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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水果发酵苹果处理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发酵装置，尤其涉及一种水

果发酵苹果处理装置。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是提供一种水果发酵苹果处理装置。一种水果发

酵苹果处理装置，包括梯形底座，左龙门架，实时

控制屏，中龙门架，果核分离机构，果肉破碎撕裂

机构和果浆压榨机构；梯形底座顶端中部与果实

筛选机构相连接，并且果实筛选机构上部与左龙

门架相连接；梯形底座顶端右侧与果肉破碎撕裂

机构相连接。本发明实现了高效分离发育不良的

果实个体，得到苹果成熟个体，并且精准快速分

离苹果果核，将苹果果肉快速破碎成块，降低苹

果果肉整体硬度，进行充分压榨，提高果浆压榨

提取率得到品质更高的压榨果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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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果发酵苹果处理装置，包括梯形底座（1），左龙门架（2），实时控制屏（3）和中

龙门架（4），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右侧连接板（5），果实筛选机构（6），果核分离机构（7），果肉

破碎撕裂机构（8）和果浆压榨机构（9）；梯形底座（1）顶端左侧与左龙门架（2）相连接；梯形

底座（1）顶端中部与果实筛选机构（6）相连接，并且果实筛选机构（6）上部与左龙门架（2）相

连接；梯形底座（1）顶端右侧与果肉破碎撕裂机构（8）相连接，并且果肉破碎撕裂机构（8）左

上方与果实筛选机构（6）相连接；左龙门架（2）左端中下部设置有实时控制屏（3）；左龙门架

（2）右端顶部与中龙门架（4）相连接；中龙门架（4）内侧与果核分离机构（7）相连接，并且果

核分离机构（7）左下方与果实筛选机构（6）相连接；中龙门架（4）右端顶部与右侧连接板（5）

相连接，并且右侧连接板（5）左端与果肉破碎撕裂机构（8）相连接；右侧连接板（5）内中部与

果浆压榨机构（9）相连接，并且果浆压榨机构（9）顶端左侧与果核分离机构（7）相连接；

果实筛选机构（6）包括进料筒（601），第一滑轨板（602），筛选网通道（603），筛选摇晃机

构（604），出料板（605），第一传动轮（606），第二传动轮（607），传送机构（608），第三传动轮

（609），第四传动轮（6010），电机（6011）和废果收集缸（6012）；进料筒（601）底端后侧与第一

滑轨板（602）相连接；第一滑轨板（602）底端与筛选网通道（603）进行滑动连接；筛选网通道

（603）前上方与筛选摇晃机构（604）相连接；筛选网通道（603）底端与出料板（605）相连接；

筛选网通道（603）后下方设置有废果收集缸（6012）；筛选摇晃机构（604）右侧与第一传动轮

（606）进行传动连接；第一传动轮（606）下方与第二传动轮（607）进行传动连接；第二传动轮

（607）前端中部与传送机构（608）进行转动连接；传送机构（608）后端左侧与第三传动轮

（609）进行转动连接；第三传动轮（609）左下方与第四传动轮（6010）进行传动连接；第四传

动轮（6010）后端中部与电机（6011）进行转动连接；电机（6011）底端和左端与左龙门架（2）

相连接；传送机构（608）底端与梯形底座（1）相连接；废果收集缸（6012）左端底部和右端底

部与左龙门架（2）相连接；进料筒（601）外表面中部与左龙门架（2）相连接；筛选摇晃机构

（604）左端和右端与左龙门架（2）相连接；第二传动轮（607）右上方与果核分离机构（7）相连

接；第二传动轮（607）右下方与果肉破碎撕裂机构（8）相连接；

果核分离机构（7）包括龙门板（701），竖向滑槽板（702），双面齿轨（703），第一扇形齿轮

（704），第十一传动轮（705），第五传动轮（706），第二扇形齿轮（707），第一长齿轮（708），中

空筒刀（709），第一平齿轮（7010），第一锥齿轮（7011），第二锥齿轮（7012），进水连接管

（7013）和清洗喷头（7014）；龙门板（701）前端中部与竖向滑槽板（702）进行焊接；竖向滑槽

板（702）前端中部与双面齿轨（703）进行滑动连接；双面齿轨（703）左端中部与第一扇形齿

轮（704）进行啮合；双面齿轨（703）底端中部与第一长齿轮（708）进行焊接；第一扇形齿轮

（704）后端中部与第十一传动轮（705）进行转动连接，并且第十一传动轮（705）后端中部与

龙门板（701）相连接；第十一传动轮（705）右侧与第五传动轮（706）进行传动连接，并且第五

传动轮（706）后端中部与龙门板（701）相连接；第五传动轮（706）前端中部与第二扇形齿轮

（707）进行转动连接；第一长齿轮（708）底端与中空筒刀（709）进行焊接；第一长齿轮（708）

左端中下部与第一平齿轮（7010）进行啮合；第一平齿轮（7010）顶端中部与第一锥齿轮

（7011）进行转动连接；第一锥齿轮（7011）后端中部与第二锥齿轮（7012）进行啮合，并且第

二锥齿轮（7012）上方与第十一传动轮（705）相连接；第二锥齿轮（7012）右下方设置有进水

连接管（7013）；进水连接管（7013）底端与清洗喷头（7014）相连接；进水连接管（7013）外表

面上侧与右侧连接板（5）相连接；龙门板（701）左端和右端与中龙门架（4）相连接；第一平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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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7010）底端中部与中龙门架（4）相连接；第十一传动轮（705）左下方与第二传动轮（607）

