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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金针菇切削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金

针菇用旋转切割设备的工作方法，包括机身和切

削装置；切削装置位于机身中部；机身包括底板、

侧板、分隔板、一号支板、二号支板和三号支板，

切削装置包括下削装置和上削装置，下削装置包

括下转电机、下削转盘、下削转轴、下削曲柄、下

削电机和下削刀片；上削装置包括上转电机、上

削转盘、上削转轴、上削曲柄、上削电机和上削刀

片。本发明代替了人工对金针菇根部进行切除，

提高了金针菇切削效率，且弥补了对金针菇主体

进行切割领域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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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金针菇用旋转切割设备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于：金针菇用旋转切割设备包括

机身(1)和切削装置(2)；所述的切削装置(2)位于机身(1)中部，其中：

所述的机身(1)包括底板(11)、位于机身(1)最外侧的两侧板(12)、位于机身(1)中部的

分隔板(13)、与侧板(12)距离最近的一对一号支板(14)，与分隔板(13)距离最近的一对三

号支板(15)以及位于一号支板(14)与三号支板(15)之间的二号支板(16)；

所述侧板(12)包括下支板(121)、中支板(122)、上支板(123)和位于上支板(123)上部

的顶板(124)，所述下支板(121)与上支板(123)上均设置有滑移槽(125)，所述各滑移槽

(125)两侧均设置有一对滑移杆(126)，所述滑移杆(126)截面为燕尾形；

所述一号支板(14)中部均设置有圆弧形一号切割槽(141)，所述一号切割槽(141)圆心

位于一号支板(14)下方；

所述二号支板(16)与三号支板(15)中部均设置有圆弧形二号切割槽(151)，所述二号

切割槽(151)圆心位于二号支板(16)与三号支板(15)上方；

所述一对一号支板(14)一侧均竖直设置有阻隔板(142)；

所述的切削装置(2)包括下削装置(21)和上削装置(22)，所述的下削装置(21)包括下

转电机(211)、下削转盘(212)、下削转轴(213)、下削曲柄(214)、下削电机(215)和下削刀片

(216)；所述的下转电机(211)固定在机身(1)的底板(11)上，所述的下削转盘(212)与下转

电机(211)转轴相连接，所述下削转轴(213)安装在机身(1)的侧板(12)中下支板(121)的滑

移槽(125)内，所述的下削曲柄(214)顶部偏心铰接在下削转盘(212)上，下削曲柄(214)顶

部转动连接在下削转轴(213)中部，所述下削电机(215)滑动连接在侧板(12)的滑移杆

(126)上，且下削电机(215)主轴与下削转轴(213)相连接，所述下削刀片(216)有一对，一对

下削刀片(216)沿机身(1)对称固定在下削转轴(213)上，且下削刀片(216)与一号支板(14)

的一号切割槽(141)相贴合；

所述的上削装置(22)包括上转电机(221)、上削转盘(222)、上削转轴(223)、上削曲柄

(224)、上削电机(225)和上削刀片(226)；所述的上转电机(221)固定在机身(1)的顶板

(124)上，所述的上削转盘(222)与上转电机(221)转轴相连接，所述上削转轴(223)安装在

机身(1)的侧板(12)中上支板(123)的滑移槽(125)内，所述的上削曲柄(224)顶部偏心铰接

在上削转盘(222)上，上削曲柄(224)顶部转动连接在上削转轴(223)中部，所述上削电机

(225)滑动连接在侧板(12)的滑移杆(126)上，且上削电机(225)主轴与上削转轴(223)相连

接，所述上削刀片(226)有两对，两对上削刀片(226)沿机身(1)对称固定在上削转轴(223)

上，且上削刀片(226)与二号支板(16)及三号支板(15)的二号切割槽(151)相贴合；

所述下削刀片(216)位于最高点时，下削刀片(216)顶部位于一号支板(14)上端面上方

1.5-2cm处，所述上削刀片(226)位于最低点时，上削刀片(226)底部位于二号支板(16)及三

号支板(15)上端面下方1.5-2cm处;

