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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利用废弃秋葵梗茎

再生制作养生茶的装置，包括切割机构、清洗机

构、粉碎机构和烘干杀菌机构；切割机构包括传

送组件和切刀，清洗机构设置在传送组件的下

方，清洗机构内安装可上下移动的滤网，清洗机

构的底部安装超声波发生器，清洗机构通过排料

管道与粉碎机构连接，粉碎机构顶部安装可上下

移动的挤压组件和破碎组件，粉碎机构底部设置

有料台，料台沿水平轨道在粉碎机构与烘干杀菌

机构之间移动。本实用新型设置切割机构对秋葵

梗茎进行切段，清洗机构对秋葵梗茎进行超声清

洗，粉碎机构对秋葵梗茎进行破碎和挤压，烘干

杀菌机构最后对秋葵梗茎进行烘干杀菌，获得利

用秋葵梗茎制备的养生茶，减少了秋葵茎由于不

能食用造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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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废弃秋葵梗茎再生制作养生茶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包括切割机

构(1)、清洗机构(2)、粉碎机构(3)和烘干杀菌机构(4)；其中，

切割机构(1)包括传送组件(11)，传送组件(11)上方设置有切刀固定架(13)，切刀固定

架(13)上朝向传送组件(11)安装有按照每一小段秋葵梗茎切割长度等间距排列的若干切

刀(14)，位于切刀(14)右侧的切刀固定架(13)的侧面安装有光电接收器(15)，传送组件

(11)的前侧面安装有与传送方向和传送速度一致的运转轨道，所述运转轨道上安装有按照

总切割长度的若干光电发送器(12)，光电发送器(12)与光电接收器(15)位于同一垂直线

上，以使每一光电发送器(12)移动至光电接收器(15)正下方时，切刀(14)执行切割动作；

清洗机构(2)设置在传送组件(11)传送方向的下方，清洗机构(2)内在两侧壁上分别安

装有左垂直轨道(21)和右垂直轨道(22)，左垂直轨道(21)的长度大于右垂直轨道(22)的长

度，左垂直轨道(21)和右垂直轨道(22)的底部安装有可上下移动的滤网(23)，以使滤网

(23)上移至最大限度时，滤网(23)呈倾斜状态，清洗机构(2)的底部安装有超声波发生器

(24)，清洗机构(2)的左侧壁的顶部位置安装有花洒接头(25)和进风接头(26)，花洒接头

(25)通过进水管道与水箱(27)连通，进风接头(26)通过进风管道与空气压缩机(28)连接，

清洗机构(2)的左侧壁的底部位置连接有排水管道(29)，排水管道(29)与废水箱(210)连

接，清洗机构(2)的右侧壁上安装有排料管道(211)，排料管道(211)与粉碎机构(3)的左侧

壁连接，排料管道(211)与清洗机构(2)的连接处安装有第一电动门(212)；

粉碎机构(3)的顶部安装有可上下移动的挤压组件(31)，挤压组件(31)内套设有可上

下移动的破碎组件(32)，破碎组件(32)限位在挤压组件(31)的底面上，挤压组件(31)和破

碎组件(32)与驱动电机组(33)连接，粉碎机构(3)的右侧壁设置有开口，所述开口与烘干杀

菌机构(4)连通，所述开口处安装有分隔开粉碎机构(3)与烘干杀菌机构(4)的第二电动门

(35)，粉碎机构(3)与烘干杀菌机构(4)的底部设置有水平轨道(36)，水平轨道(36)上安装

有料台(34)，料台(34)沿水平轨道(36)在粉碎机构(3)与烘干杀菌机构(4)之间移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废弃秋葵梗茎再生制作养生茶的装置，其特征在于，位于切

刀(14)和光电接收器(15)右侧的传送组件(11)的后侧面安装有用于检测每一小段秋葵梗

茎切割长度的红外线感应器(16)和用于分拣出超过长度秋葵梗茎的推杆组件(17)，传送组

件(11)的前侧面下方设置有废料箱(18)。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废弃秋葵梗茎再生制作养生茶的装置，其特征在于，传送组

