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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气力机械组合式藜蒿脱

叶机，包括机架、分离滚筒总成、脱叶辊总成、吹

风辅助分离系统及风机；脱叶辊总成包括转轴、

安装在转轴一端的第二链轮、套置在转轴上且与

转轴同轴转动的脱叶辊；分离滚筒总成包括分离

滚筒、芯轴、端盖、套置在芯轴另一端且安装在分

离滚筒另一端的第一链轮及阵列分布在分离滚

筒上的通气孔，以及焊接在芯轴外缘面上的两块

气室分隔板；两块气室分隔板将芯轴、端盖和分

离滚筒围合形成的腔室分割成正压腔室和负压

腔室。可以完成对藜蒿的去叶操作，降低操作人

员的劳动强度，通过茎叶分离后进行去叶，可以

减少纯机械作业对藜蒿茎秆的损伤，提高了生产

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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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气力机械组合式藜蒿脱叶机，包括机架(6)、分离滚筒总成(3)、脱叶辊总成(4)、

吹风辅助分离系统(5)及风机(7)；所述分离滚筒总成(3)安装在机架(6)中层前方，所述脱

叶辊总成(4)安装在机架(6)中层且位于分离滚筒总成(3)的后方，所述风机(7)安装在机架

(6)下层的固定板(12)上；其特征在于：所述脱叶辊总成(4)包括转轴(26)、安装在转轴(26)

一端的第二链轮(30)、套置在转轴(26)上且与转轴(26)同轴转动的脱叶辊(28)；

所述分离滚筒总成(3)包括分离滚筒(24)、纵向贯穿分离滚筒(24)且与分离滚筒(24)

同轴布置的芯轴(21)、套接在芯轴(21)一端且与分离滚筒(24)一端轴承连接的端盖(20)、

套置在芯轴(21)另一端且安装在分离滚筒(24)另一端的第一链轮(25)及阵列分布在分离

滚筒(24)上的通气孔，以及焊接在芯轴(21)外缘面上的两块气室分隔板(22)；每块气室分

隔板(22)的一侧面焊接在芯轴(21)的外缘面上、每块气室分隔板(22)的另一侧面抵在分离

滚筒(24)的内壁上，两块气室分隔板(22)将芯轴(21)、端盖(20)和分离滚筒(24)围合形成

的腔室分割成正压腔室和负压腔室；

所述吹风辅助分离系统(5)包括正压分输气管(8)、正压分气管接头(9)、正压总输气管

(10)、扇型喷嘴(18)、负压分输气管(35)、负压总输气管(36)及负压分气管接头(11)，正压

总输气管(10)的进气端与风机(7)的正压口连接，正压分气管接头(9)的进气端与正压总输

气管(10)的出气端相连，正压分气管接头(9)的出气端与正压分输气管(8)的进气端相连，

除去一个正压分输气管(8)外其它每个正压分输气管(8)的出气端均连一个扇型喷嘴(18)，

剩余的一个正压分输气管(8)出气端与分离滚筒(24)的正压腔室相连，分离滚筒(24)的负

压腔室通过负压分输气管(35)与负压分气管接头连接(11)，负压分气管接头(11)通过负压

总输气管(36)与风机(7)的负压口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气力机械组合式藜蒿脱叶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位于分离滚筒

总成(3)正下方的罩壳(2)，所述罩壳(2)包括下罩壳(31)、位于下罩壳顶部的上罩壳(32)及

导流通道，导流通道包括倾斜安装在下罩壳(31)内侧面的残叶引导板(34)、位于残叶引导

板(34)内侧的内罩壳(33)及位于残叶引导板(34)外侧的外罩壳(37)。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气力机械组合式藜蒿脱叶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链轮(25)通

过链条与第一电机(1)上的第三链轮(15)连接，所述第二链轮(30)以紧定螺钉轴向固定在

转轴(26)上，并通过链条与第二电机(13)上的第四链轮(38)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气力机械组合式藜蒿脱叶机，其特征在于：每块所述气室分隔板

(22)的另一侧面通过橡胶片(23)抵在分离滚筒(24)的内壁上，每块气室分隔板(22)的一端

面与端盖内表面密封、每块气室分隔板(22)的另一端面与分离滚筒(24)的内端面密封，且

正压腔室的圆心角为60°～150°，负压腔室的圆心角为210°～30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气力机械组合式藜蒿脱叶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脱叶辊总成(4)

还包括用于保护脱叶辊(28)且位于脱叶辊(28)上方的保护罩，所述保护罩包括保护板(27)

