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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子除须根机械化装置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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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附子除须根工作效率低尧 劳动强度大和作业风险高的问题袁 本文在分析比较除须根的工作原理基础
上袁综合考虑装置的动力尧投料尧除根尧出料尧长度尧宽度尧高度尧角度等整体组成及其结构袁进行了附子除须根机械化装
置初探遥 该装置工作效率高尧劳动强度低尧作业风险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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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医药文化的进一步传承发展以及四川省
野10+3冶特色产业的推进袁野川药冶作为高附加值的产

1 装置方案
附子除须根机械化装置主要由动力装置尧投料装

业袁在四川省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尧农业大省向农业

置尧除根装置尧球茎出料装置和须根出料装置组成遥 附

强省的转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遥 在四川省众多的道地

子除须根机械化装置三维示意图如图 1 所示遥

药材中袁附子具有易管护尧产量高尧效益好等优势袁在
野川药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1]遥 作为一种农产品袁附子种

植能够促进四川省农业增产尧农民增收曰作为一种医
用药品袁附子种植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遥 良好的
市场前景和广泛的市场需求有力推动了四川省附子
的规模化尧现代化种植遥
附子的药用部位是地下球茎袁这些球茎的表皮有
大量须根袁但须根并非药用所需袁因而在加工附子时袁
需要去除附子上的须根以供使用[2-3]遥 附子上的须根采
用刀片刮除或剪刀剪除的方式袁效率十分低下袁使用
刀具时容易划伤手袁而且附子有毒袁接触皮肤黏膜可
能刺激心脏袁从而导致呼吸衰竭遥 因此袁为有效促进当
地附子产业的发展袁亟须突破相关技术瓶颈袁研发一
种机械化除须根装置遥 本文针对附子人工去除须根效
率低尧风险大的现状袁并围绕野全程尧全面尧优质尧高效冶
的机械化发展目标袁在分析比较除须根的工作原理基
础上袁结合附子除须根破损率低尧作业效率高尧操作方
便尧简单等需求袁并综合考虑装置的长度尧宽度尧高度尧
角度等影响因素袁进行装置的整体结构探索曰在综合
分析装置的动力部分尧投料部分尧除根部分尧球茎出

图 1 附子除须根机械化装置三维示意图

1.1 动力装置
1.1.1 动力装置选择的基本原则遥 根据负载大小袁基
于作业所需动力选择合适的动力装置遥 动力装置选择
的基本原则如下院一是通过分析比较柴油机尧汽油机尧
电动机的负载驱动能力尧动力输出特性袁结合本装置
的除须根作业量负载大小袁选择电动机曰二是根据当
地适合的电源条件尧电压类别袁在分析比较直流电机尧
交流电机的动力特性基础上选择交流电机曰三是根据
电压等级分析比较三相尧单相电机的特点袁确定本装
置采用单相电机遥

料部分和须根出料部分的基础上袁进行了装置的组成

1.1.2 动力装置的安装方式遥 因为除根作业主要由农

探索遥 该装置可提高工作效率尧降低劳动强度和作业

户尧农业专业合作社尧种植大户等使用袁场所固定袁且

风险遥

作业所需功率不大袁所以将电机固定在机架下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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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动力装置的传动方式遥 在分析比较齿轮传动尧
链条传动尧直接传动尧联轴器传动尧带轮传动等传动方
式的特性基础上袁结合本装置的传动需求袁本装置采
用带轮传动遥