件(11)上安装耐切割传送带(19)。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废弃秋葵梗茎再生制作养生茶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花洒接

头(25)和进风接头(26)倾斜地安装在清洗机构(2)的左侧壁上，花洒接头(25)和进风接头

(26)的倾斜角度与滤网(23)上移至最大限度的倾斜角度相同。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废弃秋葵梗茎再生制作养生茶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料台

(34)上两端设置有呈直角三角形的挡板(37)。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废弃秋葵梗茎再生制作养生茶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水平轨

道(36)两侧的粉碎机构(3)和烘干杀菌机构(4)的侧壁上安装有感应开关(38)，以使料台

(34)与感应开关(38)接触时，第二电动门(35)执行关闭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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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废弃秋葵梗茎再生制作养生茶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秋葵梗茎制茶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涉及一种利用废弃秋葵梗茎

再生制作养生茶的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秋葵为一年生草本植物，其花、叶、果、芽均可使用，且含有丰富的多糖、蛋白质、游

离氨基酸、矿物质和黏液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于健康的追求，对秋葵营养价值

及药用功能认识的不断深入，秋葵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前景也越来越广阔。目前对秋葵的开

发和研究主要包括秋葵的有效成分研究、秋葵的发源地以及种植栽培研究，且研究主要集

中在种子和果实上，秋葵茎由于不能食用，每年都有大量的秋葵茎被当做饲料、燃料或被遗

弃掉，造成资源浪费。而据实验研究，秋葵茎中也含有多糖、蛋白质、槲皮素、木犀草素、VC、 

VB2、VB3、钙等活性成分，且含量丰富。因此，有必要研发一种利用废弃秋葵梗茎回收深加工

的装置及方法来填补市场空缺。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利用废弃秋

葵梗茎再生制作养生茶的装置，以克服现有技术中的缺陷。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利用废弃秋葵梗茎再生制作养生茶的

装置，所述装置包括切割机构、清洗机构、粉碎机构和烘干杀菌机构；其中，切割机构包括传

送组件，传送组件上方设置有切刀固定架，切刀固定架上朝向传送组件安装有按照每一小

段秋葵梗茎切割长度等间距排列的若干切刀，位于切刀右侧的切刀固定架的侧面安装有光

电接收器，传送组件的前侧面安装有与传送方向和传送速度一致的运转轨道，所述运转轨

道上安装有按照总切割长度的若干光电发送器，光电发送器与光电接收器位于同一垂直线

上，以使每一光电发送器移动至光电接收器正下方时，切刀执行切割动作；清洗机构设置在

传送组件传送方向的下方，清洗机构内在两侧壁上分别安装有左垂直轨道和右垂直轨道，

左垂直轨道的长度大于右垂直轨道的长度，左垂直轨道和右垂直轨道的底部安装有可上下

移动的滤网，以使滤网上移至最大限度时，滤网呈倾斜状态，清洗机构的底部安装有超声波

发生器，清洗机构的左侧壁的顶部位置安装有花洒接头和进风接头，花洒接头通过进水管

道与水箱连通，进风接头通过进风管道与空气压缩机连接，清洗机构的左侧壁的底部位置

连接有排水管道，排水管道与废水箱连接，清洗机构的右侧壁上安装有排料管道，排料管道

与粉碎机构的左侧壁连接，排料管道与清洗机构的连接处安装有第一电动门；粉碎机构的

顶部安装有可上下移动的挤压组件，挤压组件内套设有可上下移动的破碎组件，破碎组件

限位在挤压组件的底面上，挤压组件和破碎组件与驱动电机组连接，粉碎机构的右侧壁设

置有开口，所述开口与烘干杀菌机构连通，所述开口处安装有分隔开粉碎机构与烘干杀菌

机构的第二电动门，粉碎机构与烘干杀菌机构的底部设置有水平轨道，水平轨道上安装有

料台，料台沿水平轨道在粉碎机构与烘干杀菌机构之间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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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设置切割机构对秋葵梗茎进行切段，切割机构由传送组件输

