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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辣椒用滚筒烘干流水线，

其结构包括底控箱、烘干箱、操控箱、帘布、滚轮

链，滚轮链安装于底控箱内部活动连接，底控箱

顶部安装有烘干箱，烘干箱顶部固定有操控箱，

帘布固定于烘干箱外表面，弯曲后的较容易卡入

到镂空链的空口内，其滚筒的顶块将会顺着通口

伸出，对外力起到包裹的作用，其扯条辅助拉扯

开，通过自身的硬力，让外抵触物能够更好的推

动本体，能够在对小米椒进行烘干时，对其底部

烘干口进行持续的顶出，防止小米椒掉入，其槽

口将会始终保持通透的状态，让小米椒底部持续

保持通口，让主板整体能够顺着转体转动摆开，

其隔条与分隔条将会在整体块有所受力时，能够

在小米椒进行烘干时，对其通口边的进行推动，

防止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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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辣椒用滚筒烘干流水线，其结构包括底控箱（11）、烘干箱（22）、操控箱（33）、帘

布（44）、滚轮链（55），所述滚轮链（55）安装于底控箱（11）内部活动连接，所述底控箱（11）顶

部安装有烘干箱（22），所述烘干箱（22）顶部固定有操控箱（33），所述帘布（44）固定于烘干

箱（22）外表面，其特征在于：

所述滚轮链（55）包括镂空链（501）、滚筒（502），所述镂空链（501）抵在滚筒（502）外表

面活动；

所述滚筒（502）包括顶块（001）、通口（002）、外壳（003）、内压芯（004），所述顶块（001）

位于通口（002）内部，所述通口（002）与外壳（003）为一体化结构，所述顶块（001）内圈端抵

触于内压芯（004）外表面；

所述顶块（001）包括顶球（e01）、限位块（e02）、硬块（e03）、外裹层（e04）、撑块（e05），所

述撑块（e05）固定于两个顶球（e01）之间，所述限位块（e02）贴合于撑块（e05）外表面，所述

硬块（e03）嵌入于外裹层（e04）内部；

所述内压芯（004）包括软块（w01）、内软环（w02）、中轴（w03），所述软块（w01）抵在内软

环（w02）外表面，所述中轴（w03）贯穿于内软环（w02）内部；

所述软块（w01）包括摆块（s11）、扯条（s12）、胶条（s13），所述胶条（s13）贴合于两个摆

块（s11）之间，所述摆块（s11）远离胶条（s13）的一端与扯条（s12）相连接；

所述镂空链（501）包括实块（k11）、摆板（k12），所述摆板（k12）与实块（k11）相连接；

所述摆板（k12）包括槽口（111）、主板（112）、隔护层（113）、转体（114），所述槽口（111）

贯穿于主板（112）内部，所述隔护层（113）贴合于主板（112）底部，所述转体（114）嵌入于主

板（112）内部；

所述实块（k11）包括隔条（m11）、分隔条（m12）、隔板（m13）、整体块（m14），所述隔条

（m11）贴合于两个分隔条（m12）之间，所述分隔条（m12）左右两端与整体块（m14）相连接，所

述隔板（m13）固定于整体块（m14）外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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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辣椒用滚筒烘干流水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滚筒流水线领域，更具体地说，尤其是涉及到一种辣椒用滚筒烘干流

水线。

背景技术

[0002] 对小米椒进行烘干处理时，为了让小米椒各个方位都能够得到烘干的处理，其滚

筒上铺设有带链，让其小米椒能够各方位通透的进行烘干

[0003] 基于上述本发明人发现，现有的辣椒用滚筒烘干流水线主要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比如：

[0004] 小米椒在烘干处理的过程中会有所干瘪弯曲，其端头较为细小，在其弯曲的过程

中卡入带链内部，持续顺着滚筒移动时，将会被滚筒与带链之间的接触位所碾压，从而影响

烘干后的完整性。

[0005] 因此需要提出一种辣椒用滚筒烘干流水线。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小米椒在烘干处理的过程中会有所干瘪弯曲，其端头较为细

小，在其弯曲的过程中卡入带链内部，持续顺着滚筒移动时，将会被滚筒与带链之间的接触

位所碾压，从而影响烘干后的完整性的问题。

[0007] 本发明一种辣椒用滚筒烘干流水线的目的与功效，由以下具体技术手段所达成：

[0008] 其结构包括底控箱、烘干箱、操控箱、帘布、滚轮链，所述滚轮链安装于底控箱内部

活动连接，所述底控箱顶部安装有烘干箱，所述烘干箱顶部固定有操控箱，所述帘布固定于

烘干箱外表面。

[0009] 所述滚轮链包括镂空链、滚筒，所述镂空链抵在滚筒外表面活动。

[0010]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滚筒包括顶块、通口、外壳、内压芯，所述顶块位于

