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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简便立式切片、刨丝机

(57)摘要

本发明一种简便立式切片、刨丝机，采用在

圆筒壳体(1)内下方设置电动机(8)，并将其竖立

在圆筒壳体下方的圆中心位置，电动机转子轴上

加接轴套(2)，在轴套(2)上自下而上依次装置有

甩盘(6)、刀片转盘(5)，在刀片转盘(5)上方两

边，与圆筒内壁固定有阻挡件(3)，又在刀片转盘

(5)两边设置有切片刀片(15)或刨丝刀片(16)，

并在对应甩盘(6)相应位置的圆筒壁、加工设置

有出料口(11)、挡板(12)及出料斗(7)；由刀片转

盘(5)与固定在圆筒壁及该刀片转盘上方两边的

阻挡件(3)，构成萝卜或地瓜等根颈农作物、实现

使用立式切片、刨丝机械的快速切片或刨丝作

业，适应根颈农作物农副产品加工和牲畜养殖业

饲料配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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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简便立式切片、刨丝机，包括圆筒壳体(1)、电动机(8)、套轴(2)、刀片转盘(5)、

刀片(13)、阻挡件(3)和甩盘(6)、挡板(12)，其特征在于：圆筒壳体(1)内下方的中心位置，

设置有竖立的电动机(8)，电动机转子轴上加接有套轴(2)，在套轴(2)上自下而上依次装置

有甩盘(6)、刀片转盘(5)，在刀片转盘(5)上方圆筒壳体(1)两对面的圆筒壁，分别设置有阻

挡件(3)，又在刀片转盘(5)两边装置有切片刀片(16)或刨丝刀片(17)，并在对应甩盘(6)相

应位置的圆筒壁、加工设置有出料口(11)、挡板(12)及出料斗(7)；由刀片转盘(5)与两边的

阻挡件(3)和甩盘(6)与挡板(12)、出料口(11)、出料斗(7)构成使用竖立式切片刨丝机械的

切片或刨丝作业和收集结构；

刀片转盘(5)，由转盘(22)和轴套(19)组成，转盘(22)和轴套(19)为由工程塑料压注成

整体，转盘(22)为带夹角斜面结构的锅盖形圆盘，在锅盖形圆盘两边，加工有对应刀片(13)

出料的切片刀片(16)或刨丝刀片(17)的长方形口(18)及螺丝孔(23)，轴套(19)设置在转盘

(22)的顶端，在轴套(19)的中心，加工有与套轴(2)精密配置的轴套内孔(20)和由锥紧螺丝

(14)锥紧固定的螺丝内牙孔(21)；

甩盘(6)，由圆盘(24)和轴套(19)组成，圆盘(24)和轴套(19)为由工程塑料压注成整

体，圆盘(24)为圆形平面板，轴套(19)设置在该圆形平面板一面的中心位置，在轴套(19)的

中心，加工有与套轴(2)精密配置的轴套内孔(20)和由锥紧螺丝(14)锥紧固定的螺丝内牙

孔(21)；

套轴(2)，由实体圆钢加工成拥有与刀片转盘(5)、甩盘(6)的轴套(19)的轴套内孔(20)

精密配置的加长轴杆(25)和轴头(26)的整体，在轴头(26)的圆中心加工有与电动机(8)的

转子轴紧密套置的轴头内孔(27)和由锥紧螺丝(14)锥紧固定的螺丝内牙孔(21)；

阻挡件(3)，由阻挡板(29)和夹件(28)组成，阻挡板(29)为由木板制成上方侧面水平，

下方侧面与转盘(22)的夹角斜面相吻合的大、小头板块，板块的大头端两边大面，夹置有由

螺丝(4)螺母(9)固定的夹件(28)，夹件(28)由不锈钢钢板弯折成拥有侧面(30)和正面(31)