送秋葵梗茎，切刀可以按照需要每一小段秋葵梗茎切割长度安装，并由光电接收器和光电

发送器来实现切刀的切割动作，切割精准，切割均匀；设置清洗机构对秋葵梗茎进行超声清

洗，清洗机构内的滤网可上下移动，方便清洗后的滤水作用，滤网安装在不同长度的左垂直

轨道和右垂直轨道上，使滤网上移至最大限度时，滤网呈倾斜状态，以及设置进风接头和空

气压缩机，方便将清洗后的秋葵梗茎送入粉碎机构；设置粉碎机构对秋葵梗茎进行破碎和

挤压，粉碎机构顶部设置有挤压组件和破碎组件，破碎组件下降高速旋转实现粉碎秋葵梗

茎的目的，破碎组件限位在挤压组件底部构成一个挤压平面对粉碎后的秋葵梗茎进行挤

压，挤压和粉碎的动作可以交替进行来保证秋葵梗茎的破碎效果，并且破碎组件在工作时，

挤压组件起到阻挡秋葵梗茎飞溅的作用；设置烘干杀菌机构最后对秋葵梗茎进行烘干杀

菌，获得利用秋葵梗茎制备的养生茶，减少了秋葵茎由于不能食用造成的浪费。

[0006] 作为对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利用废弃秋葵梗茎再生制作养生茶的装置的进一步说

明，优选地，位于切刀和光电接收器右侧的传送组件的后侧面安装有用于检测每一小段秋

葵梗茎切割长度的红外线感应器和用于分拣出超过长度秋葵梗茎的推杆组件，传送组件的

前侧面下方设置有废料箱。

[0007]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由于秋葵梗茎的长度不一样，或者在传送组件上没有整齐摆

放以及摆放间隔的原因，在切割时会出现实际切割长度大于设置的切割长度，设置的切割

长度一般为便于后续清洗破碎的长度，设置红外线感应器检测每一小段秋葵梗茎切割长

度，在检测出实际切割长度大于设置的切割长度的秋葵梗茎，由推杆组件推出在废料箱。推

杆组件采用现有技术中实现该动作的结构。

[0008] 作为对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利用废弃秋葵梗茎再生制作养生茶的装置的进一步说

明，优选地，传送组件上安装耐切割传送带。

[0009]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传送组件上安装耐切割传送带保证切割的有效和传送组件使

用。

[0010] 作为对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利用废弃秋葵梗茎再生制作养生茶的装置的进一步说

明，优选地，花洒接头和进风接头倾斜地安装在清洗机构的左侧壁上，花洒接头和进风接头

的倾斜角度与滤网上移至最大限度的倾斜角度相同。

[0011]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在滤网上移至最大限度呈现倾斜状态，进风接头提供的风力

方便将滤网上的秋葵梗茎送入粉碎机构。而滤网上秋葵梗茎的量、排料管道的尺寸大小、进

风接头提供的风力大小根据实际需要可调节到保证秋葵梗茎的通过而发生不堵塞。

[0012] 作为对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利用废弃秋葵梗茎再生制作养生茶的装置的进一步说

明，优选地，料台上两端设置有呈直角三角形的挡板。

[0013]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便于将破碎后秋葵梗茎挤压在料台上，并且在破碎时会产生

秋葵的茎液，防止其茎液浪费，保证破碎后秋葵梗茎的营养价值，而挡板的高度根据实际需

要调整。

[0014] 作为对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利用废弃秋葵梗茎再生制作养生茶的装置的进一步说

明，优选地，水平轨道两侧的粉碎机构和烘干杀菌机构的侧壁上安装有感应开关，以使料台

与感应开关接触时，第二电动门执行关闭动作。

[0015] 为了实现本实用新型的另一目的，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了一种利用废弃秋葵梗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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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制作养生茶的方法，所述方法通过所述的利用废弃秋葵梗茎再生制作养生茶的装置实

