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0323202.3

(22)申请日 2018.03.09

(73)专利权人 哈尔滨工程北米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150001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通大街

258号船舶大厦1408室

(72)发明人 李冰　

(51)Int.Cl.

B02B 3/10(2006.01)

B02B 7/00(2006.01)

B02B 7/02(2006.01)

B02B 1/04(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大米米粒柔性除糠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大米米粒柔性除糠

装置，包括刷米机构，支架；所述刷米机构位于支

架上方，所述支架顶面连接台面，所述台面顶面

连接刷米机构，所述刷米机构一侧面上设有带轮

护罩，另一侧面上设有水气装置；所述刷米机构

包括进刷米室壳体，所述刷米室壳体顶部设有进

料斗，刷米室壳体底部设有出料斗；所述刷米室

壳体设内设有多个刷糠机构，所述刷糠机构顶部

连接进料斗，底部连接出料斗。本实用新型中，刷

米室壳体侧面上的水气装置能够良好的为刷米

机构内提供雾化水和气，降低成本和电器功率的

同时，能够提升设备的整体工作效率。本实用新

型具有有效清除米糠，降低成本，减少能源利用，

节能环保，防止过多抛光糙米，增加糙米留胚率，

降低碎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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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米米粒柔性除糠装置，包括刷米机构，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刷米机构位于

支架上方，所述支架顶面连接台面，所述台面顶面连接刷米机构，所述刷米机构一侧面上设

有带轮护罩，另一侧面上设有水气装置；所述刷米机构包括进刷米室壳体，所述刷米室壳体

顶部设有进料斗，刷米室壳体底部设有出料斗，所述出料斗穿过台面延伸至台面下方；所述

刷米室壳体设内设有多个刷糠机构，所述刷糠机构从上至下依次排布在刷米室内部，所述

刷糠机构之间通过下料通道连接；所述最上方的刷糠机构顶面连接进料斗，最下方的刷糠

机构连接出米通道；所述进料斗和最上方的刷糠机构之间通过进料通道连接，所述出米通

道连接出料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米米粒柔性除糠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刷糠机构包括

筛桶，滚刷；所述滚刷设置在筛桶内部，滚刷的两端通过同心轴连接至筛桶的两端，并延伸

至筛桶和刷米室壳体外侧；同心轴的一端上设有带轮，另一端上设有进气管；所述进气管延

伸至筛桶内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米米粒柔性除糠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气装置包括

水气装置外壳，多个风机，水气室；所述多个风机分别对应进气管，所述风机分别通过吸风

管连接水气室；所述水气室内设有雾化器和水箱，所述水气室外侧上设有进气口和进水口；

所述进水口连接水箱，所述水箱上连接雾化器；所述风机、雾化器均连接控制机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米米粒柔性除糠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台面上设有控

制机构和电机，所述控制机构内设有主控电路板和通讯装置，控制机构正面上设有控制按

钮；所述控制机构连接电机，所述电机通过皮带连接滚刷上同心轴的带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米米粒柔性除糠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刷米室壳体上

正面和背面对应刷米机构处设有刷米室观察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米米粒柔性除糠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出米通道为螺

旋式出米通道，螺旋式出米通道侧面上部处设有吸糠通道，另一侧面下部处设有震料器，震

料器连接控制机构。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大米米粒柔性除糠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筛桶上设有多

个腰孔，所述腰孔位于筛桶内壁的一侧呈倒角平滑面。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米米粒柔性除糠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刷米室壳体底

部设有出糠斗，所述出糠斗位于出料斗一侧，并穿过台面延伸至台面下方。

9.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大米米粒柔性除糠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气装置外壳

上设有水气装置观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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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米米粒柔性除糠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的是一种颗粒食品抛光装置，特别涉及到一种大米米粒柔性除糠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稻谷经脱壳后成为糙米，糙米去除绝大部分皮层和一部分胚后成为大米。大白米

米粒的表面还带有少量糠粉，影响大米的外观品质、储存性和制成的米饭的口感，所以需要

通过“抛光”工序去掉这部分糠粉。

[0003] 抛光是清洁米加工的关键工序之一，由于抛光可去除米粒表面的糠粉，适当的抛

光能使米粒表面淀粉胶质化，呈现一定的亮光。

[0004] 目前，流行的抛光是湿式抛光，也就是在抛光的过程中加入适量的水，这样可使胚

乳和留存在米上的少量米糠的结合力减弱，有利于彻底碾去米糠，提高米的光洁度和抛光

均匀度。着水量通常约为大米流量的0.2%～0.3%。合理地配置水量可以有效地去除糠粉，降

低米温，减少增碎。但是，在大米抛光过程中，大多数抛光设备均过分抛光大米，导致大米内

的营养成分流失严重，并造成浪费，所以，现在需要依靠能够有效清楚糙米表面米糠，并减

少糙米过分抛光的设备。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有效清除米糠，降低成本，减少能源利用，节