的“7”字形部件，并在正面(31)加工有固定夹置阻挡板(29)的螺丝孔(23)，侧面(30)加工有

与圆筒壳体(1)的圆筒壁固定并可调节高低的长槽孔(32)，由螺丝(4)穿过各长槽孔(32)与

圆筒壁的螺丝孔分别将阻挡件(3)固定在圆筒壳体(1)内两边对称位置，构成切片或刨丝的

靠山板；

刀片(13)，包括专供切片使用的切片刀片(16)和专供刨丝使用的刨丝刀片(17)，均由

不锈钢片制作而成，其中切片刀片(16)的刀口为直线，刨丝刀片(17)采用与现有技术丝刨

相同的丝刨刀片，各刀片的四个角分别加工有与刀片转盘(5)上长方形口(18)外面四个角

的螺丝孔(23)相对应的螺丝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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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简便立式切片、刨丝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农产品加工机械，具体涉及了一种简便立式切片、刨丝机。

背景技术

[0002] 将萝卜或地瓜等根颈农作物加工成农副产品，或是作为饲养牲畜的饲料，均要涉

及到切片或刨丝的加工工作环节，对于切片或刨丝，人们普遍都是采用原始的手工刀切和

丝刨刨丝，手工作业不但劳动强度大而且耗工耗时，虽然近年来有些加工大户采用了机械

切片、刨丝，但是绝大部分的切片、刨丝机械都是采用卧式结构，存在结构复杂、体积大、价

格昂贵而得不到推广应用的缺陷。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为克服根颈农作物加工采用原始的手工刀切和丝刨刨丝及现有技术卧式

结构的切片、刨丝机械存在的缺陷，公开了一种简便立式切片、刨丝机，其采取的技术方案

是：一种简便立式切片、刨丝机，包括圆筒壳体、电动机、套轴、刀片转盘、刀片、阻挡件和甩

盘、挡板，其特征在于：圆筒壳体内设置有电动机，电动机通过电机架分别由螺丝、螺母固定

在圆筒壳体圆筒壁的一边，竖立在圆筒壳体下方的中心位置，电动机转子轴上加接有套轴，

在套轴上自下而上依次装置有甩盘、刀片转盘，在刀片转盘上方圆筒壳体两对面的圆筒壁，

分别由螺丝固定设置有阻挡件，又在刀片转盘两边的刀片13部位，装置有切片刀片或刨丝

刀片，并在对应甩盘相应位置的圆筒壁、加工设置有出料口、挡板及出料斗；由刀片转盘与

两边的阻挡件，构成使用竖立式切片刨丝机械的切片或刨丝作业，并由甩盘与挡板、出料

口、出料斗构成收集结构；通过启动电动机，带动刀片转盘和甩盘按旋转方向旋转并不断地

往圆筒壳体内投放萝卜或地瓜等根颈农作物，实现一种简便立式切片、刨丝机快速的切片

或刨丝；

[0004] 刀片转盘，由转盘和轴套组成，转盘和轴套为由工程塑料压注成整体，转盘为带夹

角斜面结构的锅盖形圆盘，在锅盖形圆盘两边，加工有对应刀片的切片刀片或刨丝刀片的

长方形口及螺丝孔，轴套设置在转盘的顶端，在轴套的中心，加工有与套轴精密配置的轴套

内孔和由锥紧螺丝锥紧固定的螺丝内牙孔；

[0005] 甩盘，由圆盘和轴套组成，圆盘和轴套为由工程塑料压注成整体，圆盘为圆形平面

板，轴套设置在该圆形平面板一面的中心位置，在轴套的中心，加工有与套轴精密配置的轴

套内孔和由锥紧螺丝锥紧固定的螺丝内牙孔；

[0006] 套轴，由圆钢加工成拥有与刀片转盘、甩盘的轴套的轴套内孔精密配置的加长轴

杆和轴头的整体，在轴头的圆中心加工有与电动机的转子轴紧密套置的轴头内孔和由锥紧

螺丝锥紧固定的螺丝内螺牙孔；

[0007] 阻挡件，由阻挡板和夹件组成，阻挡板为由木板制成上方侧面水平，下方侧面与转

盘的夹角斜面相吻合的大、小头板块，板块的大头端两边大面，夹置有由螺丝螺母固定的夹

件，夹件由不锈钢钢板弯折成拥有侧面和正面的“7”字形部件，并在各正面加工有固定夹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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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挡板的螺丝孔，侧面加工有与圆筒壳体的圆筒壁固定并可调节高低的若干长槽孔，由螺