相连接；第五传动轮（706）右上方与果浆压榨机构（9）相连接；

果肉破碎撕裂机构（8）包括第一工作支撑板（801），果实收集桶（802），第一工作台

（803），破碎舱（804），第一后支撑块（805），第一F架（806），第一破碎轮（807），第六传动轮

（808），第七传动轮（809），第二破碎轮（8010）和第一网底收集罐（8011）；第一工作支撑板

（801）左部与果实收集桶（802）进行套接；第一工作支撑板（801）顶端右侧与第一工作台

（803）相连接；第一工作台（803）右下方设置有破碎舱（804）；破碎舱（804）后端中下部与第

一后支撑块（805）相连接；破碎舱（804）内左中部设置有第一破碎轮（807）；第一后支撑块

（805）左端与第一F架（806）相连接；第一破碎轮（807）后端中部与第六传动轮（808）进行转

动连接，并且第六传动轮（808）后端中部与破碎舱（804）相连接；第六传动轮（808）右侧与第

七传动轮（809）进行传动连接，并且第七传动轮（809）后端中部与破碎舱（804）相连接；第七

传动轮（809）前端中部与第二破碎轮（8010）进行转动连接；第二破碎轮（8010）下方设置有

第一网底收集罐（8011），并且第一网底收集罐（8011）左端与第一F架（806）相连接；第六传

动轮（808）左上方与第二传动轮（607）相连接；第一网底收集罐（8011）右端与右侧连接板

（5）相连接；第一后支撑块（805）右端中部与右侧连接板（5）相连接；

果浆压榨机构（9）包括第三锥齿轮（901），第四锥齿轮（902），第一伸缩转轴（903），第八

传动轮（904），平移板（905），电动滑块（906），电动滑轨（907），第九传动轮（908），第二平齿

轮（909），第三平齿轮（9010），第一齿轮架（9011），第四平齿轮（9012），第五平齿轮（9013），

第一丝杆（9014），轴承固定套板（9015），內纹滑块（9016），压榨杵（9017），第二网底压榨罐

（9018）和第二F架（9019）；第三锥齿轮（901）底端中部与第四锥齿轮（902）进行啮合；第四锥

齿轮（902）底端中部与第一伸缩转轴（903）进行转动连接；第一伸缩转轴（903）底端中部与

第八传动轮（904）进行转动连接；第八传动轮（904）外表面顶端与平移板（905）相连接；第八

传动轮（904）右侧与第九传动轮（908）进行传动连接，并且第九传动轮（908）外表面顶端与

平移板（905）相连接；第八传动轮（904）底端中部与第二平齿轮（909）进行转动连接；平移板

（905）右端与电动滑块（906）进行焊接；电动滑块（906）后端与电动滑轨（907）进行滑动连

接；第九传动轮（908）底端中部与第五平齿轮（9013）进行转动连接；第二平齿轮（909）右端

中部与第三平齿轮（9010）进行啮合；第三平齿轮（9010）顶端中部与第一齿轮架（9011）相连

接；第三平齿轮（9010）右端中部与第四平齿轮（9012）进行啮合，并且第四平齿轮（9012）顶

端中部与第一齿轮架（9011）相连接；第三平齿轮（9010）底端中部与第一丝杆（9014）进行转

动连接；第一丝杆（9014）外表面顶端与轴承固定套板（9015）进行转动连接；第一丝杆

（9014）外表面中上部与內纹滑块（9016）进行转动连接；內纹滑块（9016）底端与压榨杵

（9017）相连接；压榨杵（9017）下方设置有第二网底压榨罐（9018）；第二网底压榨罐（9018）

右端与第二F架（9019）相连接；第二F架（9019）顶端与右侧连接板（5）相连接；轴承固定套板

（9015）右端与右侧连接板（5）相连接；第二网底压榨罐（9018）左端与右侧连接板（5）相连

接；第一齿轮架（9011）顶端与右侧连接板（5）相连接；电动滑轨（907）左端与右侧连接板（5）

相连接；第三锥齿轮（901）后端中部与右侧连接板（5）相连接；第四锥齿轮（902）外表面底端

与右侧连接板（5）相连接；第三锥齿轮（901）左下方与第五传动轮（706）相连接；

筛选摇晃机构（604）包括控制圆盘（60401），第十传动轮（60402），凸起圆柱（60403），中

空联动杆（60404），三角连接板（60405），控制齿轮（60406），第一齿轨（60407），支点控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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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08），限位滑轨（60409）和摇晃连接条（60410）；控制圆盘（60401）后端中部与第十传动

轮（60402）进行转动连接；控制圆盘（60401）前端中上部设置有凸起圆柱（60403）；凸起圆柱

（60403）外表面与中空联动杆（60404）进行套接；中空联动杆（60404）后端底部与三角连接

板（60405）相连接；中空联动杆（60404）前端底部与控制齿轮（60406）相连接；三角连接板

（60405）后端与支点控制板（60408）相连接；控制齿轮（60406）底端中部与第一齿轨（60407）

进行啮合；第一齿轨（60407）底端外环与限位滑轨（60409）进行滑动连接；第一齿轨（60407）

底端中部与摇晃连接条（60410）进行焊接；摇晃连接条（60410）左端和右端与筛选网通道

（603）相连接；限位滑轨（60409）左端和右端与左龙门架（2）相连接；支点控制板（60408）左

端和右端与左龙门架（2）相连接；第十传动轮（60402）右侧与第一传动轮（606）相连接；第十

传动轮（60402）后端中部与左龙门架（2）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果发酵苹果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第一工作台（803）

顶端右侧设置有圆形平底凹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水果发酵苹果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中空筒刀（709）内

部为中空设计，并且其底端设置有环形锯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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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果发酵苹果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发酵装置，尤其涉及一种水果发酵苹果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酵素是以新鲜的蔬菜、水果、糙米、药食同源中药等植物为原料，经过榨汁或萃取

一系列工艺后，再添加酵母菌、乳酸菌等发酵菌株进行发酵所产生的含有丰富的糖类、有机

酸、矿物质、维生素、酚类、萜类等营养成分以及一些重要的酶类等生物活性物质的混合发

酵液，酵素是由各种植物包括各种野菜、果实、植物茎根、菌菇、草本药物以及动物机体组织

等为原料，经酵母、醋酸菌、乳酸杆菌、芽孢杆菌和霉菌等多种微生物发酵而成的制品，而并

不是那种作为生物催化剂的酶。

[0003] 在现有技术中，由于果蔬酵素可用于多种食品制造领域，被广泛生产，但是在现有

技术中苹果酵素的生产中，由于苹果的果实中果核即种子位于果实中心带，果核种子影响

发酵效果，果实中存在大量发育不良果实，同时由于苹果果肉偏硬，在提取果浆果汁时，无

法最大限度提取果肉中的汁液，进而导致了发酵过程中混有果核种子，发酵效果差，浪费原

料，同时利用之后，产生的苹果屑中残留有大量果浆等营养物质，发育不良的果实中营养物

质，和其他物质并不成熟，发酵效果较差，味道不能达到理想效果的问题。

[0004] 因此，目前需要研发一种发酵苹果处理装置，来克服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苹果酵素的生产中，由于苹果的果实中果核即种子位