能环保，防止过多抛光糙米，增加糙米留胚率，降低碎米率等优点的一种大米米粒柔性除糠

装置。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7] 一种大米米粒柔性除糠装置，包括刷米机构，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刷米机构位

于支架上方，所述支架顶面连接台面，所述台面顶面连接刷米机构，所述刷米机构一侧面上

设有带轮护罩，另一侧面上设有水气装置；所述刷米机构包括进刷米室壳体，所述刷米室壳

体顶部设有进料斗，刷米室壳体底部设有出料斗，所述出料斗穿过台面延伸至台面下方；所

述刷米室壳体设内设有多个刷糠机构，所述刷糠机构从上至下依次排布在刷米室内部，所

述刷糠机构之间通过下料通道连接；所述最上方的刷糠机构顶面连接进料斗，最下方的刷

糠机构连接出米通道；所述进料斗和最上方的刷糠机构之间通过进料通道连接，所述出米

通道连接出料斗。

[0008] 所述刷糠机构包括筛桶，滚刷；所述滚刷设置在筛桶内部，滚刷的两端通过同心轴

连接至筛桶的两端，并延伸至筛桶和刷米室壳体外侧；同心轴的一端上设有带轮，另一端上

设有进气管；所述进气管延伸至筛桶内侧。

[0009] 所述水气装置包括水气装置外壳，多个风机，水气室；所述多个风机分别对应进气

管，所述风机分别通过吸风管连接水气室；所述水气室内设有雾化器和水箱，所述水气室外

侧上设有进气口和进水口；所述进水口连接水箱，所述水箱上连接雾化器；所述风机、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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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均连接控制机构。

[0010] 所述台面上设有控制机构和电机，所述控制机构内设有主控电路板和通讯装置，

控制机构正面上设有控制按钮；所述控制机构连接电机，所述电机通过皮带连接滚刷上同

心轴的带轮。

[0011] 所述刷米室壳体上正面和背面对应刷米机构处设有刷米室观察门。

[0012] 所述出米通道为螺旋式出米通道，螺旋式出米通道侧面上部处设有吸糠通道，另

一侧面下部处设有震料器，震料器连接控制机构。

[0013] 所述筛桶上设有多个腰孔，所述腰孔位于筛桶内壁的一侧呈倒角平滑面。

[0014] 所述刷米室壳体底部设有出糠斗，所述出糠斗位于出料斗一侧，并穿过台面延伸

至台面下方。

[0015] 所述水气装置外壳上设有水气装置观察门。

[0016]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本实用新型中，物料通过进料斗、进料通道进入到刷糠机

构内，刷糠机构中通过滚刷和筛桶之间的配合，良好的将物料表面的糠粉刷掉，并通过筛桶

上的腰孔将糠粉排出；糠粉分散在刷米室内部，而刷米室底部的出糠斗处连接风机，将刷米

室内的糠粉均抽出；而经过多层刷糠机构的大米，经过出米通道排出至出料斗外侧。

[0017] 本实用新型中，刷米室壳体侧面上的水气装置能够良好的为刷米机构内提供雾化

水和气，降低成本和电器功率的同时，能够提升设备的整体工作效率。

[0018]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具有有效清除米糠，降低成本，减少能源利

用，节能环保，防止过多抛光糙米，增加糙米留胚率，降低碎米率等优点。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主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后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水气装置透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刷米室主视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带轮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筛桶中腰孔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1-刷米室壳体，2-刷米室观察门，3-出料斗，4-出糠斗，5-支架，6-台面，7-控

制机构，8-水气装置观察门，9-水气装置外壳，10-进料斗，11-电机，12-带轮护罩，13-进水

口，14-进气口，15-接轴室壳体，16-风机，17-吸风管，18-水气室，19-进料通道，20-滚刷，

21-筛桶，22-出米通道，23-震料器，24-吸糠通道，25-下料通道，26-中速带轮，27-快速带

轮，28-慢速带轮，

[0026] 29-电机带轮，30-腰孔，31-倒角平滑面。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举例对本实用新型做更详细地描述：

[0028] 实施例1

[0029] 一种大米米粒柔性除糠装置，包括刷米机构，支架5；其特征在于：所述刷米机构位

于支架5上方，所述支架5顶面连接台面6，所述台面6顶面连接刷米机构，所述刷米机构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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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设有带轮护罩12，另一侧面上设有水气装置；所述刷米机构包括进刷米室壳体1，所述

