个功能、操作或元件的增加。此外，如在

本申请的各种实施例中所使用，术语“包括”、“具有”及其同源词仅意在表示特定特征、数

字、步骤、操作、元件、组件或前述项的组合，并且不应被理解为首先排除一个或更多个其它

特征、数字、步骤、操作、元件、组件或前述项的组合的存在或增加一个或更多个特征、数字、

步骤、操作、元件、组件或前述项的组合的可能性。

[0020] 在本申请的各种实施例中，表述“或”或“A或/和B中的至少一个”包括同时列出的

文字的任何组合或所有组合。例如，表述“A或B”或“A或/和B中的至少一个”可包括A、可包括

B或可包括A和B二者。

[0021] 在本申请的各种实施例中使用的表述(诸如“第一”、“第二”等)可修饰在各种实施

例中的各种组成元件，不过可不限制相应组成元件。例如，以上表述并不限制所述元件的顺

序和/或重要性。以上表述仅用于将一个元件与其它元件区别开的目的。例如，第一用户装

置和第二用户装置指示不同用户装置，尽管二者都是用户装置。例如，在不脱离本申请的各

种实施例的范围的情况下，第一元件可被称为第二元件，同样地，第二元件也可被称为第一

元件。

[0022] 应注意到：如果描述将一个组成元件“连接”到另一组成元件，则可将第一组成元

件直接连接到第二组成元件，并且可在第一组成元件和第二组成元件之间“连接”第三组成

元件。相反地，当将一个组成元件“直接连接”到另一组成元件时，可理解为在第一组成元件

和第二组成元件之间不存在第三组成元件。

[0023] 在本申请的各种实施例中使用的术语仅用于描述特定实施例的目的并且并非意

在限制本申请的各种实施例。如在此所使用，单数形式意在也包括复数形式，除非上下文清

楚地另有指示。除非另有限定，否则在这里使用的所有术语(包括技术术语和科学术语)具

有与本申请的各种实施例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的含义。所述术语

(诸如在一般使用的词典中限定的术语)将被解释为具有与在相关技术领域中的语境含义

相同的含义并且将不被解释为具有理想化的含义或过于正式的含义，除非在本申请的各种

实施例中被清楚地限定。

[0024] 参照图1-4，一种蔬菜切丝切片装置，包括底座18，底座18的上端固定连接有两个

支撑杆17，两个支撑杆17上分别套设有升降板12和第一滑块16，升降板12和第一滑块16分

别与两个支撑杆17活动连接，升降板12和第一滑块16之间固定连接有矩形架15，矩形架15

的侧壁等间距设有多个圆腔，矩形架15的下端等间距设有多个开口，开口与圆腔连通，每个

圆腔内均设有第二圆筒14，第二圆筒14的侧壁设有外螺纹，圆腔的内壁设有与外螺纹相配

合的内螺纹，转动拉环23，拉环23转动带动第二圆筒14转动，第二圆筒14转动使第二圆筒14

从圆腔内移出，两个位置相对的第二圆筒14之间固定连接有钢丝绳22，使用时，拉动活动块

3，使四个夹持板4分开，然后将待切丝的蔬菜放在底座18上，在第一弹簧5的作用下，夹持板

4将蔬菜夹紧，然后用户根据需要将钢丝绳22之间的间距调整到适当，用于控制切丝的粗

细，底座18的上端设有蔬菜夹持装置，然后通过条形槽将第二圆筒14取下，将钢丝绳22的间

距调整适当，蔬菜夹持装置位于两个支撑杆17之间，底座1的上端设有壳体10，壳体10的内

底部转动连接有第二螺纹杆26，第二螺纹杆26的上端贯穿壳体10，升降板12的下端固定连

接有第一圆筒11，第二螺纹杆26的上端位于第一圆筒11内，第二螺纹杆26与第一圆筒11螺

纹连接，第二螺纹杆26上固定连接有皇冠齿轮32，皇冠齿轮32转动带动第二螺纹杆26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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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螺纹杆26转动使第一圆筒11移动，进而使矩形架15移动，通过钢丝绳22将蔬菜进行切