于果实中心带，果核种子影响发酵效果，果实中存在大量发育不良果实，同时由于苹果果肉

偏硬，在提取果浆果汁时，无法最大限度提取果肉中的汁液，进而导致了发酵过程中混有果

核种子，发酵效果差，浪费原料，同时利用之后，产生的苹果屑中残留有大量果浆等营养物

质，发育不良的果实中营养物质，和其他物质并不成熟，发酵效果较差，味道不能达到理想

效果的缺点，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水果发酵苹果处理装置。

[0006] 本发明由以下具体技术手段所达成：

[0007] 一种水果发酵苹果处理装置，包括梯形底座，左龙门架，实时控制屏，中龙门架，右

侧连接板，果实筛选机构，果核分离机构，果肉破碎撕裂机构和果浆压榨机构；梯形底座顶

端左侧与左龙门架相连接；梯形底座顶端中部与果实筛选机构相连接，并且果实筛选机构

上部与左龙门架相连接；梯形底座顶端右侧与果肉破碎撕裂机构相连接，并且果肉破碎撕

裂机构左上方与果实筛选机构相连接；左龙门架左端中下部设置有实时控制屏；左龙门架

右端顶部与中龙门架相连接；中龙门架内侧与果核分离机构相连接，并且果核分离机构左

下方与果实筛选机构相连接；中龙门架右端顶部与右侧连接板相连接，并且右侧连接板左

端与果肉破碎撕裂机构相连接；右侧连接板内中部与果浆压榨机构相连接，并且果浆压榨

机构顶端左侧与果核分离机构相连接；

[0008] 果实筛选机构包括进料筒，第一滑轨板，筛选网通道，筛选摇晃机构，出料板，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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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动轮，第二传动轮，传送机构，第三传动轮，第四传动轮，电机和废果收集缸；进料筒底端

后侧与第一滑轨板相连接；第一滑轨板底端与筛选网通道进行滑动连接；筛选网通道前上

方与筛选摇晃机构相连接；筛选网通道底端与出料板相连接；筛选网通道后下方设置有废

果收集缸；筛选摇晃机构右侧与第一传动轮进行传动连接；第一传动轮下方与第二传动轮

进行传动连接；第二传动轮前端中部与传送机构进行转动连接；传送机构后端左侧与第三

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三传动轮左下方与第四传动轮进行传动连接；第四传动轮后端中

部与电机进行转动连接；电机底端和左端与左龙门架相连接；传送机构底端与梯形底座相

连接；废果收集缸左端底部和右端底部与左龙门架相连接；进料筒外表面中部与左龙门架

相连接；筛选摇晃机构左端和右端与左龙门架相连接；第二传动轮右上方与果核分离机构

相连接；第二传动轮右下方与果肉破碎撕裂机构相连接；

[0009] 果核分离机构包括龙门板，竖向滑槽板，双面齿轨，第一扇形齿轮，第十一传动轮，

第五传动轮，第二扇形齿轮，第一长齿轮，中空筒刀，第一平齿轮，第一锥齿轮，第二锥齿轮，

进水连接管和清洗喷头；龙门板前端中部与竖向滑槽板进行焊接；竖向滑槽板前端中部与

双面齿轨进行滑动连接；双面齿轨左端中部与第一扇形齿轮进行啮合；双面齿轨底端中部

与第一长齿轮进行焊接；第一扇形齿轮后端中部与第十一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并且第十

一传动轮后端中部与龙门板相连接；第十一传动轮右侧与第五传动轮进行传动连接，并且

第五传动轮后端中部与龙门板相连接；第五传动轮前端中部与第二扇形齿轮进行转动连

接；第一长齿轮底端与中空筒刀进行焊接；第一长齿轮左端中下部与第一平齿轮进行啮合；

第一平齿轮顶端中部与第一锥齿轮进行转动连接；第一锥齿轮后端中部与第二锥齿轮进行

啮合，并且第二锥齿轮上方与第十一传动轮相连接；第二锥齿轮右下方设置有进水连接管；

进水连接管底端与清洗喷头相连接；进水连接管外表面上侧与右侧连接板相连接；龙门板

左端和右端与中龙门架相连接；第一平齿轮底端中部与中龙门架相连接；第十一传动轮左

下方与第二传动轮相连接；第五传动轮右上方与果浆压榨机构相连接；

[0010] 果肉破碎撕裂机构包括第一工作支撑板，果实收集桶，第一工作台，破碎舱，第一

后支撑块，第一F架，第一破碎轮，第六传动轮，第七传动轮，第二破碎轮和第一网底收集罐；

第一工作支撑板左部与果实收集桶进行套接；第一工作支撑板顶端右侧与第一工作台相连

接；第一工作台右下方设置有破碎舱；破碎舱后端中下部与第一后支撑块相连接；破碎舱内

左中部设置有第一破碎轮；第一后支撑块左端与第一F架相连接；第一破碎轮后端中部与第

六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并且第六传动轮后端中部与破碎舱相连接；第六传动轮右侧与第