及安装在保护板(27)上的至少两个调节支座(29)，每个调节支座(29)的底部安装板通过螺

栓与保护板(27)的导向安装孔连接固定，每个调节支座(29)的竖直安装板通过螺栓与机架

(6)上层顶板下表面竖梁的竖向导向安装孔连接固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气力机械组合式藜蒿脱叶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分离滚筒总成

(3)的芯轴(21)两端均安装在机架(6)中层横梁上的支座(16)上，支座(16)通过螺栓与机架

(6)中层横梁的纵向导向安装槽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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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气力机械组合式藜蒿脱叶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转轴(26)的两端

通过轴承与机架(6)上层一对支撑杆上的轴承座(17)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气力机械组合式藜蒿脱叶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扇型喷嘴(18)展

开角度45°～70°，每个扇型喷嘴(18)安装在机架(6)上层顶部的调节板(19)上，调节板(19)

通过螺栓与机架(6)上层端梁上的纵向导向安装孔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气力机械组合式藜蒿脱叶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下罩壳(31)和上

罩壳(32)均固定在机架(6)上，外罩壳(37)固定在机架(6)支撑腿的固定座(14)上；所述转

轴(26)的一端穿过上罩壳(32)后与第二链轮(30)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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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力机械组合式藜蒿脱叶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业机械中的脱叶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气力机械组合式藜蒿脱叶

机。

背景技术

[0002] 藜蒿主要食用其地上嫩茎叶，其口感脆嫩、舒爽可口、味道鲜美，且藜蒿富含多种

营养物质与微量元素，颇受人们喜爱，藜蒿也逐渐成为一种热门蔬菜，具有良好的经济价

值。近年来湖北地区出现了许多藜蒿种植基地，且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但是，由于藜蒿茎秆

形态不规则且易破损，机械脱叶难度较大，因此目前藜蒿去叶装置十分稀少且效果较差。藜

蒿去叶操作只能人工完成。

[0003] 但是纯手工劳作效率低下、成本较高，不适应当前市场化经济发展，并且藜蒿收获

的季节性很强，加之农村劳动力不断减少，难以满足藜蒿的生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上述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能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茎秆破

损的气力机械组合式藜蒿脱叶机。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设计的气力机械组合式藜蒿脱叶机，包括机架、分离滚

筒总成、脱叶辊总成、吹风辅助分离系统及风机；所述分离滚筒总成安装在机架中层前方，

所述脱叶辊总成安装在机架中层且位于分离滚筒总成的后方，所述风机安装在机架下层的

固定板上；所述脱叶辊总成包括转轴、安装在转轴一端的第二链轮、套置在转轴上且与转轴

同轴转动的脱叶辊；

[0006] 所述分离滚筒总成包括分离滚筒、纵向贯穿分离滚筒且与分离滚筒同轴布置的芯

轴、套接在芯轴一端且与分离滚筒一端轴承连接的端盖、套置在芯轴另一端且安装在分离

滚筒另一端的第一链轮及阵列分布在分离滚筒上的通气孔，以及焊接在芯轴外缘面上的两

块气室分隔板；每块气室分隔板的一侧面焊接在芯轴的外缘面上、每块气室分隔板的另一

侧面抵在分离滚筒的内壁上，两块气室分隔板将芯轴、端盖和分离滚筒围合形成的腔室分

割成正压腔室和负压腔室。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吹风辅助分离系统包括正压分输气管、正压分气管接头、正压总输

气管、扇型喷嘴、负压分输气管、负压总输气管及负压分气管接头，正压总输气管的进气端

与风机的正压口连接，正压分气管接头的进气端与正压总输气管的出气端相连，正压分气

管接头的出气端与正压分输气管的进气端相连，除去一个正压分输气管外其它每个正压分

输气管的出气端均连一个扇型喷嘴，剩余的一个正压分输气管出气端与分离滚筒的正压腔

室相连，分离滚筒的负压腔室通过负压分输气管与负压分气管接头连接，负压分气管接头

通过负压总输气管与风机的负压口相连。

[0008] 进一步地，还包括位于分离滚筒总成正下方的罩壳，所述罩壳包括下罩壳、位于下

罩壳顶部的上罩壳及导流通道，导流通道包括倾斜安装在下罩壳内侧面的残叶引导板、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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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残叶引导板内侧的内罩壳及位于残叶引导板外侧的外罩壳。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链轮通过链条与第一电机上的第三链轮连接，所述第二链轮

