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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荔枝清洗去壳去核榨汁一体化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荔枝清洗去壳去核榨

汁一体化装置，包括：机架、清洗箱、若干去核机

构、若干去壳机构和榨汁机构，所述清洗箱、若干

所述去核机构、若干所述去壳机构和所述榨汁机

构依次设置于所述机架上，通过此一体化装置对

荔枝进行去壳去核后进行榨汁，提高加工效率，

人工成本低，且适合批量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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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荔枝清洗去壳去核榨汁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清洗箱、去核机

构、去壳机构和榨汁机构，所述清洗箱、所述去核机构、所述去壳机构和所述榨汁机构依次

设置于所述机架上；

所述机架上设置有第一电机，所述第一电机与所述清洗箱转动连接，所述清洗箱的内

部具有第一空腔，且所述清洗箱的顶部具有一开口，所述清洗箱的内侧底部设置有第一搅

拌器，所述清洗箱的侧壁下方开设有一出水口，且所述清洗箱的内侧壁设置有第一隔网，所

述第一隔网盖设于所述出水口上，所述清洗箱的外侧壁设置有第一门体，所述第一门体活

动盖合所述出水口；

所述机架上设置有第二电机，且还设置一输送道，所述第二电机与所述输送道转动连

接，所述输送道的一端与所述清洗箱活动抵接，所述输送道设置有若干分级筛网，每一所述

分级筛网的网孔大小由上而下逐渐缩小，且每一所述分级筛网一侧均具有一通道，每一所

述通道的一端与一所述分级筛网连接，所述机架上还设置有果蒂切割器，所述果蒂切割器

包括传送链和若干剪切刀，所述传送链上均设置有若干放置座，且若干剪切刀均设置于一

转动轮上，所述转动轮与第三电机转动连接，且所述转动轮设置于所述传送链的一侧；

所述去核机构包括第一固定座、第一气缸、推杆、第一探测器和果核收集箱，所述第一

固定座设置于所述机架上，且所述第一固定座设置于所述传送链的一侧，所述第一探测器

设置于所述第一固定座上，所述第一气缸的一端与所述第一固定座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气

缸与所述推杆驱动连接，且所述推杆与所述放置座对应设置，所述推杆与所述果核收集箱

对应设置；

所述去壳机构包括第二固定座、第二气缸、顶杆、第二探测器和果肉传送道，所述第二

固定座设置于所述机架上，所述果肉传送道设置于所述第二固定座上，且所述第二固定座

设置于所述传送链的一侧，所述第二探测器设置于所述第二固定座上，所述第二气缸的一

端与所述第二固定座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气缸与所述顶杆驱动连接，且所述顶杆设置于所

述放置座的下方；

所述机架上设置有第三电机，所述第三电机与所述榨汁机构转动连接，所述榨汁机构

具有第二空腔，且所述榨汁机构的一侧壁开设有连通口，所述果肉传送道与一连通管的一

端连接，所述连通管的另一端与所述榨汁机构的连通口连通，所述榨汁机构的内侧底部设

置有第二搅拌器，且所述榨汁机构的一侧壁开设有出汁口，且所述榨汁机构的内侧壁设置

有第二隔网，所述第二隔网盖设于所述出汁口上，所述榨汁机构的外侧壁设置有第二门体，

所述第二门体活动盖合所述出汁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荔枝清洗去壳去核榨汁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搅

拌器具有若干搅拌叶片，若干所述搅拌叶片为硅胶搅拌叶片。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荔枝清洗去壳去核榨汁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每一所述分

级筛网的网孔截面形状为圆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荔枝清洗去壳去核榨汁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每一所述放

置座具有一通孔。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荔枝清洗去壳去核榨汁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推杆活

动穿设于对应设置的任一所述放置座的通孔内。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荔枝清洗去壳去核榨汁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果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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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箱与所述机架可拆卸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荔枝清洗去壳去核榨汁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果肉传

送道的一端开设有一花形孔，所述花形孔与一所述顶杆对应设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荔枝清洗去壳去核榨汁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四

电机，所述第四电机与所述第一搅拌器驱动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荔枝清洗去壳去核榨汁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五