七传动轮进行传动连接，并且第七传动轮后端中部与破碎舱相连接；第七传动轮前端中部

与第二破碎轮进行转动连接；第二破碎轮下方设置有第一网底收集罐，并且第一网底收集

罐左端与第一F架相连接；第六传动轮左上方与第二传动轮相连接；第一网底收集罐右端与

右侧连接板相连接；第一后支撑块右端中部与右侧连接板相连接；

[0011] 果浆压榨机构包括第三锥齿轮，第四锥齿轮，第一伸缩转轴，第八传动轮，平移板，

电动滑块，电动滑轨，第九传动轮，第二平齿轮，第三平齿轮，第一齿轮架，第四平齿轮，第五

平齿轮，第一丝杆，轴承固定套板，內纹滑块，压榨杵，第二网底压榨罐和第二F架；第三锥齿

轮底端中部与第四锥齿轮进行啮合；第四锥齿轮底端中部与第一伸缩转轴进行转动连接；

第一伸缩转轴底端中部与第八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第八传动轮外表面顶端与平移板相连

接；第八传动轮右侧与第九传动轮进行传动连接，并且第九传动轮外表面顶端与平移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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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第八传动轮底端中部与第二平齿轮进行转动连接；平移板右端与电动滑块进行焊接；

电动滑块后端与电动滑轨进行滑动连接；第九传动轮底端中部与第五平齿轮进行转动连

接；第二平齿轮右端中部与第三平齿轮进行啮合；第三平齿轮顶端中部与第一齿轮架相连

接；第三平齿轮右端中部与第四平齿轮进行啮合，并且第四平齿轮顶端中部与第一齿轮架

相连接；第三平齿轮底端中部与第一丝杆进行转动连接；第一丝杆外表面顶端与轴承固定

套板进行转动连接；第一丝杆外表面中上部与內纹滑块进行转动连接；內纹滑块底端与压

榨杵相连接；压榨杵下方设置有第二网底压榨罐；第二网底压榨罐右端与第二F架相连接；

第二F架顶端与右侧连接板相连接；轴承固定套板右端与右侧连接板相连接；第二网底压榨

罐左端与右侧连接板相连接；第一齿轮架顶端与右侧连接板相连接；电动滑轨左端与右侧

连接板相连接；第三锥齿轮后端中部与右侧连接板相连接；第四锥齿轮外表面底端与右侧

连接板相连接；第三锥齿轮左下方与第五传动轮相连接；

[0012] 筛选摇晃机构包括控制圆盘，第十传动轮，凸起圆柱，中空联动杆，三角连接板，控

制齿轮，第一齿轨，支点控制板，限位滑轨和摇晃连接条；控制圆盘后端中部与第十传动轮

进行转动连接；控制圆盘前端中上部设置有凸起圆柱；凸起圆柱外表面与中空联动杆进行

套接；中空联动杆后端底部与三角连接板相连接；中空联动杆前端底部与控制齿轮相连接；

三角连接板后端与支点控制板相连接；控制齿轮底端中部与第一齿轨进行啮合；第一齿轨

底端外环与限位滑轨进行滑动连接；第一齿轨底端中部与摇晃连接条进行焊接；摇晃连接

条左端和右端与筛选网通道相连接；限位滑轨左端和右端与左龙门架相连接；支点控制板

左端和右端与左龙门架相连接；第十传动轮右侧与第一传动轮相连接；第十传动轮后端中

部与左龙门架相连接。

[0013] 优选地，第一工作台顶端右侧设置有圆形平底凹槽。

[0014] 优选地，中空筒刀内部为中空设计，并且其底端设置有环形锯齿。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6]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苹果酵素的生产中，由于苹果的果实中果核即种子位于果实中

心带，果核种子影响发酵效果，果实中存在大量发育不良果实，同时由于苹果果肉偏硬，在

提取果浆果汁时，无法最大限度提取果肉中的汁液，进而导致了发酵过程中混有果核种子，

发酵效果差，浪费原料，同时利用之后，产生的苹果屑中残留有大量果浆等营养物质，发育

不良的果实中营养物质，和其他物质并不成熟，发酵效果较差，味道不能达到理想效果的问

题，设计了果实筛选机构，果核分离机构，果肉破碎撕裂机构和果浆压榨机构，在使用时首

先通过果实筛选机构将发育不良果实分离出，然后通过果核分离机构将果实中央果核种子

分离出，然后通过果肉破碎撕裂机构配合果浆压榨机构，可以将苹果较硬的果肉进行破碎，

然后再进行压榨提取果浆汁液，实现了高效分离发育不良的果实个体，得到苹果成熟个体，

并且精准快速分离苹果果核，将苹果果肉快速破碎成块，降低苹果果肉整体硬度，进行充分

压榨，提高果浆压榨提取率得到品质更高的压榨果浆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的果实筛选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的果核分离机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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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图4为本发明的果肉破碎撕裂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的果浆压榨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为本发明的筛选摇晃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中的标记为：1‑梯形底座，2‑左龙门架，3‑实时控制屏，4‑中龙门架，5‑右侧连

接板，6‑果实筛选机构，7‑果核分离机构，8‑果肉破碎撕裂机构，9‑果浆压榨机构，601‑进料

筒，602‑第一滑轨板，603‑筛选网通道，604‑筛选摇晃机构，605‑出料板，606‑第一传动轮，

607‑第二传动轮，608‑传送机构，609‑第三传动轮，6010‑第四传动轮，6011‑电机，6012‑废

果收集缸，701‑龙门板，702‑竖向滑槽板，703‑双面齿轨，704‑第一扇形齿轮，705‑第十一传

动轮，706‑第五传动轮，707‑第二扇形齿轮，708‑第一长齿轮，709‑中空筒刀，7010‑第一平

齿轮，7011‑第一锥齿轮，7012‑第二锥齿轮，7013‑进水连接管，7014‑清洗喷头，801‑第一工

作支撑板，802‑果实收集桶，803‑第一工作台，804‑破碎舱，805‑第一后支撑块，806‑第一F

架，807‑第一破碎轮，808‑第六传动轮，809‑第七传动轮，8010‑第二破碎轮，8011‑第一网底

收集罐，901‑第三锥齿轮，902‑第四锥齿轮，903‑第一伸缩转轴，904‑第八传动轮，905‑平移

板，906‑电动滑块，907‑电动滑轨，908‑第九传动轮，909‑第二平齿轮，9010‑第三平齿轮，

9011‑第一齿轮架，9012‑第四平齿轮，9013‑第五平齿轮，9014‑第一丝杆，9015‑轴承固定套

板，9016‑內纹滑块，9017‑压榨杵，9018‑第二网底压榨罐，9019‑第二F架，60401‑控制圆盘，

60402‑第十传动轮，60403‑凸起圆柱，60404‑中空联动杆，60405‑三角连接板，60406‑控制

齿轮，60407‑第一齿轨，60408‑支点控制板，60409‑限位滑轨，60410‑摇晃连接条。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5] 实施例