以紧定螺钉轴向固定在转轴上，并通过链条与第二电机上的第四链轮连接。

[0010] 进一步地，每块所述气室分隔板的另一侧面通过橡胶片抵在分离滚筒的内壁上，

每块气室分隔板的一端面与端盖内表面密封、每块气室分隔板的另一端面与分离滚筒的内

端面密封，且正压腔室的圆心角为60°～150°，负压腔室的圆心角为210°～300°。

[0011] 进一步地，所述脱叶辊总成还包括用于保护脱叶辊且位于脱叶辊上方的保护罩，

所述保护罩包括保护板及安装在保护板上的至少两个调节支座，每个调节支座的底部安装

板通过螺栓与保护板的导向安装孔连接固定，每个调节支座的竖直安装板通过螺栓与机架

上层顶板下表面竖梁的竖向导向安装孔连接固定。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分离滚筒总成的芯轴两端均安装在机架中层横梁上的支座上，支

座通过螺栓与机架中层横梁的纵向导向安装槽相连。

[0013] 进一步地，所述转轴的两端通过轴承与机架上层一对支撑杆上的轴承座连接。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扇形喷嘴展开角度45°～70°，每个扇型喷嘴安装在机架上层顶部

的调节板上，调节板通过螺栓与机架上层端梁上的纵向导向安装孔连接。

[0015] 进一步地，所述下罩壳和上罩壳均固定在机架上，外罩壳固定在机架支撑腿的固

定座上；所述转轴的一端穿过上罩壳后与第二链轮相连。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气力机械组合式藜蒿脱叶机可以

完成对藜蒿的去叶操作，降低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通过茎叶分离后进行去叶，可以减少纯

机械作业对藜蒿茎秆的损伤，去叶合格率为90％，加工效率为60～70根/min，而人工去叶效

率约为30～35根/min，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气力机械组合式藜蒿脱叶机整机示意图；

[0018] 图2为图1中吹风辅助分离系统布局示意图；

[0019] 图3为图1中脱叶辊总成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图1中分离滚筒总成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图1中罩壳结构示意图。

[0022] 其中：电机1、罩壳2、分离滚筒总成3、脱叶辊总成4、吹风辅助分离系统5、机架6、风

机7、正压分输气管8、正压分气管接头9、正压总输气管10、负压分气管接头11、固定板12、第

二电机13、固定座14、第三链轮15、支座16、轴承座17、扇型喷嘴18、调节19、端盖20、芯轴21、

气室分隔板22、橡胶片23、分离滚筒24、第一链轮25、转轴26、保护板27、脱叶辊28、调节支座

29、第二链轮30、下罩壳31、上罩壳32、内罩壳33、残叶引导板34、负压分输气管35、负压总输

气管36、外罩壳37、第四链轮38。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以便本领域技术人员理

解。

[0024] 如图1所示气力机械组合式藜蒿脱叶机，包括机架6、第一电机1、第二电机13、罩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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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离滚筒总成3、脱叶辊总成4、吹风辅助分离系统5及风机7。分离滚筒总成3安装在机架6