万先起等院附子除须根机械化装置探索
1.2 投料装置

1.4.3 装置高度遥 由于出料装置高度影响物料收集速

1.2.1 装置材料和工艺处理遥 投料装置的材料采用钢

度和破损率袁因而确定适宜的高度应考虑物料完好性遥

板遥 钢板采用折弯处理遥 装置的连接尧固定采用焊接处

1.4.4 装置角度遥 出于出料速度尧出料量尧物料完好率

理遥钢板表面打磨处理遥钢板表面去除毛刺袁保证平滑遥

等因素的综合考虑袁本装置的出料口与水平线成适宜

1.2.2 装置长度遥 由于装置长度影响物料的处理能力

角度遥

和输送能力袁因而本装置的长度根据整机长度和投料

1.4.5 装置宽度遥 基于物料收集的方便性尧出料的顺

量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遥

畅性以及减少物料的堵塞综合分析袁本装置的出料部

1.2.3 装置高度遥 由于投料装置高度影响作业人员的

分前后端宽度一样遥

可操作性尧作业效率以及劳动强度袁因而考虑作业方

1.5 须根出料装置
根须出料部分在球茎出料部分的另一侧相对适

便性确定适宜高度遥
1.2.4 装置角度遥 出于进料速度尧进料量尧破损率等因
素的综合考虑袁本装置的投料口与水平线成适宜角度遥

宜位置袁出口宽度比球茎出口宽度小遥

2 功能特性

1.2.5 装置宽度遥 基于投料的方便性尧投料量以及与

为了提高本装置的使用性能袁 经技术方案分析尧

投料高度的适配性综合分析袁本装置的投料部分设计

比较袁 确定本装置的各组成部分结构设计和工艺处

较宽袁进料部分和机架宽度一致遥

理袁具体功能特性如下遥

1.3 除根装置

2.1 动力装置

1.3.1 滚筒的选择原则遥 淤入口部分遥 入口部分选用

本装置选择电机作动力驱动袁相较于其他动力装

直径较小的摩擦滚筒袁滚筒间隙大袁滚筒轴心相对平

置具有质量轻尧结构简单尧易于维修保养尧节能环保等

行袁并根据除根效率尧破损率等因素确定较小直径摩

优点遥 此外袁带轮传动带具有弹性袁可缓和冲击和振动

擦滚筒的长度遥 于出口部分遥 出口部分选用直径较大

载荷袁运转平稳袁无噪声曰当过载时袁带轮在轮上打滑袁

的摩擦滚筒袁滚筒间隙小袁滚筒轴心相对平行袁大小直

可防止其他零件损坏遥

径的滚筒过渡部分逐渐变化遥

2.2 投料装置

1.3.2 滚筒的拆装遥 摩擦滚筒总体为可拆装结构袁便

本装置具有投放便利尧下料均匀的优点袁能有效

于更换或调整滚筒间隙袁可以根据附子的大小或者同

避免下料速度过快或者过慢袁利于须根去除曰且投放

类球茎药材的直径做相应调整遥

过程中不伤及附子表皮袁破损率低袁存储尧运输过程中

1.3.3 除根原理遥 除根结构是本装置的核心袁主要采

不会出现腐烂的情况袁满足用户需求遥

用若干根凹凸不平的摩擦滚筒组成除根装置袁并且相
邻 2 个摩擦滚筒做相向运动 遥 在作业过程中袁摩擦滚
[4]

筒夹持住附子球茎运动袁球茎上的须根相对于附子球
茎表皮凸起袁 因而在摩擦过程中不断受到摩擦力作

2.3 除根装置
本装置使用过程中袁附子须根在摩擦过程中不断
受到摩擦力作用被剥离袁工作效率相较于人工处理提
高了 50%以上袁并且节约了大量人力袁降低了劳动强

用被剥断袁从而实现附子球茎表面的须根快速安全去

度和作业风险曰粗去除和精去除的两段剥离方案能有

除的目标遥

效提高工作效率和须根除尽率曰可拆卸尧调整的摩擦

1.3.4 除根功能遥 一是粗除遥 入口处间隙大袁可以迅速

滚筒结构大幅提高了装置的适用性遥

去除大部分须根袁实现粗除功能遥 二是精除遥 出口处间

2.4 出料装置

隙较小袁可以保证剩余须根的去除袁实现精除功能遥 三

本装置主要能实现根须和附子球茎分别收取袁并

是连续作业遥 在轴向推力作用下袁附子从入口处向出

且出料过程中不伤及附子表皮袁破损率低袁存储尧运输

口处移动袁从而实现连续作业遥

过程中不会出现腐烂的情况袁满足用户需求遥

1.4 球茎出料装置

3 结语

1.4.1 装置材料和工艺处理遥 装置材料采用钢板袁钢

本文分析了附子除须根的总体需求袁在确定装置

板采用折弯处理袁装置的连接尧固定采用焊接处理袁钢

各组成部分功能的基础上袁进行了机械化除须根的探

板表面打磨处理袁钢板表面去除毛刺袁保证平滑遥

索袁为附子或者球茎药材的须根去除提供了借鉴和参

1.4.2 装置长度遥 出料装置长度影响物料的收集能力

考袁对根茎类道地药材机械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和破损率袁 因而本装置的长度根据收集装置高度尧操

和促进作用遥

作方便综合确定遥

渊下转第 142 页冤
139

现代农业科技 圆园21 年第 2 期

农业工程学
4.3 提升综合效益

需要更加全面和深入地开展物联网技术研究袁将更先

通过对先进科技的投入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袁在传
统种植经验和技术的基础上袁将物联网技术应用于设
施蔬菜种植袁逐步实现蔬菜种植的机械化尧智能化 遥
[5]

这不仅改善了蔬菜作物的种植条件袁提高了农产品质
量袁预防和减小了生产损失袁还降低了生产成本袁提高
了生产效率袁调整了产业结构袁有利于提高生产者的
收入和全社会的农业生产水平遥

5 结语
综上所述袁有效的设施蔬菜物联网系统可以使设
施蔬菜种植管理更加信息化尧自动化袁进而推动我国
设施蔬菜的可持续发展遥 在今后的现代农业研究中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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