[0026] 一种水果发酵苹果处理装置，如图1‑6所示，包括梯形底座1，左龙门架2，实时控制

屏3，中龙门架4，右侧连接板5，果实筛选机构6，果核分离机构7，果肉破碎撕裂机构8和果浆

压榨机构9；梯形底座1顶端左侧与左龙门架2相连接；梯形底座1顶端中部与果实筛选机构6

相连接，并且果实筛选机构6上部与左龙门架2相连接；梯形底座1顶端右侧与果肉破碎撕裂

机构8相连接，并且果肉破碎撕裂机构8左上方与果实筛选机构6相连接；左龙门架2左端中

下部设置有实时控制屏3；左龙门架2右端顶部与中龙门架4相连接；中龙门架4内侧与果核

分离机构7相连接，并且果核分离机构7左下方与果实筛选机构6相连接；中龙门架4右端顶

部与右侧连接板5相连接，并且右侧连接板5左端与果肉破碎撕裂机构8相连接；右侧连接板

5内中部与果浆压榨机构9相连接，并且果浆压榨机构9顶端左侧与果核分离机构7相连接。

[0027] 其中，果实筛选机构6包括进料筒601，第一滑轨板602，筛选网通道603，筛选摇晃

机构604，出料板605，第一传动轮606，第二传动轮607，传送机构608，第三传动轮609，第四

传动轮6010，电机6011和废果收集缸6012；进料筒601底端后侧与第一滑轨板602相连接；第

一滑轨板602底端与筛选网通道603进行滑动连接；筛选网通道603前上方与筛选摇晃机构

604相连接；筛选网通道603底端与出料板605相连接；筛选网通道603后下方设置有废果收

集缸6012；筛选摇晃机构604右侧与第一传动轮606进行传动连接；第一传动轮606下方与第

二传动轮607进行传动连接；第二传动轮607前端中部与传送机构608进行转动连接；传送机

构608后端左侧与第三传动轮609进行转动连接；第三传动轮609左下方与第四传动轮6010

说　明　书 4/10 页

8

CN 111202247 B

8



进行传动连接；第四传动轮6010后端中部与电机6011进行转动连接；电机6011底端和左端

与左龙门架2相连接；传送机构608底端与梯形底座1相连接；废果收集缸6012左端底部和右

端底部与左龙门架2相连接；进料筒601外表面中部与左龙门架2相连接；筛选摇晃机构604

左端和右端与左龙门架2相连接；第二传动轮607右上方与果核分离机构7相连接；第二传动

轮607右下方与果肉破碎撕裂机构8相连接。

[0028] 其中，果核分离机构7包括龙门板701，竖向滑槽板702，双面齿轨703，第一扇形齿

轮704，第十一传动轮705，第五传动轮706，第二扇形齿轮707，第一长齿轮708，中空筒刀

709，第一平齿轮7010，第一锥齿轮7011，第二锥齿轮7012，进水连接管7013和清洗喷头

7014；龙门板701前端中部与竖向滑槽板702进行焊接；竖向滑槽板702前端中部与双面齿轨

703进行滑动连接；双面齿轨703左端中部与第一扇形齿轮704进行啮合；双面齿轨703底端

中部与第一长齿轮708进行焊接；第一扇形齿轮704后端中部与第十一传动轮705进行转动

连接，并且第十一传动轮705后端中部与龙门板701相连接；第十一传动轮705右侧与第五传

动轮706进行传动连接，并且第五传动轮706后端中部与龙门板701相连接；第五传动轮706

前端中部与第二扇形齿轮707进行转动连接；第一长齿轮708底端与中空筒刀709进行焊接；

第一长齿轮708左端中下部与第一平齿轮7010进行啮合；第一平齿轮7010顶端中部与第一

锥齿轮7011进行转动连接；第一锥齿轮7011后端中部与第二锥齿轮7012进行啮合，并且第

二锥齿轮7012上方与第十一传动轮705相连接；第二锥齿轮7012右下方设置有进水连接管

7013；进水连接管7013底端与清洗喷头7014相连接；进水连接管7013外表面上侧与右侧连

接板5相连接；龙门板701左端和右端与中龙门架4相连接；第一平齿轮7010底端中部与中龙

门架4相连接；第十一传动轮705左下方与第二传动轮607相连接；第五传动轮706右上方与

果浆压榨机构9相连接。

[0029] 其中，果肉破碎撕裂机构8包括第一工作支撑板801，果实收集桶802，第一工作台

803，破碎舱804，第一后支撑块805，第一F架806，第一破碎轮807，第六传动轮808，第七传动

轮809，第二破碎轮8010和第一网底收集罐8011；第一工作支撑板801左部与果实收集桶802

进行套接；第一工作支撑板801顶端右侧与第一工作台803相连接；第一工作台803右下方设

置有破碎舱804；破碎舱804后端中下部与第一后支撑块805相连接；破碎舱804内左中部设

置有第一破碎轮807；第一后支撑块805左端与第一F架806相连接；第一破碎轮807后端中部

与第六传动轮808进行转动连接，并且第六传动轮808后端中部与破碎舱804相连接；第六传

动轮808右侧与第七传动轮809进行传动连接，并且第七传动轮809后端中部与破碎舱804相

连接；第七传动轮809前端中部与第二破碎轮8010进行转动连接；第二破碎轮8010下方设置

有第一网底收集罐8011，并且第一网底收集罐8011左端与第一F架806相连接；第六传动轮

808左上方与第二传动轮607相连接；第一网底收集罐8011右端与右侧连接板5相连接；第一

后支撑块805右端中部与右侧连接板5相连接。

[0030] 其中，果浆压榨机构9包括第三锥齿轮901，第四锥齿轮902，第一伸缩转轴903，第

八传动轮904，平移板905，电动滑块906，电动滑轨907，第九传动轮908，第二平齿轮909，第

三平齿轮9010，第一齿轮架9011，第四平齿轮9012，第五平齿轮9013，第一丝杆9014，轴承固

定套板9015，內纹滑块9016，压榨杵9017，第二网底压榨罐9018和第二F架9019；第三锥齿轮

901底端中部与第四锥齿轮902进行啮合；第四锥齿轮902底端中部与第一伸缩转轴903进行

转动连接；第一伸缩转轴903底端中部与第八传动轮904进行转动连接；第八传动轮904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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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顶端与平移板905相连接；第八传动轮904右侧与第九传动轮908进行传动连接，并且第九