现，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6] 步骤1)、将秋葵梗茎切段：根据需要按照每一小段秋葵梗茎的切割长度在切刀固

定架上安装切刀和光电接收器，对应光电接收器的位置以及切割长度计算出总切割长度，

按照总切割长度在传送组件的前侧面安装光电发送器，然后启动切割机构，得到小段的秋

葵梗茎；

[0017] 步骤2)、将小段的秋葵梗茎超声清洗：将小段的秋葵梗茎收集在清洗机构中的滤

网内，打开花洒接头向清洗机构内注入水，打开超声波发生器，超声波的频率范围为50～

80kHz，超声清洗30‑50分钟；

[0018] 步骤3)、将小段的秋葵梗茎沥干转移：打开排水管道，将超声清洗后的废水排出至

废水箱，启动滤网上移至两端均在右垂直轨道的第一最高位置，静置5‑10分钟，然后启动进

风接头，并使滤网在左垂直轨道的一端以第一最高位置为中心上下移动5分钟，然后打开第

一电动门，使滤网在左垂直轨道的一端上移至第二最高位置，将秋葵梗茎转移至粉碎机构；

[0019] 步骤4)、将小段的秋葵梗茎粉碎处理：将小段的秋葵梗茎收集在粉碎机构的料台

上，启动挤压组件和破碎组件，挤压组件在秋葵梗茎上方10cm处，破碎组件伸出将秋葵梗茎

进行破碎，然后破碎组件复位在挤压组件的底面上，与挤压组件构成一个挤压平面，对破碎

后的秋葵梗茎进行挤压，得到秋葵茶饼；

[0020] 步骤5)、将秋葵茶饼杀菌烘干处理：打开第二电动门，使料台由粉碎机构移动至烘

干杀菌机构，然后关闭第二电动门，对料台上的秋葵茶饼进行烘干处理和灭菌处理以得到

利用秋葵梗茎制备的养生茶。

[002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如下：本实用新型设置切割机构对秋葵梗茎进行切段，切

割机构由传送组件输送秋葵梗茎，切刀可以按照需要每一小段秋葵梗茎切割长度安装，并

由光电接收器和光电发送器来实现切刀的切割动作，切割精准，切割均匀；设置清洗机构对

秋葵梗茎进行超声清洗，清洗机构内的滤网可上下移动，方便清洗后的滤水作用，滤网安装

在不同长度的左垂直轨道和右垂直轨道上，使滤网上移至最大限度时，滤网呈倾斜状态，以

及设置进风接头和空气压缩机，方便将清洗后的秋葵梗茎送入粉碎机构；设置粉碎机构对

秋葵梗茎进行破碎和挤压，粉碎机构顶部设置有挤压组件和破碎组件，破碎组件下降高速

旋转实现粉碎秋葵梗茎的目的，破碎组件限位在挤压组件底部构成一个挤压平面对粉碎后

的秋葵梗茎进行挤压，挤压和粉碎的动作可以交替进行来保证秋葵梗茎的破碎效果，并且

破碎组件在工作时，挤压组件起到阻挡秋葵梗茎飞溅的作用；设置烘干杀菌机构最后对秋

葵梗茎进行烘干杀菌，获得利用秋葵梗茎制备的养生茶，减少了秋葵茎由于不能食用造成

的浪费。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利用废弃秋葵梗茎再生制作养生茶的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利用废弃秋葵梗茎再生制作养生茶的装置的使用状态图。

[0024]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切割机构的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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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了能够进一步了解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特征及其他目的，现结合所附较佳实施

例附以附图详细说明如下，本附图所说明的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并

非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6] 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利用废弃秋葵梗茎再生制作养生茶的装置，所述装置包括