丝，皇冠齿轮32位于壳体10内，壳体10的侧壁贯穿设有转轴30，转轴30位于壳体10内的一端

固定连接有齿轮33，齿轮33与皇冠齿轮32相互啮合，转轴30转动带动齿轮33转动，齿轮33转

动带动皇冠齿轮32转动，转轴30远离齿轮33的一端固定连接有转轮8，转轮8的侧壁固定连

接有把手9，转轴30上固定连接有圆盘31，转动把手9，把手9转动带动转轮8，转轮8转动带动

转轴30转动，圆盘31的侧壁沿其周向等间距固定连接有多个固定齿，壳体10内设有限位装

置，底座18的上端固定连接有立杆13，立杆13的上端贯穿升降板12，升降板12与立杆13活动

连接，立杆13上贯穿设有“凹”形板1，“凹”形板1与立杆13活动连接，“凹”形板1的一端固定

连接在第一圆筒11的侧壁上，立杆13位于“凹”形板1与底座18之间的部分套设有第二弹簧

6，底座18的下端设有固定装置。

[0025] 本发明中，固定装置包括转动连接在底座18下端的第一螺纹杆19，第一螺纹杆19

的上套设有压板20，压板20与第一螺纹杆19活动连接，第一螺纹杆19的下端螺纹连接有蝶

形螺母21，蔬菜夹持装置包括四个活动块3和四个夹持板4，底座18的上端设有四个活动槽，

每个活动槽内均设有导向杆2，导向杆2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在导向槽相对内壁上，四个活

动块3分别套设在四个导向杆2上，活动块3与导向杆2活动连接，导向杆2位于活动块3与活

动槽内壁之间的部分套设有第一弹簧5，四个夹持板4分别固定连接在四个活动块3的上端，

限位装置包括电磁铁24、卡齿、安装板28、第二滑块27、导杆25、第三弹簧29，壳体10的侧壁

设有导向槽，导杆25设置在导向槽内，导杆25的两端固定连接在导向槽的内壁上，第二滑块

27套设在导杆25上，第二滑块27与导杆25活动连接，第三弹簧29套设在导杆25位于导向槽

内壁与第二滑块27之间，安装板28固定连接在第二滑块27的侧壁上，铁片7固定连接在安装

板28的上端，打开电磁阀24的开关，电磁阀24通电使其吸引铁片7，卡齿固定连接在安装板

28的下端，卡齿与固定齿的位置相对应，进而使第二滑块27沿着导杆25移动，使卡齿与固定

齿脱离，电磁铁24固定连接在壳体10的内壁上，电磁铁24位于铁片7的正上方，把手9的侧壁

设有橡胶套，橡胶套的表面设有多道防滑槽，多道防滑槽均匀分布在橡胶套的侧壁上，底座

18与压板20相对的一侧均设有防滑纹。

[0026] 本发明中，使用时，拉动活动块3，使四个夹持板4分开，然后将待切丝的蔬菜放在

底座18上，在第一弹簧5的作用下，夹持板4将蔬菜夹紧，然后用户根据需要将钢丝绳22之间

的间距调整到适当，用于控制切丝的粗细，具体操作为，转动拉环23，拉环23转动带动第二

圆筒14转动，第二圆筒14转动使第二圆筒14从圆腔内移出，然后通过条形槽将第二圆筒14

取下，调整完毕后，打开电磁阀24的开关，电磁阀24通电使其吸引铁片7，进而使第二滑块27

沿着导杆25移动，使卡齿与固定齿脱离，然后转动把手9，把手9转动带动转轮8，转轮8转动

带动转轴30转动，转轴30转动带动齿轮33转动，齿轮33转动带动皇冠齿轮32转动，皇冠齿轮

32转动带动第二螺纹杆26转动，第二螺纹杆26转动使第一圆筒11移动，进而使矩形架15移

动，通过钢丝绳22将蔬菜进行切丝。

[002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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