中层前方，脱叶辊总成4安装在机架6中层且位于分离滚筒总成3的后方，第一电机1和第二

电机13均通过螺栓安装在机架6下层的固定板12上，风机7安装在机架6下层的固定板12上

且位于第二电机的后方，罩壳2位于分离滚筒总成3的正下方。

[0025] 结合图4所示，分离滚筒总成3包括分离滚筒24、纵向贯穿分离滚筒24且与分离滚

筒24同轴布置的芯轴21、套接在芯轴21一端且与分离滚筒24一端轴承连接的端盖20、套置

在芯轴21另一端且通过螺栓安装在分离滚筒24另一端的第一链轮25及阵列分布在分离滚

筒24上的通气孔，以及焊接在芯轴21外缘面上的两块气室分隔板22，第一链轮25通过链条

与第一电机1上的第三链轮15连接。每块气室分隔板22的一侧面焊接在芯轴21的外缘面上、

每块气室分隔板22的另一侧面通过橡胶片23抵在分离滚筒24的内壁上，同时，每块气室分

隔板22的一端面与端盖内表面密封、每块气室分隔板22的另一端面与分离滚筒24的内端面

密封，两块气室分隔板22将芯轴21、端盖20和分离滚筒24围合形成的腔室分割成正压腔室

和负压腔室，且正压腔室的圆心角为60°～150°，负压腔室的圆心角为210°～300°。分离滚

筒总成3的芯轴21两端均安装在机架6中层横梁上的支座16上，支座16通过螺栓与机架6中

层横梁的纵向导向安装槽相连，使得调节分离滚筒总成3在机架6上的位置。本实施例中，分

离滚筒24的通气孔采用圆柱形孔，加工便利，通气效果好，对藜蒿叶片损伤小，有利于藜蒿

叶片的吸附。

[0026] 结合图3所示，脱叶辊总成4包括转轴26、通过键安装在转轴26一端的第二链轮30、

套置在转轴26上且与转轴26同轴转动的脱叶辊28及用于保护脱叶辊28且位于脱叶辊28上

方的保护罩。转轴26的两端通过轴承与机架6上层一对支撑杆上的轴承座17连接(即转轴26

的一端通过轴承与机架6上层一侧支撑杆上的轴承座17连接，同理，转轴26的另一端通过轴

承与机架6上层另一侧支撑杆上的轴承座17连接)；第二链轮30以紧定螺钉轴向固定在转轴

26上，并通过链条与第二电机13上的第四链轮38连接。保护罩包括保护板27及安装在保护

板27上的至少两个调节支座29，每个调节支座29的底部安装板通过螺栓与保护板27的导向

安装孔连接固定，从而调节调节支座29在保护板27上的水平位置；每个调节支座29的竖直

安装板通过螺栓与机架6上层顶板下表面竖梁的竖向导向安装孔连接固定，从而调节调节

支座29在机架6上的高度位置。

[0027] 结合图2所示，吹风辅助分离系统5包括正压分输气管8、正压分气管接头9、正压总

输气管10、扇型喷嘴18、负压分输气管35、负压总输气管36及负压分气管接头11，正压总输

气管10的进气端与风机7的正压口连接，正压分气管接头9的进气端与正压总输气管10的出

气端相连，正压分气管接头9的出气端与正压分输气管8的进气端相连，除去一个正压分输

气管8外其它每个正压分输气管8的出气端均连一个扇型喷嘴18，每个扇型喷嘴18安装在机

架6上层顶部的调节板19上，调节板19通过螺栓与机架6上层端梁上的纵向导向安装孔连

接。剩余的一个正压分输气管8出气端与分离滚筒24的正压腔室相连，分离滚筒24的负压腔

室通过负压分输气管35与负压分气管接头连接11，负压分气管接头11通过负压总输气管36

与风机7的负压口相连。

[0028] 本实施例中，扇形喷嘴18展开角度45°～70°(优选60°)，选用3个扇形喷嘴，喷嘴气

流可以覆盖整个分离滚筒长度。风机选用1～1.5kw(优选1.1kw)漩涡风机，最大风压24kPa，

经输气管和转接头分散，单个扇型喷嘴最大风压5kPa，藜蒿喂入时在正压风作用下，因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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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柔软，被吹至分离滚筒。

[0029] 结合图5所示，罩壳2包括下罩壳31、位于下罩壳顶部的上罩壳32及导流通道，导流

通道包括倾斜安装在下罩壳31内侧面的残叶引导板34、位于残叶引导板34内侧的内罩壳33

及位于残叶引导板34外侧的外罩壳37，下罩壳31和上罩壳32均固定在机架6上，外罩壳37通

过螺栓固定在机架6支撑腿的固定座14上；转轴26的一端穿过上罩壳32后与第二链轮30相

连。

[0030] 第一电机1通过链传动将动力传递给第一链轮25，带动分离滚筒24转动，第二电机

通过链传动将动力传递给第二链轮30，带动脱叶辊28转动，风机7正压通过正压总输气管

10、正压分气管接头9、正压分输气管8、将气压分别传递给分离滚筒总成3的正压腔室和扇

型喷嘴18，风机8负压通过负压总输气管36、负压分气管接头11、负压分输气管35将气压传

递给分离滚筒总成3的负压腔室，操作工手持藜蒿上端，将带叶藜蒿杆伸入分离滚筒24上方

的喂入区时，扇型喷嘴18的正压风将柔软的藜蒿叶吹送至分离滚筒24表面，分离滚筒24上

的通气孔的负压紧紧吸附住藜蒿叶，带动藜蒿叶转动至脱叶辊28，在分离滚筒24和脱叶辊

28的夹持拉扯作用下将藜蒿叶去除。去除的藜蒿叶随分离滚筒24继续转至正压腔室，在正

压作用下将残叶吹落至残叶引导板34上，由排杂口排出。

[0031] 本发明气力机械组合式藜蒿脱叶机可以完成对藜蒿的去叶操作，降低操作人员的

劳动强度，通过茎叶分离后进行去叶，可以减少纯机械作业对藜蒿茎秆的损伤，去叶合格率

为90％，加工效率为60～70根/min，而人工去叶效率约为30～35根/min，提高了生产效率、

降低了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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