传动轮908外表面顶端与平移板905相连接；第八传动轮904底端中部与第二平齿轮909进行

转动连接；平移板905右端与电动滑块906进行焊接；电动滑块906后端与电动滑轨907进行

滑动连接；第九传动轮908底端中部与第五平齿轮9013进行转动连接；第二平齿轮909右端

中部与第三平齿轮9010进行啮合；第三平齿轮9010顶端中部与第一齿轮架9011相连接；第

三平齿轮9010右端中部与第四平齿轮9012进行啮合，并且第四平齿轮9012顶端中部与第一

齿轮架9011相连接；第三平齿轮9010底端中部与第一丝杆9014进行转动连接；第一丝杆

9014外表面顶端与轴承固定套板9015进行转动连接；第一丝杆9014外表面中上部与內纹滑

块9016进行转动连接；內纹滑块9016底端与压榨杵9017相连接；压榨杵9017下方设置有第

二网底压榨罐9018；第二网底压榨罐9018右端与第二F架9019相连接；第二F架9019顶端与

右侧连接板5相连接；轴承固定套板9015右端与右侧连接板5相连接；第二网底压榨罐9018

左端与右侧连接板5相连接；第一齿轮架9011顶端与右侧连接板5相连接；电动滑轨907左端

与右侧连接板5相连接；第三锥齿轮901后端中部与右侧连接板5相连接；第四锥齿轮902外

表面底端与右侧连接板5相连接；第三锥齿轮901左下方与第五传动轮706相连接。

[0031] 其中，筛选摇晃机构604包括控制圆盘60401，第十传动轮60402，凸起圆柱60403，

中空联动杆60404，三角连接板60405，控制齿轮60406，第一齿轨60407，支点控制板60408，

限位滑轨60409和摇晃连接条60410；控制圆盘60401后端中部与第十传动轮60402进行转动

连接；控制圆盘60401前端中上部设置有凸起圆柱60403；凸起圆柱60403外表面与中空联动

杆60404进行套接；中空联动杆60404后端底部与三角连接板60405相连接；中空联动杆

60404前端底部与控制齿轮60406相连接；三角连接板60405后端与支点控制板60408相连

接；控制齿轮60406底端中部与第一齿轨60407进行啮合；第一齿轨60407底端外环与限位滑

轨60409进行滑动连接；第一齿轨60407底端中部与摇晃连接条60410进行焊接；摇晃连接条

60410左端和右端与筛选网通道603相连接；限位滑轨60409左端和右端与左龙门架2相连

接；支点控制板60408左端和右端与左龙门架2相连接；第十传动轮60402右侧与第一传动轮

606相连接；第十传动轮60402后端中部与左龙门架2相连接。

[0032] 其中，第一工作台803顶端右侧设置有圆形平底凹槽。

[0033] 其中，中空筒刀709内部为中空设计，并且其底端设置有环形锯齿。

[0034] 工作原理：在使用水果发酵苹果处理装置时，首先将水果发酵苹果处理装置固定

至稳定工作平面，然后将果核分离机构7接通至外部水循环系统，然后外接电源，手动打开

实时控制屏3，通过实时控制屏3控制装置运行，然后将事先准备好的苹果加入果实筛选机

构6内部，然后果实筛选机构6对苹果进行筛选，果实发育不良的较小的果实个体被分离，然

后合格的苹果进入果核分离机构7，果核分离机构7对苹果进行去核处理，即所有的果核被

分离去除，然后去除完成并清洗的苹果进入果肉破碎撕裂机构8，苹果被打碎，得到苹果碎

块，然后将苹果碎块加入果浆压榨机构9内部，进行果浆压榨，得到苹果果浆用来发酵，实现

了高效分离发育不良的果实个体，得到苹果成熟个体，并且精准快速分离苹果果核，将苹果

果肉快速破碎成块，进行充分压榨得到压榨果浆的效果。

[0035] 其中，果实筛选机构6包括进料筒601，第一滑轨板602，筛选网通道603，筛选摇晃

机构604，出料板605，第一传动轮606，第二传动轮607，传送机构608，第三传动轮609，第四

传动轮6010，电机6011和废果收集缸6012；进料筒601底端后侧与第一滑轨板602相连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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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滑轨板602底端与筛选网通道603进行滑动连接；筛选网通道603前上方与筛选摇晃机构