当需要切割金针菇时，将金针菇运送到切削装置下方的机身1上：

切削金针菇根部：下转电机（211）转动带动下削转盘（212）转动，下削转盘（212）转动带

动下削曲柄（214）转动，进而带动下削转轴（213）在滑移槽（125）向上滑动到最高点处，且此

时下削电机（215）随下削转轴（213）一起向上滑动，在下削转轴（213）向上滑动的过程中，下

削电机（215）工作带动下削转轴（213）进行自转，此时，下削刀片（216）进入一号支板（14）的

一号切割槽（141）内，且下削刀片（216）随下削转轴（213（的转动而做旋转运动，此时，下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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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片（216）顶部位于一号支板（14）上端面上方1.5-2cm处，此时，金针菇从下削刀片(216)处

经过，金针菇根部被切除；

分段切割金针菇根部：工作时，上转电机(221)转动带动上削转盘(222)转动，上削转盘

(222)转动带动上削曲柄(224)转动，进而带动上削转轴(223)在滑移槽(125)向下滑动至最

低处，且上削电机(225)可随上削转轴(223)一起向下滑动，在上削转轴(223)向下滑动的过

程中，上削电机(225)工作带动上削转轴(223)进行自转，此时，上削刀片（226）进入二号支

板（16）与三号支板（15）的二号切割槽（151）内，且此时上削刀片（226）随上削转轴（223）的

转动而做旋转运动，此时，上削刀片（226）位于最低点时，上削刀片（226）底部位于二号支板

（16）及三号支板（15）上端面下方1.5-2cm处，当金针菇经过上削刀片（226）下方时，上削刀

片(226)向下运动进入二号切割槽(151)，此时，金针菇主体被分段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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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金针菇用旋转切割设备的工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金针菇切削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金针菇用旋转切割设备的工作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金针菇具有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和补脾益气、提高免疫力等保健作用，能有效地增

强机体的生理活性，促进体内新陈代谢，有利于食物中各种营养素的吸收和利用。由于金针

菇含锌量较高，有促进儿童智力发育和健脑的作用，因此，在日本等许多国家被誉为“益智

菇”或“增智菇”。经常食用金针菇，不仅可以预防和治疗肝脏病及胃、肠道溃疡，而且也适合

高血压患者、肥胖者和中老年人食用。

[0003] 但是，从培养带中取出的金针菇的根部容易腐烂、变质，且难以清洗，因而，金针菇

的根部不为人们食用，需要进行切除；市场上售卖的金针菇在包装前即将金针菇的根部切

除，以方便金针菇的包装与消费者的食用，目前金针菇根部切削大多采用人工切削或者采

用处理其他通用食品切割机进行处理。

[0004] 但是，现有技术中，没有针对金针菇根部之外的金针菇主体进行切削的设备，而当

金针菇主体切削之后，金针菇整体被细分，更容易入口。

[0005] 且现有手工切削金针菇的操作工作效率低，耗时耗力，不利于节约时间与成本，而

通用的食品切割机没有针对金针菇的特点设计，金针菇在切削过程中，容易松散，使得切削

后的根部不平整甚至没有削除，切削质量差。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弥补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金针菇用旋转切割设备，其弥补了