通口内部，所述通口与外壳为一体化结构，所述顶块内圈端抵触于内压芯外表面，所述顶块

设有六个，且呈圆环形均匀分布，所述内压芯为软体材质，所述通口为空心结构。

[0011]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顶块包括顶球、限位块、硬块、外裹层、撑块，所述

撑块固定于两个顶球之间，所述限位块贴合于撑块外表面，所述硬块嵌入于外裹层内部，所

述硬块为对称结构，所述顶球为球体结构。

[0012]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内压芯包括软块、内软环、中轴，所述软块抵在内

软环外表面，所述中轴贯穿于内软环内部，所述软块呈圆环形均匀分布，所述内软环为圆环

结构。

[0013]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软块包括摆块、扯条、胶条，所述胶条贴合于两个

摆块之间，所述摆块远离胶条的一端与扯条相连接，所述摆块两个为一组，所述胶条由弹性

材质所制成。

[0014]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镂空链包括实块、摆板，所述摆板与实块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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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摆板为对称结构。

[0015]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摆板包括槽口、主板、隔护层、转体，所述槽口贯穿

于主板内部，所述隔护层贴合于主板底部，所述转体嵌入于主板内部，所述槽口为空心结

构。

[0016]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实块包括隔条、分隔条、隔板、整体块，所述隔条贴

合于两个分隔条之间，所述分隔条左右两端与整体块相连接，所述隔板固定于整体块外表

面，所述隔条为条状结构，且由橡胶材质所制成。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8] 1 .弯曲后的较容易卡入到镂空链的空口内，其滚筒的顶块将会顺着通口伸出，其

顶球所抵触的软块，对外力起到包裹的作用，其扯条辅助拉扯开，其顶块将会被内压芯的方

向进行挤压，其顶球将会往摆块之间挤压，通过自身的硬力，让外抵触物能够更好的推动本

体，能够在对小米椒进行烘干时，对其底部烘干口进行持续的顶出，防止小米椒掉入。

[0019] 2.其槽口将会始终保持通透的状态，让小米椒底部持续保持通口，让主板整体能

够顺着转体转动摆开，其摆板整体被顶开时，在静止状态时，将会时持平的形态，有外力推

动时将会摆开，其隔条与分隔条将会在整体块有所受力时，能够在小米椒进行烘干时，对其

通口边的进行推动，防止卡入。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一种辣椒用滚筒烘干流水线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一种滚轮链的正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一种滚筒的正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一种顶块的正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发明一种内压芯的正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为本发明一种软块的正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6] 图7为本发明一种镂空链的正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7] 图8为本发明一种摆板的正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8] 图9为本发明一种实块的正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9] 图中：底控箱－11、烘干箱－22、操控箱－33、帘布－44、滚轮链－55、镂空链－

501、滚筒－502、顶块－001、通口－002、外壳－003、内压芯－004、顶球－e01、限位块－

e02、硬块－e03、外裹层－e04、撑块－e05、软块－w01、内软环－w02、中轴－w03、摆块－

s11、扯条－s12、胶条－s13、实块－k11、摆板－k12、槽口－111、主板－112、隔护层－113、

转体－114、隔条－m11、分隔条－m12、隔板－m13、整体块－m14。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0031] 实施例1：

[0032] 如附图1至附图6所示：

[0033] 本发明提供一种辣椒用滚筒烘干流水线，其结构包括底控箱11、烘干箱22、操控箱

33、帘布44、滚轮链55，所述滚轮链55安装于底控箱11内部活动连接，所述底控箱11顶部安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12826109 B