电机，所述第五电机与所述第二搅拌器驱动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荔枝清洗去壳去核榨汁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残

渣收集箱，所述残渣收集箱设置于所述机架上，且所述残渣收集箱与所述榨汁机构间隔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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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荔枝清洗去壳去核榨汁一体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荔枝加工设备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荔枝清洗去壳去核榨汁一体

化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世界上最大的荔枝原产国及生产大国是中国，荔枝产量占到全世界的70％以上，

龙眼产量占到全世界的50％以上。荔枝是典型的季节性水果，特点是成熟期比较集中呈现

爆发式，而且保鲜期短，容易在其成熟期造成供过于求的现象，会打击果农的积极性，还会

对整个行业造成消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利用机械化加工设备将暂时多余的荔枝实现去

壳去核处理，然后榨成新鲜的荔枝汁，以缓解荔枝成熟期内滞销的情况。

[0003] 目前，常用人工对荔枝进行去壳去核后进行榨汁，加工效率低，且成本高，不适合

批量加工。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荔枝清洗去壳去核榨汁一

体化装置，包括：机架、清洗箱、去核机构、去壳机构和榨汁机构，所述清洗箱、所述去核机

构、所述去壳机构和所述榨汁机构依次设置于所述机架上；

[0005] 所述机架上设置有第一电机，所述第一电机与所述清洗箱转动连接，所述清洗箱

的内部具有第一空腔，且所述清洗箱的顶部具有一开口，所述清洗箱的内侧底部设置有第

一搅拌器，所述清洗箱的侧壁下方开设有一出水口，且所述清洗箱的内侧壁设置有第一隔

网，所述第一隔网盖设于所述出水口上，所述清洗箱的外侧壁设置有第一门体，所述第一门

体活动盖合所述出水口；

[0006] 所述机架上设置有第二电机，且还设置一输送道，所述第二电机与所述输送道转

动连接，所述输送道的一端与所述清洗箱活动抵接，所述输送道设置有若干分级筛网，每一

所述分级筛网的网孔大小由上而下逐渐缩小，且每一所述分级筛网一侧均具有一通道，每

一所述通道的一端与一所述分级筛网连接，所述机架上还设置有果蒂切割器，所述果蒂切

割器包括传送链和若干剪切刀，所述传送链上均设置有若干放置座，且若干剪切刀均设置

于一转动轮上，所述转动轮与第三电机转动连接，且所述转动轮设置于所述传送链的一侧；

[0007] 所述去核机构包括第一固定座、第一气缸、推杆、第一探测器和果核收集箱，所述

第一固定座设置于所述机架上，且所述第一固定座设置于所述传送链的一侧，所述第一探

测器设置于所述第一固定座上，所述第一气缸的一端与所述第一固定座固定连接，所述第

一气缸与所述推杆驱动连接，且所述推杆与所述放置座对应设置，所述推杆与所述果核收

集箱对应设置；

[0008] 所述去壳机构包括第二固定座、第二气缸、顶杆、第二探测器和果肉传送道，所述

第二固定座设置于所述机架上，所述果肉传送道设置于所述第二固定座上，且所述第二固

定座设置于所述传送链的一侧，所述第二探测器设置于所述第二固定座上，所述第二气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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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端与所述第二固定座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气缸与所述顶杆驱动连接，且所述顶杆设置

于所述放置座的下方；

[0009] 所述机架上设置有第三电机，所述第三电机与所述榨汁机构转动连接，所述榨汁

机构具有第二空腔，且所述榨汁机构的一侧壁开设有连通口，所述果肉传送道与一连通管

的一端连接，所述连通管的另一端与所述榨汁机构的连通口连通，所述榨汁机构的内侧底

部设置有第二搅拌器，且所述榨汁机构的一侧壁开设有出汁口，且所述榨汁机构的内侧壁

设置有第二隔网，所述第二隔网盖设于所述出汁口上，所述榨汁机构的外侧壁设置有第二

门体，所述第二门体活动盖合所述出汁口。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搅拌器具有若干搅拌叶片，若干所述搅拌叶片为硅胶搅拌叶