丝穿过各长槽孔与圆筒壁的螺丝孔分别将阻挡件固定在圆筒壳体内两边对称位置，构成切

片或刨丝的靠山板；

[0008] 刀片，包括专供切片使用的切片刀片和专供刨丝使用的刨丝刀片，切片刀片和刨

丝刀片均由不锈钢片制作而成，其中切片刀片的刀口为直线的，刨丝刀片采用与现有技术

丝刨相同的丝刨刀片，各刀片的四个角分别加工有与刀片转盘上长方形口外面四个角螺丝

孔相对应的螺丝孔。

[0009] 本发明一种简便立式切片、刨丝机，克服了对萝卜或地瓜等根颈农作物的切片或

刨丝，采用手工操作和使用卧式机械存在耗工耗时和结构复杂、体积大、价格高的缺陷，人

们可以轻松方便地利用本立式切片、刨丝机从事切片、刨丝作业，适用于家庭和中小型农副

产品加工企业、牲畜养殖业的饲料制备使用。

附图说明

[0010] 附图1为整体结构正面示意图；

[0011] 附图2为整体结构俯视示意图；

[0012] 附图3为刀片转盘结构示意图，其中：a为正面视图，b为俯视图；

[0013] 附图4为甩盘结构示意图，其中：a为正面视图，b为俯视图；

[0014] 附图5为套轴结构示意图，其中：a为平面图，b为右视图；

[0015] 附图6为阻挡件结构示意图，其中：a为整体结构示意图，a‑1  为正面视图，a‑2为左

视图，a‑3为俯视图；b为夹件结构示意图，b‑1 为正面视图，b‑2为俯视图，b‑3为左视图。

[0016] 附图标号说明：

[0017] 附图1中：1、为圆筒壳体，2、为套轴，3、为阻挡件，4、为螺丝，5、为刀片转盘，6、为甩

盘，7、为出料斗，8、为电动机，9、为螺母，10、为电机架，11、为出料口，12、为挡板，13、为刀

片，14、为锥紧螺丝，15、为旋转方向；

[0018] 附图2中：16、为切片刀片，17、为刨丝刀片；

[0019] 附图3中：18、为长方形口，19、为轴套，20、为轴套内孔，  21、为螺丝内牙孔，22、为

转盘，23、为螺丝孔；

[0020] 附图4中：24、为圆盘；

[0021] 附图5中：25、为加长轴杆，26、为轴头，27、为轴头内孔；

[0022] 附图6中：28、为夹件，29、为阻挡板，30、为侧面，31、为正面，32、为长槽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发明内容作进一步的说明如下：

[0024] 一种简便立式切片、刨丝机，按附图1、2，包括圆筒壳体1、电动机8、套轴2、刀片转

盘5、刀片13、阻挡件3和甩盘6、挡板12，其特征在于：圆筒壳体1内设置有电动机8，电动机8

通过电机架10  分别由螺丝4、螺母9固定在圆筒壳体1圆筒壁的一边，竖立在圆筒壳体1下方

的中心位置，电动机转子轴上加接有套轴2，在套轴2上自下而上依次装置有甩盘6、刀片转

盘5，在刀片转盘5上方圆筒壳体  1两对面的圆筒壁，分别固定设置有阻挡件3，又在刀片转

盘5两边的刀片13部位，装置有切片刀片16或刨丝刀片17，并在对应甩盘6相应位置的圆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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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加工设置有出料口11、挡板12及出料斗7；由刀片转盘5与两边的阻挡件3，构成使用竖立