604相连接；筛选网通道603底端与出料板605相连接；筛选网通道603后下方设置有废果收

集缸6012；筛选摇晃机构604右侧与第一传动轮606进行传动连接；第一传动轮606下方与第

二传动轮607进行传动连接；第二传动轮607前端中部与传送机构608进行转动连接；传送机

构608后端左侧与第三传动轮609进行转动连接；第三传动轮609左下方与第四传动轮6010

进行传动连接；第四传动轮6010后端中部与电机6011进行转动连接；电机6011底端和左端

与左龙门架2相连接；传送机构608底端与梯形底座1相连接；废果收集缸6012左端底部和右

端底部与左龙门架2相连接；进料筒601外表面中部与左龙门架2相连接；筛选摇晃机构604

左端和右端与左龙门架2相连接；第二传动轮607右上方与果核分离机构7相连接；第二传动

轮607右下方与果肉破碎撕裂机构8相连接。

[0036] 首先通过进料筒601将事先准备好的苹果加入装置内部，然后通过实时控制屏3控

制接通电机6011转动，然后电机6011带动第四传动轮6010转动，然后第四传动轮6010右上

方通过皮带带动第三传动轮609转动，进而第三传动轮609带动传送机构608转动，然后传送

机构608带动第二传动轮607转动，然后第二传动轮607上方通过皮带带动第一传动轮606转

动，第一传动轮606左侧带动筛选摇晃机构604运动，筛选摇晃机构604带动筛选网通道603

实现左右晃动，然后直径较小的苹果从筛选网通道603网孔中漏出被废果收集缸6012收集，

然后其他合格的苹果由于重力从筛选网通道603滚下至出料板605然后来到传送机构608顶

端，实现了发育不良的苹果果实的分离。

[0037] 其中，果核分离机构7包括龙门板701，竖向滑槽板702，双面齿轨703，第一扇形齿

轮704，第十一传动轮705，第五传动轮706，第二扇形齿轮707，第一长齿轮708，中空筒刀

709，第一平齿轮7010，第一锥齿轮7011，第二锥齿轮7012，进水连接管7013和清洗喷头

7014；龙门板701前端中部与竖向滑槽板702进行焊接；竖向滑槽板702前端中部与双面齿轨

703进行滑动连接；双面齿轨703左端中部与第一扇形齿轮704进行啮合；双面齿轨703底端

中部与第一长齿轮708进行焊接；第一扇形齿轮704后端中部与第十一传动轮705进行转动

连接，并且第十一传动轮705后端中部与龙门板701相连接；第十一传动轮705右侧与第五传

动轮706进行传动连接，并且第五传动轮706后端中部与龙门板701相连接；第五传动轮706

前端中部与第二扇形齿轮707进行转动连接；第一长齿轮708底端与中空筒刀709进行焊接；

第一长齿轮708左端中下部与第一平齿轮7010进行啮合；第一平齿轮7010顶端中部与第一

锥齿轮7011进行转动连接；第一锥齿轮7011后端中部与第二锥齿轮7012进行啮合，并且第

二锥齿轮7012上方与第十一传动轮705相连接；第二锥齿轮7012右下方设置有进水连接管

7013；进水连接管7013底端与清洗喷头7014相连接；进水连接管7013外表面上侧与右侧连

接板5相连接；龙门板701左端和右端与中龙门架4相连接；第一平齿轮7010底端中部与中龙

门架4相连接；第十一传动轮705左下方与第二传动轮607相连接；第五传动轮706右上方与

果浆压榨机构9相连接。

[0038] 首先苹果被收集至果实收集桶802内部，然后首先通过进水连接管7013接通外部

水管，然后进水连接管7013底端通过清洗喷头7014将水喷出，使果实收集桶802内部的苹果

得到清洗，然后将苹果固定在第一工作台803顶端，即位于中空筒刀709正下方，然后首先第

二传动轮607右上方通过皮带带动第十一传动轮705转动，然后第十一传动轮705带动第一

扇形齿轮704转动，然后第一扇形齿轮704带动双面齿轨703向下运动，然后双面齿轨703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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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第一长齿轮708带动中空筒刀709向下运动，同时第十一传动轮705下方通过皮带带动第