切割机构1、清洗机构2、粉碎机构3和烘干杀菌机构4。

[0027] 切割机构1包括传送组件11，传送组件11上方设置有切刀固定架13，切刀固定架13

上朝向传送组件11安装有按照每一小段秋葵梗茎切割长度等间距排列的若干切刀14，位于

切刀14右侧的切刀固定架13的侧面安装有光电接收器15，传送组件11的前侧面安装有与传

送方向和传送速度一致的运转轨道，所述运转轨道上安装有按照总切割长度的若干光电发

送器12，光电发送器12与光电接收器15  位于同一垂直线上，以使每一光电发送器12移动至

光电接收器15正下方时，切刀14执行切割动作。

[0028] 清洗机构2设置在传送组件11传送方向的下方，清洗机构2内在两侧壁上分别安装

有左垂直轨道21和右垂直轨道22，左垂直轨道  21的长度大于右垂直轨道22的长度，左垂直

轨道21和右垂直轨道  22的底部安装有可上下移动的滤网23，以使滤网23上移至最大限度

时，滤网23呈倾斜状态，清洗机构2的底部安装有超声波发生器24，清洗机构2的左侧壁的顶

部位置安装有花洒接头25和进风接头26，花洒接头25通过进水管道与水箱27连通，进风接

头26通过进风管道与空气压缩机28连接，清洗机构2的左侧壁的底部位置连接有排水管道

29，排水管道29与废水箱210连接，清洗机构2的右侧壁上安装有排料管道211，排料管道211

与粉碎机构3的左侧壁连接，排料管道211与清洗机构2的连接处安装有第一电动门212。

[0029] 粉碎机构3的顶部安装有可上下移动的挤压组件31，挤压组件  31内套设有可上下

移动的破碎组件32，破碎组件32限位在挤压组件  31的底面上，挤压组件31和破碎组件32与

驱动电机组33连接。其中，挤压组件31可设置为用于挤压秋葵果实的挤压板和带动挤压板

上下移动的外杆体，破碎组件32用于将秋葵果实进行粉碎，破碎组件32可设置为粉碎秋葵

果实的破碎刀片和带动破碎刀片上下移动的内杆体，破碎组件32下降高速旋转实现粉碎秋

葵梗茎的目的，破碎组件32限位在挤压组件31底部构成一个挤压平面对粉碎后的秋葵梗茎

进行挤压，挤压和粉碎的动作可以交替进行来保证秋葵梗茎的破碎效果，并且破碎组件32

在工作时，挤压组件31在秋葵梗茎上方一定高度，挤压组件31起到阻挡秋葵梗茎飞溅的作

用。粉碎机构3的右侧壁设置有开口，所述开口与烘干杀菌机构4连通，所述开口处安装有分

隔开粉碎机构3与烘干杀菌机构4的第二电动门35。

[0030] 粉碎机构3与烘干杀菌机构4的底部设置有水平轨道36，水平轨道36上安装有料台

34，料台34沿水平轨道36在粉碎机构3与烘干杀菌机构4之间移动。第二电动门35在关闭时

与水平轨道36密封契合，来保证粉碎机构3或烘干杀菌机构4的独立工作，烘干杀菌机构4采

用现有技术中的可烘干和杀菌的独立装置或组合装置，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可实现烘干和杀

菌效果的烘干杀菌机构，具体结构部件附图中未显示，也不作为本申请的重点论述。

[0031] 如图3所示，位于切刀14和光电接收器15右侧的传送组件11 的后侧面安装有用于

检测每一小段秋葵梗茎切割长度的红外线感应器16和用于分拣出超过长度秋葵梗茎的推

杆组件17，传送组件11 的前侧面下方设置有废料箱18。由于秋葵梗茎的长度不一样，或者

在传送组件上没有整齐摆放以及摆放间隔的原因，在切割时会出现实际切割长度大于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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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切割长度，设置的切割长度一般为便于后续清洗破碎的长度，设置红外线感应器检测每