片。

[0011] 进一步地，每一所述分级筛网的网孔截面形状为圆形。

[0012] 进一步地，每一所述放置座具有一通孔。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推杆活动穿设于对应设置的任一所述放置座的通孔内。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果核收集箱与所述机架可拆卸连接。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果肉传送道的一端开设有一花形孔，所述花形孔与一所述顶杆对

应设置。

[0016] 进一步地，还包括第四电机，所述第四电机与所述第一搅拌器驱动连接。

[0017] 进一步地，还包括第五电机，所述第五电机与所述第二搅拌器驱动连接。

[0018] 进一步地，还包括残渣收集箱，所述残渣收集箱设置于所述机架上，且所述残渣收

集箱与所述榨汁机构间隔设置。

[0019]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此一体化装置还设置有控制器，荔枝从开口倒进清洗

箱内，并从开口向清洗箱内倒水，第一搅拌器对清洗箱内的荔枝和水进行搅拌，进而对荔枝

进行清洗，清洗完毕后，打开第一门体，水从清洗箱内流出，流至盛水箱内，控制第一电机，

带动清洗箱转动，既将多余的水排出，又将清洗干净后的荔枝从开口倒出，并倒至输送道

上，通过输送道对荔枝进行分级，然后不同级别的荔枝通过不同的通过向前输送，分级完毕

后，将不同级别的荔枝放至不同的放置座上，每一第六电机转动带动与之对应的传送链转

动，当放置座带着荔枝传送至剪切刀下方时，通过控制器控制夹子气缸，使得夹子气缸驱动

剪切刀对荔枝的果蒂进行剪切，剪切完毕后的荔枝通过传送链继续往前传送，当第一探测

器探测到放置座位于推杆的下方时，将信号发送至控制器，通过控制器控制第一气缸，使得

第一气缸向下驱动推杆，进而使得推杆将荔枝的果核往下推，由于放置座将荔枝卡住，因此

果核由于推杆的推动，从荔枝内往下掉落至果核收集箱中，去核后的荔枝继续随着传送链

往前传送，当第二探测器探测到荔枝位于顶杆的上方时，将信号发送至控制器，通过控制器

控制第二气缸，使得第二气缸驱动顶杆往上运动，且由于果肉输送道与传送至其下方的荔

枝抵接，每一所述果肉传送道的一端开设有一花形孔，每一所述花形孔与一所述顶杆对应

设置，当顶杆推动果肉时，由于荔枝的外壳被果肉传送道的底部挡住，且果肉与花形孔的位

置对应，因此顶杆能将果肉往上推出，使得果肉和外壳分离，且分离后的果肉沿着果肉传送

道传送至连通管，并通过连通管进入榨汁机构，第五电机驱动第二搅拌器转动，进而对果肉

进行搅拌榨汁，榨汁完毕后，打开第二门体，使得榨好的荔枝汁能从出液口流出，第三电机

转动带动榨汁机构转动，进而将剩余的荔枝汁倒出，且将榨汁完毕后的通过出渣口倒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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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此一体化装置对荔枝进行去壳去核后进行榨汁，提高加工效率，人工成本低，且适合批量

加工。

附图说明

[0020] 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但附图中的实施例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任何

限制。

[0021] 图1为一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荔枝清洗去壳去核榨汁一体化装置的一方向示意图；

[0022] 图2为一实施例提供的输送道的一方向剖视图；

[0023] 图3为一实施例提供的去核机构的一方向示意图；

[0024] 图4为一实施例提供的去壳机构的一方向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描述，