现有金针菇采用手工操作工作效率低且费时费力的特点，同时弥补了现有食品切割机切削

金针菇使得金针菇易松散的缺陷，同时，弥补了对金针菇主体进行切割领域的空白。

[0007]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金针菇用旋转切割设备：包括

机身和切削装置，所述的切削装置位于机身中部。

[0008] 所述的机身包括底板、位于机身最外侧的两侧板、位于机身中部的分隔板、与侧板

距离最近的一对一号支板，与分隔板距离最近的一对三号支板以及位于一号支板与三号支

板之间的二号支板。

[0009] 所述侧板包括下支板、中支板、上支板和位于上支板上部的顶板，所述下支板与上

支板上均设置有滑移槽，所述各滑移槽两侧均设置有一对滑移杆，所述滑移杆截面为燕尾

形，滑移杆的截面设计为燕尾形的作用是使得滑动更加稳定。

[0010] 所述一号支板中部均设置有圆弧形一号切割槽，所述一号切割槽圆心位于一号支

板下方。

[0011] 所述二号支板与三号支板中部均设置有圆弧形二号切割槽，所述二号切割槽圆心

位于二号支板与三号支板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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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所述一对一号支板一侧均竖直设置有阻隔板，所述阻隔板的作用是将一号支板左

右两侧分隔开，便于后续切削时金针菇根部与金针菇主体的分离。

[0013] 所述的切削装置包括下削装置和上削装置，所述的下削装置包括下转电机、下削

转盘、下削转轴、下削曲柄、下削电机和下削刀片；所述的下转电机固定在机身的底板上，所

述的下削转盘与下转电机转轴相连接，工作时，下转电机转动带动下削转盘转动；所述下削

转轴安装在机身侧板中下支板的滑移槽内，进而下削转轴能够在滑移槽内上下滑动，所述

的下削曲柄顶部偏心铰接在下削转盘上，下削曲柄顶部转动连接在下削转轴中部，工作时，

下削转盘转动带动下削曲柄转动，进而带动下削转轴在滑移槽内上下滑动；所述下削电机

滑动连接在侧板的滑移杆上，进而下削电机可随下削转轴一起上下滑动，且下削电机主轴

与下削转轴相连接，在下削转轴上下滑动的过程中，下削电机工作带动下削转轴进行自转；

所述下削刀片有一对，一对下削刀片沿机身对称固定在下削转轴上，且下削刀片与一号支

板的一号切割槽相贴合；工作时，当需要对金针菇进行切削，下转电机工作带动下削转盘转

动，带动下削转轴向上运动，此时，下削刀片进入一号支板的一号切割槽内，且此时下削刀

片随下削转轴的转动而做旋转运动，下削刀片的作用是切除金针菇的根部。

[0014] 所述的上削装置包括上转电机、上削转盘、上削转轴、上削曲柄、上削电机和上削

刀片；所述的上转电机固定在机身的顶板上，所述的上削转盘与上转电机转轴相连接，工作

时，上转电机转动带动上削转盘转动；所述上削转轴安装在机身侧板中上支板的滑移槽内，

进而上削转轴能够在滑移槽内上下滑动，所述的上削曲柄顶部偏心铰接在上削转盘上，上

削曲柄顶部转动连接在上削转轴中部，工作时，上削转盘转动带动上削曲柄转动，进而带动

上削转轴在滑移槽内上下滑动；所述上削电机滑动连接在侧板的滑移杆上，进而上削电机

可随上削转轴一起上下滑动，且上削电机主轴与上削转轴相连接，在上削转轴上下滑动的

过程中，上削电机工作带动上削转轴进行自转；所述上削刀片有两对，两对上削刀片沿机身

对称固定在上削转轴上，且上削刀片与二号支板及三号支板的二号切割槽相贴合，工作时，

当需要对金针菇进行切削，上转电机工作带动上削转盘转动，带动上削转轴向下运动，此

时，上削刀片进入二号支板与三号支板的二号切割槽内，且此时上削刀片随上削转轴的转

动而做旋转运动，上削刀片的作用是对金针菇主体进行分段切割。

[0015] 所述下削刀片位于最高点时，下削刀片顶部位于一号支板上端面上方1.5-2cm处，

此时，金针菇从下削刀片处经过，金针菇根部被切除；所述上削刀片位于最低点时，上削刀

片底部位于二号支板及三号支板上端面下方1.5-2cm处，初始状态下，上削刀片最低点位于

二号支板及三号支板上端面上方2-3cm处,当金针菇经过上削刀片下方时，上削刀片向下运

动进入二号切割槽，此时，金针菇主体被分段切割。

[0016]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金针菇用旋转切割设备，其利用切削装置对金针菇根部和金针