二锥齿轮7012转动，然后第二锥齿轮7012底端中部带动第一锥齿轮7011转动，第一锥齿轮

7011底端中部带动第一平齿轮7010转动，然后第一平齿轮7010右端带动第一长齿轮708转

动，进而第一长齿轮708底端带动中空筒刀709转动，中空筒刀709在转动的同时向下运动，

中空筒刀709将苹果中心的果核部分从果核周围直接分开，待切割完成，这时第十一传动轮

705通过皮带带动第五传动轮706转动，进而带动第二扇形齿轮707转动，第五传动轮706，第

二扇形齿轮707带动双面齿轨703向上运动，即中空筒刀709上升恢复至原位置，准备进行下

一次切割操作，实现了果核与苹果果肉的分离。

[0039] 其中，果肉破碎撕裂机构8包括第一工作支撑板801，果实收集桶802，第一工作台

803，破碎舱804，第一后支撑块805，第一F架806，第一破碎轮807，第六传动轮808，第七传动

轮809，第二破碎轮8010和第一网底收集罐8011；第一工作支撑板801左部与果实收集桶802

进行套接；第一工作支撑板801顶端右侧与第一工作台803相连接；第一工作台803右下方设

置有破碎舱804；破碎舱804后端中下部与第一后支撑块805相连接；破碎舱804内左中部设

置有第一破碎轮807；第一后支撑块805左端与第一F架806相连接；第一破碎轮807后端中部

与第六传动轮808进行转动连接，并且第六传动轮808后端中部与破碎舱804相连接；第六传

动轮808右侧与第七传动轮809进行传动连接，并且第七传动轮809后端中部与破碎舱804相

连接；第七传动轮809前端中部与第二破碎轮8010进行转动连接；第二破碎轮8010下方设置

有第一网底收集罐8011，并且第一网底收集罐8011左端与第一F架806相连接；第六传动轮

808左上方与第二传动轮607相连接；第一网底收集罐8011右端与右侧连接板5相连接；第一

后支撑块805右端中部与右侧连接板5相连接。

[0040] 首先苹果进入果实收集桶802被收集，然后苹果被清洗喷头7014喷出的水清洗，然

后苹果清洗完成，将苹果固定在第一工作台803顶端右侧凹槽处，然后中空筒刀709将果核

切割，然后将去除果核的苹果加入至破碎舱804内部，然后第二传动轮607右下方通过皮带

带动第六传动轮808转动，然后第六传动轮808带动第一破碎轮807进行转动，同时第六传动

轮808右侧通过皮带带动第七传动轮809转动，进而第七传动轮809带动第二破碎轮8010转

动，然后第二破碎轮8010和第一破碎轮807同时转动，对苹果进行破碎，然后破碎完成的苹

果进入第一网底收集罐8011被收集，完成了苹果的破碎和清洗。

[0041] 其中，果浆压榨机构9包括第三锥齿轮901，第四锥齿轮902，第一伸缩转轴903，第

八传动轮904，平移板905，电动滑块906，电动滑轨907，第九传动轮908，第二平齿轮909，第

三平齿轮9010，第一齿轮架9011，第四平齿轮9012，第五平齿轮9013，第一丝杆9014，轴承固

定套板9015，內纹滑块9016，压榨杵9017，第二网底压榨罐9018和第二F架9019；第三锥齿轮

901底端中部与第四锥齿轮902进行啮合；第四锥齿轮902底端中部与第一伸缩转轴903进行

转动连接；第一伸缩转轴903底端中部与第八传动轮904进行转动连接；第八传动轮904外表

面顶端与平移板905相连接；第八传动轮904右侧与第九传动轮908进行传动连接，并且第九

传动轮908外表面顶端与平移板905相连接；第八传动轮904底端中部与第二平齿轮909进行

转动连接；平移板905右端与电动滑块906进行焊接；电动滑块906后端与电动滑轨907进行

滑动连接；第九传动轮908底端中部与第五平齿轮9013进行转动连接；第二平齿轮909右端

中部与第三平齿轮9010进行啮合；第三平齿轮9010顶端中部与第一齿轮架9011相连接；第

三平齿轮9010右端中部与第四平齿轮9012进行啮合，并且第四平齿轮9012顶端中部与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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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架9011相连接；第三平齿轮9010底端中部与第一丝杆9014进行转动连接；第一丝杆

9014外表面顶端与轴承固定套板9015进行转动连接；第一丝杆9014外表面中上部与內纹滑

块9016进行转动连接；內纹滑块9016底端与压榨杵9017相连接；压榨杵9017下方设置有第

二网底压榨罐9018；第二网底压榨罐9018右端与第二F架9019相连接；第二F架9019顶端与

右侧连接板5相连接；轴承固定套板9015右端与右侧连接板5相连接；第二网底压榨罐9018

左端与右侧连接板5相连接；第一齿轮架9011顶端与右侧连接板5相连接；电动滑轨907左端

与右侧连接板5相连接；第三锥齿轮901后端中部与右侧连接板5相连接；第四锥齿轮902外

表面底端与右侧连接板5相连接；第三锥齿轮901左下方与第五传动轮706相连接。

[0042] 清洗破碎得到的苹果果肉碎块加入第二网底压榨罐9018内部，然后第五传动轮

706右上方通过皮带带动第三锥齿轮901转动，然后第三锥齿轮901底端中部带动第四锥齿

轮902转动，第四锥齿轮902底端通过带动第一伸缩转轴903转动，进而第一伸缩转轴903带

动第八传动轮904转动，然后第八传动轮904右侧通过皮带带动第九传动轮908转动，同时第

八传动轮904底端带动第二平齿轮909转动，然后第二平齿轮909右端带动与之啮合的第三

平齿轮9010转动，然后第三平齿轮9010底端带动第五平齿轮9013转动，然后第五平齿轮

9013在转动作用下內纹滑块9016内部螺纹作用，內纹滑块9016带动压榨杵9017向下运动，

即对第二网底压榨罐9018内部的苹果块进行压榨，果浆果汁从第二网底压榨罐9018底端网

格漏出被收集，待压榨完成，通过控制电动滑轨907通过带动电动滑块906，即电动滑块906

带动平移板905向上运动，然后平移板905带动第八传动轮904，第二平齿轮909，第九传动轮

908和第五平齿轮9013向上运动，然后第二平齿轮909脱离与第三平齿轮9010的啮合状态，

同时第五平齿轮9013左端运动至与第四平齿轮9012啮合的位置，然后第五平齿轮9013通过

带动第四平齿轮9012转动，进而带动第三平齿轮9010进行反转，然后第三平齿轮9010底端

带动第一丝杆9014进行反转，然后压榨杵9017恢复至原位置，进行下一次压榨，完成了苹果

块的压榨。

[0043] 其中，筛选摇晃机构604包括控制圆盘60401，第十传动轮60402，凸起圆柱60403，

中空联动杆60404，三角连接板60405，控制齿轮60406，第一齿轨60407，支点控制板60408，

限位滑轨60409和摇晃连接条60410；控制圆盘60401后端中部与第十传动轮60402进行转动

连接；控制圆盘60401前端中上部设置有凸起圆柱60403；凸起圆柱60403外表面与中空联动

杆60404进行套接；中空联动杆60404后端底部与三角连接板60405相连接；中空联动杆

60404前端底部与控制齿轮60406相连接；三角连接板60405后端与支点控制板60408相连

接；控制齿轮60406底端中部与第一齿轨60407进行啮合；第一齿轨60407底端外环与限位滑

轨60409进行滑动连接；第一齿轨60407底端中部与摇晃连接条60410进行焊接；摇晃连接条

60410左端和右端与筛选网通道603相连接；限位滑轨60409左端和右端与左龙门架2相连

接；支点控制板60408左端和右端与左龙门架2相连接；第十传动轮60402右侧与第一传动轮

606相连接；第十传动轮60402后端中部与左龙门架2相连接。

[0044] 第一传动轮606左侧通过皮带带动第十传动轮60402转动，然后第十传动轮60402

通过凸起圆柱60403带动中空联动杆60404实现左右晃动，然后中空联动杆60404带动其底

端的控制齿轮60406实现左右运动，然后控制齿轮60406底端带动第一齿轨60407左右运动，

即第一齿轨60407底端通过带动摇晃连接条60410左右运动，进而摇晃连接条60410带动筛

选网通道603实现左右晃动，然后筛选网通道603顶端直径小的苹果从网孔漏出，完成了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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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筛选。

[0045] 其中，第一工作台803顶端右侧设置有圆形平底凹槽，以便于苹果可以固定至第一

工作台803顶端右侧的圆形平底凹槽，进行精准定位切割。

[0046] 其中，中空筒刀709内部为中空设计，并且其底端设置有环形锯齿，以便于可以一

次切割，完全分离果核与果肉的连接。

[0047] 虽然已经参照示例性实施方式详细描述了本公开，但是本公开不限于此，并且对

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显而易见的是，可在不脱离本公开的范围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各种修改和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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