本实用新型不仅限于以下具体实施方式。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实用新型中

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组合。

[0026] 如图1至图4所示，一种荔枝清洗去壳去核榨汁一体化装置，包括：机架100、清洗箱

200、去核机构300、去壳机构400和榨汁机构500，所述清洗箱200、所述去核机构300、所述去

壳机构400和所述榨汁机构500依次设置于所述机架100上。

[0027] 所述机架100上设置有第一电机110，所述第一电机110与所述清洗箱200转动连

接，具体地，第一电机110的输出轴连接第一齿轮，清洗箱200的外侧壁设置第二齿轮，所述

第一齿轮与所述第二齿轮啮合，所述清洗箱200的内部具有第一空腔，且所述清洗箱200的

顶部具有一开口，所述清洗箱200的内侧底部设置有第一搅拌器，所述清洗箱200的侧壁下

方开设有一出水口，且所述清洗箱200的内侧壁设置有第一隔网，所述第一隔网盖设于所述

出水口上，所述清洗箱200的外侧壁设置有第一门体210，所述第一门体210活动盖合所述出

水口。具体地，所述机架100的下方具有一盛水箱，所述盛水箱用于盛装从清洗箱200内倒出

的水。进一步地，还包括第四电机，所述第四电机与所述第一搅拌器驱动连接。值得一提的

是，所述第一搅拌器具有若干搅拌叶片，若干所述搅拌叶片为硅胶搅拌叶片。

[0028] 所述机架100上设置有第二电机120，且还设置一输送道600，所述第二电机120与

所述输送道600转动连接，所述输送道600的一端与所述清洗箱200活动抵接，所述输送道

600设置有若干分级筛网610，每一所述分级筛网610的网孔大小由上而下逐渐缩小，且每一

所述分级筛网610一侧均具有一通道620，每一所述通道620的一端与一所述分级筛网610连

接，所述机架100上还设置有果蒂切割器，所述果蒂切割器包括传送链710和若干剪切刀

720，所述传送链710上均设置有若干放置座711，且若干剪切刀720均设置于一转动轮721

上，所述转动轮721与第三电机130转动连接，每一所述剪切刀720与一夹子气缸驱动连接，

每一所述传送链710与一第六电机传动连接，且所述转动轮721设置于所述传送链710的一

侧。

[0029] 所述去核机构300包括第一固定座310、第一气缸320、推杆330、第一探测器340和

果核收集箱，所述第一固定座310设置于所述机架100上，且所述第一固定座310设置于所述

传送链710的一侧，所述第一探测器340设置于所述第一固定座310上，所述第一气缸32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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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与所述第一固定座310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气缸320与所述推杆330驱动连接，且所述推