菇主体进行切割，代替了人工，提高了金针菇切削效率，且弥补了对金针菇主体进行切割领

域的空白，金针菇整体被细分，更容易入口。

附图说明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的机身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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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图3是图2的俯视图；

[0021] 图4是图3中B-B方向剖开图；

[0022] 图5是图3中C-C方向剖开图；

[0023] 图6是图1的A-A方向剖视图；

[0024] 图7是本发明切削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8是图8的正视图；

[0026] 图9是图8的D-D方向剖开图；

[0027] 图中：机身1、切削装置2、底板11、侧板12、分隔板13、一号支板14、三号支板15、二

号支板16、下支板121、中支板122、上支板123、顶板124、滑移槽125、滑移杆126、一号切割槽

141、阻隔板142、二号切割槽151、下削装置21、上削装置22、下转电机211、下削转盘212、下

削转轴213、下削曲柄214、下削电机215、下削刀片216、上转电机221、上削转盘222、上削转

轴223、上削曲柄224、上削电机225、上削刀片226。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图示，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9] 如图1、图2、图3、图4、图5、图6、图7、图8和图9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金针菇用旋

转切割设备，包括机身1和切削装置2；所述的切削装置2位于机身1中部。

[0030] 所述的机身1包括底板11、位于机身1最外侧的两侧板12、位于机身1中部的分隔板

13、与侧板12距离最近的一对一号支板14，与分隔板13距离最近的一对三号支板15以及位

于一号支板14与三号支板15之间的二号支板16。

[0031] 所述侧板12包括下支板121、中支板122、上支板123和位于上支板123上部的顶板

124，所述下支板121与上支板123上均设置有滑移槽125，所述各滑移槽125两侧均设置有一

对滑移杆126，所述滑移杆126截面为燕尾形，滑移杆126的截面设计为燕尾形的作用是使得

滑动更加稳定。

[0032] 所述一号支板14中部均设置有圆弧形一号切割槽141，所述一号切割槽141圆心位

于一号支板14下方。

[0033] 所述二号支板16与三号支板15中部均设置有圆弧形二号切割槽151，所述二号切

割槽151圆心位于二号支板16与三号支板15上方。

[0034] 所述一对一号支板14一侧均竖直设置有阻隔板142，所述阻隔板142的作用是将一

号支板14左右两侧分隔开，便于后续切削时金针菇根部与金针菇主体的分离。

[0035] 如图1、图6、图7、图8和图9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金针菇用旋转切割设备，所述

的切削装置2包括下削装置21和上削装置22，所述的下削装置21包括下转电机211、下削转

盘212、下削转轴213、下削曲柄214、下削电机215和下削刀片216；所述的下转电机211固定

在机身1的底板11上，所述的下削转盘212与下转电机211转轴相连接，工作时，下转电机211

转动带动下削转盘212转动；所述下削转轴213安装在机身1侧板12中下支板121的滑移槽

125内，进而下削转轴213能够在滑移槽125内上下滑动，所述的下削曲柄214顶部偏心铰接

在下削转盘212上，下削曲柄214顶部转动连接在下削转轴213中部，工作时，下削转盘212转

动带动下削曲柄214转动，进而带动下削转轴213在滑移槽125内上下滑动；所述下削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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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滑动连接在侧板12的滑移杆126上，进而下削电机215可随下削转轴213一起上下滑动，