式切片刨丝机械的切片或刨丝作业，并由甩盘6与挡板12、出料口11、出料斗7构成收集结

构；通过启动电动机8，带动刀片转盘5和甩盘6按旋转方向15旋转并不断地往圆筒壳体1内

投放萝卜或地瓜等根颈农作物，实现一种简便立式切片、刨丝机快速的切片或刨丝；

[0025] 刀片转盘5，按附图3，由转盘22和轴套19组成，转盘22和轴套19为由工程塑料压注

成整体，转盘22为带夹角斜面结构的锅盖形圆盘，在锅盖形圆盘两边，加工有对应刀片13出

料的切片刀片16或刨丝刀片17的长方形口18及螺丝孔23，轴套19设置在转盘22的顶端，在

轴套19的中心，加工有与套轴2精密配置的轴套内孔20和与套轴2由锥紧螺丝14锥紧固定的

螺丝内牙孔21；

[0026] 甩盘6，按附图4，由圆盘24和轴套19组成，圆盘24和轴套19  为由工程塑料压注成

整体，圆盘24为圆形平面板，轴套19设置在该圆形平面板一面的中心位置，在轴套19的中

心，加工有与套轴2精密配置的轴套内孔20和与套轴2由锥紧螺丝14锥紧固定的螺丝内牙孔 

21；

[0027] 套轴2，按附图5，由圆钢加工成拥有与刀片转盘5、甩盘6的轴套19的轴套内孔20精

密配置的加长轴杆25和轴头26的整体，在轴头26的圆中心加工有与电动机8的转子轴紧密

套置的轴头内孔27和由锥紧螺丝14锥紧固定的螺丝内螺牙孔21；

[0028] 阻挡件3，按附图6，由阻挡板29和夹件28组成，阻挡板29为由木板制成上方侧面水

平，下方侧面与转盘21的夹角斜面相吻合的大、小头板块，板块的大头端两边大面，夹置有

由螺丝4螺母9固定的夹件28，夹件28由不锈钢钢板弯折成拥有侧面30和正面31的“7”字形

部件，并在各正面31加工有固定夹置阻挡板29的螺丝孔23，侧面30加工有与附图1、2中圆筒

壳体1的圆筒壁固定并可调节高低的若干长槽孔32，由螺丝4穿过各长槽孔32与圆筒壁的螺

丝孔分别将阻挡件3固定在圆筒壳体1内两边对称位置，构成切片或刨丝的靠山板；

[0029] 刀片13，包括专供切片使用的切片刀片16和专供刨丝使用的刨丝刀片17，切片刀

片16和刨丝刀片17均由不锈钢片制作而成，其中切片刀片16的刀口为直线，刨丝刀片17采

用与现有技术丝刨相同的丝刨刀片，各刀片的四个角分别加工有与附图3中刀片转盘5上长

方形口18外面四个角的螺丝孔23相对应的螺丝孔。

[0030] 本发明一种简便立式切片、刨丝机，包括圆筒壳体1、电动机8、套轴2、刀片转盘5、

阻挡件3和甩盘6、挡板12，采用在圆筒壳体1 内下方设置电动机8，并将其竖立在圆筒壳体1

下方的中心位置，电动机转子轴上加接轴套2，在轴套2上自下而上依次装置有甩盘6、刀片

转盘5，在刀片转盘5上方两边，设置有对称的阻挡件3，又在刀片转盘5两边设置有切片刀片

16或刨丝刀片17，并在对应甩盘6相应位置的圆筒壁，加工设置有出料口11、挡板12及出料

斗7；由刀片转盘5与固定在圆筒壁及该转盘上方两边的阻挡件3，构成萝卜或地瓜等根颈农

作物，实现立式结构的切片、刨丝机快速的切片或刨丝作业，适应于根颈农作物的农副产品

深加工和牲畜养殖业饲料配置使用，并且结构简单，原材料普通加工制造易于实现，值得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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