杆330与所述放置座711对应设置，所述推杆330与所述果核收集箱对应设置。进一步地，每

一所述推杆330活动穿设于对应设置的任一所述放置座711的通孔内。

[0030] 所述去壳机构400包括第二固定座410、第二气缸420、顶杆430、第二探测器440和

果肉传送道450，所述第二固定座410设置于所述机架100上，所述果肉传送道450设置于所

述第二固定座410上，且所述第二固定座410设置于所述传送链710的一侧，所述第二探测器

440设置于所述第二固定座410上，所述第二气缸420的一端与所述第二固定座410固定连

接，所述第二气缸420与所述顶杆430驱动连接，且所述顶杆430设置于所述放置座711的下

方。

[0031] 所述机架100上设置有第三电机130，所述第三电机130与所述榨汁机构500转动连

接，具体地，第三电机130的输出轴连接第三齿轮，榨汁机构500的外侧壁设置第四齿轮，所

述第三齿轮与所述第四齿轮啮合，所述榨汁机构500具有第二空腔，且所述榨汁机构500的

一侧壁开设有连通口，所述果肉传送道450与一连通管的一端连接，所述连通管的另一端与

所述榨汁机构500的连通口连通，所述榨汁机构500的内侧底部设置有第二搅拌器，且所述

榨汁机构500的一侧壁开设有出汁口，且所述榨汁机构500的内侧壁设置有第二隔网，所述

第二隔网盖设于所述出汁口上，所述榨汁机构500的外侧壁设置有第二门体510，所述第二

门体510活动盖合所述出汁口。具体地，还包括第五电机，所述第五电机与所述第二搅拌器

驱动连接。进一步地，所述榨汁机构500的顶部开设有一出渣口，所述出渣口用于将榨汁完

毕后的果肉倒出。

[0032] 具体地，还包括一控制器，所述第一探测器340、所述第二探测器440、若干所述夹

子气缸、所述第一气缸320、所述第二气缸420、所述第一电机110、所述第二电机120、所述第

三电机130、所述第四电机、所述第五电机和若干所述第六电机均与所述控制器电连接，通

过计算机编程，再将程序放至控制器内，使得控制器能控制各部件进行运作，进一步地，所

述第一电机110、所述第二电机120、所述第三电机130、所述第四电机、所述第五电机和若干

所述第六电机为步进电机，所述第一探测器340和所述第二探测器440为红外线探测器。

[0033] 具体地，将荔枝从开口倒进清洗箱200内，并从开口向清洗箱200内倒水，通过控制

器控制第四电机，第四电机带动第一搅拌器，使得第一搅拌器对清洗箱200内的荔枝和水进

行搅拌，进而对荔枝进行清洗，清洗完毕后，打开第一门体210，水从清洗箱200内流出，流至

盛水箱内，具体地，通过控制第一电机110，使得第一电机110的输出轴转动，进而带动清洗

箱200转动，既将多余的水排出，又将清洗干净后的荔枝从开口倒出，并倒至输送道600上，

具体地，输送道600具有多层，且每一层具有一分级筛网610，若干分级筛网610的网孔由上

而下逐渐变小，通过输送道600对荔枝进行分级，然后不同级别的荔枝通过不同的通过向前

输送，分级完毕后，将不同级别的荔枝放至不同的放置座711上，通过控制器控制若干第六

电机，使得每一第六电机转动带动与之对应的传送链710转动，当放置座711带着荔枝传送

至剪切刀720下方时，通过控制器控制夹子气缸，使得夹子气缸驱动剪切刀720对荔枝的果

蒂进行剪切，且剪切后的果蒂位于剪切刀720上，通过第三电机130驱动转动轮721转动，将

带有果蒂的剪切刀720转离放置座711的上方，并重新转一剪切刀720位于放置座711的上

方，剪切完毕后的荔枝通过传送链710继续往前传送，当第一探测器340探测到放置座711位

于推杆330的下方时，将信号发送至控制器，通过控制器控制第一气缸320，使得第一气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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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向下驱动推杆330，进而使得推杆330将荔枝的果核往下推，由于放置座711将荔枝卡住，

因此果核由于推杆330的推动，从荔枝内往下掉落至果核收集箱中，然后第一气缸320驱动

推杆330往上移动，将推杆330从荔枝内抽离，去核后的荔枝继续随着传送链710往前传送，

当第二探测器440探测到荔枝位于顶杆430的上方时，将信号发送至控制器，通过控制器控

制第二气缸420，使得第二气缸420驱动顶杆430往上运动，且由于果肉输送道600与传送至

其下方的荔枝抵接，所述果肉传送道450的一端开设有一花形孔451，所述花形孔451与一所

述顶杆430对应设置，当顶杆430推动果肉时，由于荔枝的外壳被果肉传送道450的底部挡

住，且果肉与花形孔451的位置对应，因此顶杆430能将果肉往上推出，使得果肉和外壳分

离，且分离后的果肉沿着果肉传送道450传送至连通管，并通过连通管进入榨汁机构500，通

过控制器控制第五电机，使得第五电机驱动第二搅拌器转动，进而对果肉进行搅拌榨汁，榨

汁完毕后，打开第二门体510，使得榨好的荔枝汁能从出液口流出，通过控制器控制第三电

机130，使得第三电机130转动带动榨汁机构500转动，进而将剩余的荔枝汁倒出，且将榨汁

完毕后的通过出渣口倒出。通过此一体化装置对荔枝进行去壳去核后进行榨汁，提高加工

效率，人工成本低，且适合批量加工。

[0034] 在一个实施例中，每一所述分级筛网610的网孔截面形状为圆形。且每一所述放置

座711具有一通孔。

[0035]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果核收集箱与所述机架100可拆卸连接。

[0036] 在一个实施例中，还包括残渣收集箱，所述残渣收集箱设置于所述机架100上，且

所述残渣收集箱与所述榨汁机构500间隔设置。

[0037] 综上所述，上述实施方式并非是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性实施方式，凡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在本实用新型的实质内容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修饰或者等效变形，均在本实用新型的技

术范畴。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209268686 U

8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9

CN 209268686 U

9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10

CN 209268686 U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