4



装有烘干箱22，所述烘干箱22顶部固定有操控箱33，所述帘布44固定于烘干箱22外表面。

[0034] 所述滚轮链55包括镂空链501、滚筒502，所述镂空链501抵在滚筒502外表面活动。

[0035] 其中，所述滚筒502包括顶块001、通口002、外壳003、内压芯004，所述顶块001位于

通口002内部，所述通口002与外壳003为一体化结构，所述顶块001内圈端抵触于内压芯004

外表面，所述顶块001设有六个，且呈圆环形均匀分布，所述内压芯004为软体材质，所述通

口002为空心结构，所述通口002让内部部位有一定的活动空间，所述顶块001根据外侧抵触

的力，从而整体往内部压动，所述内压芯004对外力起到伸缩的作用。

[0036] 其中，所述顶块001包括顶球e01、限位块e02、硬块e03、外裹层e04、撑块e05，所述

撑块e05固定于两个顶球e01之间，所述限位块e02贴合于撑块e05外表面，所述硬块e03嵌入

于外裹层e04内部，所述硬块e03为对称结构，所述顶球e01为球体结构，所述顶球e01在整体

部位受力对抵触部位进行压动时，能够更好的将其往内压动，所述硬块e03保持外层的硬

力，所述限位块e02限制整体部位的活动范围。

[0037] 其中，所述内压芯004包括软块w01、内软环w02、中轴w03，所述软块w01抵在内软环

w02外表面，所述中轴w03贯穿于内软环w02内部，所述软块w01呈圆环形均匀分布，所述内软

环w02为圆环结构，所述内软环w02对外衔接部位起到一个汇总安装的位置，限制衔接部位

变形的范围，所述软块w01对外力起到包裹的作用。

[0038] 其中，所述软块w01包括摆块s11、扯条s12、胶条s13，所述胶条s13贴合于两个摆块

s11之间，所述摆块s11远离胶条s13的一端与扯条s12相连接，所述摆块s11两个为一组，所

述胶条s13由弹性材质所制成，所述胶条s13在衔接部位受力拉扯时，将会伸展开呈反向拉

动的作用，所述摆块s11通过自身的硬力，让外抵触物能够更好的推动本体，所述扯条s12辅

助衔接部位受力时，拉伸收缩控制受力的部位。

[0039] 本实施例的具体使用方式与作用：

[0040] 本发明中，将小米椒置于滚轮链55上，通过滚轮链55控制滚筒502带动镂空链501

进行转动，其置于镂空链501上的小米椒在输送的过程中，由烘干箱22对其进行烘干，其小

米椒置于镂空链501表面进行烘干的过程中，将会有所干瘪弯曲，其弯曲后的较容易卡入到

镂空链501的空口内，其滚筒502的顶块001将会顺着通口002伸出，顶出镂空链501的空口

内，其硬块e03保持住外裹层e04的硬力，让撑块e05与顶球e01将其外裹层e04往外推出，其

顶球e01所抵触的软块w01，将会通过摆块s11失去挤压的力，通过胶条s13的回扯，摆块s11

两个将往胶条s13的方向进行挤压，从而将卡于摆块s11之间的顶球e01往外夹出，其扯条

s12辅助拉扯开，使其中轴w03能够顺利的顶出镂空链501，让有要卡入镂空链501内部的小

米椒被顶开，其滚筒502还在持续转动，当其顶块001挪开镂空链501的空口位置，转动到实

心位置时，其顶块001将会被内压芯004的方向进行挤压，其顶球e01将会往摆块s11之间挤

压，让胶条s13被拉扯开，其扯条s12辅助拉扯，让顶球e01能够挤入摆块s11之间起到回缩的

作用。

[0041] 实施例2：

[0042] 如附图7至附图9所示：

[0043] 其中，所述镂空链501包括实块k11、摆板k12，所述摆板k12与实块k11相连接，所述

摆板k12为对称结构，所述实块k11让整体链条衔接于一体，所述摆板k12在静止状态时，将

会时持平的形态，有外力推动时将会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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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其中，所述摆板k12包括槽口111、主板112、隔护层113、转体114，所述槽口111贯穿

于主板112内部，所述隔护层113贴合于主板112底部，所述转体114嵌入于主板112内部，所

述槽口111为空心结构，所述隔护层113为光滑的材质，在外物抵触时能够顺利的滑动，所述

槽口111在整体处于持平状态时，也能够让其透气，所述转体114固定整体转动的位置。

[0045] 其中，所述实块k11包括隔条m11、分隔条m12、隔板m13、整体块m14，所述隔条m11贴

合于两个分隔条m12之间，所述分隔条m12左右两端与整体块m14相连接，所述隔板m13固定

于整体块m14外表面，所述隔条m11为条状结构，且由橡胶材质所制成，所述整体块m14主要

固定整体的形态，所述隔条m11在衔接部位持续受力时，能够起到适当延展的作用，所述分

隔条m12能够根据衔接部位的受力状态起到延伸在效果。

[0046] 本实施例的具体使用方式与作用：

[0047] 本发明中，在实块k11与摆板k12跟随滚筒502一并移动时，其实块k11保持自身平

整状，其槽口111将会始终保持通透的状态，让小米椒底部持续保持通口，在移动的过程中，

其顶块001顶出对摆板k12进行抵触时，其顶块001将会顺着隔护层113进行抵触滑动，让主

板112整体能够顺着转体114转动摆开，其摆板k12整体被顶开时，将会把小米椒往实块k11

上拨动，在摆板k12受力摆动时，其隔条m11与分隔条m12将会在整体块m14有所受力时，隔条

m11能够适当的被拉扯开进行缓冲，让摆板k12能够顺利的伸展，防止小米椒卡入槽口111内

部。

[0048] 利用本发明所述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启发下，设

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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