一小段秋葵梗茎切割长度，在检测出实际切割长度大于设置的切割长度的秋葵梗茎，由推

杆组件推出在废料箱。推杆组件采用现有技术中实现该动作的结构。

[0032] 如图1和图2所示，传送组件11上安装耐切割传送带19，保证切割的有效和传送组

件11使用。

[0033] 如图1和图2所示，花洒接头25和进风接头26倾斜地安装在清洗机构2的左侧壁上，

花洒接头25和进风接头26的倾斜角度与滤网  23上移至最大限度的倾斜角度相同，在滤网

23上移至最大限度呈现倾斜状态，进风接头26提供的风力方便将滤网23上的秋葵梗茎送入

粉碎机构3。滤网23上秋葵梗茎的量、排料管道211的尺寸大小、进风接头26提供的风力大小

根据实际需要可调节到保证秋葵梗茎的通过而发生不堵塞。

[0034] 如图1和图2所示，料台34上两端设置有呈直角三角形的挡板  37。挡板37的高度根

据实际需要调整，便于将破碎后秋葵梗茎挤压在料台34上，并且在破碎时会产生秋葵的茎

液，防止其茎液浪费，保证破碎后秋葵梗茎的营养价值。

[0035] 如图1和图2所示，水平轨道36两侧的粉碎机构3和烘干杀菌机构4的侧壁上安装有

感应开关38，以使料台34与感应开关38接触时，第二电动门35执行关闭动作。通过设置感应

开关38来获取料台34的位置，这里仅是说明感应开关38与第二电动门35的相互状态关系，

而感应开关38、料台34的移动、第二电动门35的打开和关闭的协作可以通过控制器实现。

[0036] 上述所有结构和部件的协同运行均可由控制器智能实现，本申请是对机械机构和

连接关系的层面进行阐述。

[0037] 一种利用废弃秋葵梗茎再生制作养生茶的方法，所述方法通过上述利用废弃秋葵

梗茎再生制作养生茶的装置实现，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8] 步骤1)、将秋葵梗茎切段：根据需要按照每一小段秋葵梗茎的切割长度在切刀固

定架13上安装切刀14和光电接收器15，对应光电接收器15的位置以及切割长度计算出总切

割长度，按照总切割长度在传送组件11的前侧面安装光电发送器12，然后启动切割机构1，

得到小段的秋葵梗茎。

[0039] 步骤2)、将小段的秋葵梗茎超声清洗：将小段的秋葵梗茎收集在清洗机构2中的滤

网23内，打开花洒接头25向清洗机构2内注入水，打开超声波发生器24，超声波的频率范围

为50～80kHz，超声清洗30‑50分钟。

[0040] 步骤3)、将小段的秋葵梗茎沥干转移：打开排水管道29，将超声清洗后的废水排出

至废水箱210，启动滤网23上移至两端均在右垂直轨道22的第一最高位置H，静置5‑10分钟，

然后启动进风接头  26，并使滤网23在左垂直轨道21的一端以第一最高位置H为中心上下移

动5分钟，然后打开第一电动门212，使滤网23在左垂直轨道21的一端上移至第二最高位置

I，将秋葵梗茎转移至粉碎机构3。

[0041] 步骤4)、将小段的秋葵梗茎粉碎处理：将小段的秋葵梗茎收集在粉碎机构3的料台

34上，启动挤压组件31和破碎组件32，挤压组件31在秋葵梗茎上方10cm处，破碎组件32伸出

将秋葵梗茎进行破碎，然后破碎组件32复位在挤压组件31的底面上，与挤压组件31构成一

个挤压平面，对破碎后的秋葵梗茎进行挤压，得到秋葵茶饼。

[0042] 步骤5)、将秋葵茶饼杀菌烘干处理：打开第二电动门35，使料台34由粉碎机构3移

动至烘干杀菌机构4，然后关闭第二电动门35，对料台34上的秋葵茶饼进行烘干处理和灭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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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以得到利用秋葵梗茎制备的养生茶，即干燥后的秋葵茶饼，冲饮即可，干燥保存。

[0043] 需要声明的是，上述实用新型内容及具体实施方式意在证明本实用新型所提供技

术方案的实际应用，不应解释为对本实用新型保护范围的限定。本领域技术人员在本实用

新型的精神和原理内，当可作各种修改、等同替换或改进。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以所附权

利要求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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