刷米室壳体1顶部设有进料斗10，刷米室壳体1底部设有出料斗3，所述出料斗3穿过台面6延

伸至台面6下方；所述刷米室壳体1设内设有多个刷糠机构，所述刷糠机构从上至下依次排

布在刷米室内部，所述刷糠机构之间通过下料通道25连接；所述最上方的刷糠机构顶面连

接进料斗10，最下方的刷糠机构连接出米通道22；所述进料斗10和最上方的刷糠机构之间

通过进料通道19连接，所述出米通道22连接出料斗3。

[0030] 所述刷糠机构包括筛桶21，滚刷20；所述滚刷20设置在筛桶21内部，滚刷20的两端

通过同心轴连接至筛桶21的两端，并延伸至筛桶21和刷米室壳体1外侧；同心轴的一端上设

有带轮，另一端上设有进气管；所述进气管延伸至筛桶21内侧。

[0031] 所述水气装置包括水气装置外壳9，多个风机16，水气室18；所述多个风机16分别

对应进气管，所述风机16分别通过吸风管17连接水气室18；所述水气室18内设有雾化器和

水箱，所述水气室18外侧上设有进气口14和进水口13；所述进水口13连接水箱，所述水箱上

连接雾化器；所述风机16、雾化器均连接控制机构7。

[0032] 所述台面6上设有控制机构7和电机11，所述控制机构7内设有主控电路板和通讯

装置，控制机构7正面上设有控制按钮；所述控制机构7连接电机11，所述电机11通过皮带连

接滚刷20上同心轴的带轮。

[0033] 所述刷米室壳体1上正面和背面对应刷米机构处设有刷米室观察门2。

[0034] 所述出米通道22为螺旋式出米通道22，螺旋式出米通道22侧面上部处设有吸糠通

道24，另一侧面下部处设有震料器23，震料器23连接控制机构7。

[0035] 所述筛桶21上设有多个腰孔30，所述腰孔30位于筛桶21内壁的一侧呈倒角平滑面

31。

[0036] 所述刷米室壳体1底部设有出糠斗4，所述出糠斗4位于出料斗3一侧，并穿过台面6

延伸至台面6下方。

[0037] 所述水气装置外壳9上设有水气装置观察门8。

[0038] 实施例2

[0039]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本实用新型中，物料通过进料斗10、进料通道19进入到刷

糠机构内，刷糠机构中通过滚刷20和筛桶21之间的配合，良好的将物料表面的糠粉刷掉，并

通过筛桶21上的腰孔30将糠粉排出；糠粉分散在刷米室内部，而刷米室底部的出糠斗4处连

接风机16，将刷米室内的糠粉均抽出；而经过多层刷糠机构的大米，经过出米通道22排出至

出料斗3外侧。

[0040] 本实用新型中，刷米室壳体1侧面上的水气装置能够良好的为刷米机构内提供雾

化水和气，降低成本和电器功率的同时，能够提升设备的整体工作效率。

[0041] 实施例3

[0042] 本实用新型中，如图5所示，电机带轮通过连接底部刷糠机构带轮而驱动其他刷糠

机构带轮，其他带轮之间通过皮带实现整体运转，而根据不同需求可调节刷糠机构外端的

带轮直径，从而调节各个刷糠机构内的滚刷20速度，使刷糠机构能够适应不同颗粒物的食

品，增加其加工物品多样性。

[0043] 实施例4

[0044] 本实用新型中，将出米通道22改正螺旋形出米通道22，在大米流出期间，利用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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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震料器23，将螺旋出米通道22内的大米进行最后一次清理，使仅剩的米糠和大米分离，并

通过吸糠通道24将米糠吸走，与其他米糠一起排出

[0045] 实施例5

[0046] 本实用新型中，通过不同直径的带轮之间相互带动，使一个电机11带动的多个滚

刷20具有一定的差速度，按照需求，可将最上方的滚刷20转动速度相对中速，使用中速带轮

26带动，适合大米刚进入时进行初级清理；当进入第二阶段时，第二滚刷20速度较快，使用

快速带轮27带动，对大米进行深度清理；当进入第三阶段时，第三滚刷20速度较慢，使用慢

速带轮28带动，对大米加工后进行最后清理，同时良好的保护大米，防止大米被过度清理。

[0047] 实施例6

[0048] 本实用新型中，采用更好的雾化器，使雾化效果更好，同时在三组滚刷20中均加入

水、气的进入，使除糠效果更好。

[0049] 实施例7

[0050] 本实用新型中，使筛孔内侧变成圆角，减少大米损伤。

[0051] 实施例8

[0052] 现有设备中，抽糠风机功率过大，大多用7.5KW，功耗过大；本实用新型只是利用其

抽糠，并将刷米机内部形成负压状态；本实用新型减少抽糠风机使用次数，只有在积糠的情

况下使用，从而减少了电能消耗，降低成本，增加了环保性。

[0053] 实施例9

[0054] 本实用新型中，同心轴连接风机16的一侧设有接轴室壳体15，用于保护滚刷20上

的同心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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