且下削电机215主轴与下削转轴213相连接，在下削转轴213上下滑动的过程中，下削电机

215工作带动下削转轴213进行自转；所述下削刀片216有一对，一对下削刀片216沿机身1对

称固定在下削转轴213上，且下削刀片216与一号支板14的一号切割槽141相贴合；工作时，

当需要对金针菇进行切削，下转电机211工作带动下削转盘212转动，带动下削转轴213向上

运动，此时，下削刀片216进入一号支板14的一号切割槽141内，且此时下削刀片216随下削

转轴213的转动而做旋转运动，下削刀片216的作用是切除金针菇的根部。

[0036] 所述的上削装置22包括上转电机221、上削转盘222、上削转轴223、上削曲柄224、

上削电机225和上削刀片226；所述的上转电机221固定在机身1的顶板124上，所述的上削转

盘222与上转电机221转轴相连接，工作时，上转电机221转动带动上削转盘222转动；所述上

削转轴223安装在机身1侧板12中上支板123的滑移槽125内，进而上削转轴223能够在滑移

槽125内上下滑动，所述的上削曲柄224顶部偏心铰接在上削转盘222上，上削曲柄224顶部

转动连接在上削转轴223中部，工作时，上削转盘222转动带动上削曲柄224转动，进而带动

上削转轴223在滑移槽125内上下滑动；所述上削电机225滑动连接在侧板12的滑移杆126

上，进而上削电机225可随上削转轴223一起上下滑动，且上削电机225主轴与上削转轴223

相连接，在上削转轴223上下滑动的过程中，上削电机225工作带动上削转轴223进行自转；

所述上削刀片226有两对，两对上削刀片226沿机身1对称固定在上削转轴223上，且上削刀

片226与二号支板16及三号支板15的二号切割槽151相贴合，工作时，当需要对金针菇进行

切削，上转电机221工作带动上削转盘222转动，带动上削转轴223向下运动，此时，上削刀片

226进入二号支板16与三号支板15的二号切割槽151内，且此时上削刀片226随上削转轴223

的转动而做旋转运动，上削刀片226的作用是对金针菇主体进行分段切割。

[0037] 所述下削刀片216位于最高点时，下削刀片216顶部位于一号支板14上端面上方

1.5-2cm处，此时，金针菇从下削刀片216处经过，金针菇根部被切除；所述上削刀片226位于

最低点时，上削刀片226底部位于二号支板16及三号支板15上端面下方1.5-2cm处，初始状

态下，上削刀片226最低点位于二号支板16及三号支板15上端面上方2-3cm处,当金针菇经

过上削刀片226下方时，上削刀片226向下运动进入二号切割槽151，此时，金针菇主体被分

段切割。

[0038] 当需要切割金针菇时，将金针菇运送到切削装置2下方的机身1上：

[0039] (1)切削金针菇根部：下转电机211转动带动下削转盘212转动，下削转盘212转动

带动下削曲柄214转动，进而带动下削转轴213在滑移槽125向上滑动到最高点处，且此时下

削电机215随下削转轴213一起向上滑动，在下削转轴213向上滑动的过程中，下削电机215

工作带动下削转轴213进行自转，此时，下削刀片216进入一号支板14的一号切割槽141内，

且下削刀片216随下削转轴213的转动而做旋转运动，此时，下削刀片216顶部位于一号支板

14上端面上方1.5-2cm处，此时，金针菇从下削刀片216处经过，金针菇根部被切除；

[0040] (2)分段切割金针菇根部：工作时，上转电机221转动带动上削转盘222转动，上削

转盘222转动带动上削曲柄224转动，进而带动上削转轴223在滑移槽125向下滑动至最低

处，且上削电机225可随上削转轴223一起向下滑动，在上削转轴223向下滑动的过程中，上

削电机225工作带动上削转轴223进行自转，此时，上削刀片226进入二号支板16与三号支板

15的二号切割槽151内，且此时上削刀片226随上削转轴223的转动而做旋转运动，此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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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刀片226位于最低点时，上削刀片226底部位于二号支板16及三号支板15上端面下方1.5-

2cm处，当金针菇经过上削刀片226下方时，上削刀片226向下运动进入二号切割槽151，此

时，金针菇主体被分段切割。

[0041]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的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

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

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

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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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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