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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用途智能中药加工机，包括外壳、传

动机构、控制开关、出料口A、出料口B、调节杆机

构、流通槽、底板、切片器、第一药材放置槽、齿

条、滑柱、切块刀、第二药材放置槽；还包括粉末

加工机构；所述外壳固定安装在底板顶端面；外

壳前端面设有出料口A；外壳顶端面安装有控制

开关；外壳的后端面设置有出料口B；流通槽固定

安装在外壳的内壁上；传动机构转动安装在外壳

内；调节杆机构贯穿外壳前后，且活动安装在外

壳上；第一药材放置槽的底端面设置有齿条，右

端面设置有滑柱；滑柱16滑动安装在流通槽内侧

的滑槽内；切块刀滑动安装在流通槽上的滑槽

内；本发明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可以对需要加工

的药材进行不同程度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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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用途智能中药加工机，包括外壳(1)、传动机构(2)、控制开关(3)、出料口A

(4)、出料口B(7)、调节杆机构(8)、流通槽(9)、底板(12)、切片器(13)、第一药材放置槽

(14)、齿条(15)、滑柱(16)、切块刀(17)、第二药材放置槽(18)；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粉末加

工机构(11)；

所述外壳(1)固定安装在底板(12)顶端面；外壳(1)前端面设有出料口A(4)；外壳(1)顶

端面安装有控制开关(3)；外壳(1)的后端面设置有出料口B(7)；流通槽(9)固定安装在外壳

(1)的内壁上；传动机构(2)转动安装在外壳(1)内；调节杆机构(8)贯穿外壳(1)前后，且活

动安装在外壳(1)上；第一药材放置槽(14)的底端面设置有齿条(15)，右端面设置有滑柱

(16)；滑柱(16)滑动安装在流通槽(9)内侧的滑槽内；切块刀(17)滑动安装在流通槽(9)上

的滑槽内；切片器(13)固定安装在流通槽(9)内，且置于第一药材放置槽(14)后端；粉末加

工机构(11)滑动安装在底板(12)顶端面；第二药材放置槽(18)滑动安装流通槽(9)内，且置

于第一药材放置槽(14)下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用途智能中药加工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粉末加工机构

(11)包括：安装板(1101)、卡槽(1102)、打粉桶(1103)、支撑板(1104)、齿条B(1105)、固定块

(1106)、齿轮(1107)、旋钮(1108)、定位片(1109)、旋转刀片(1110)、扭簧(1111)、卡扣

(1112)；

所述安装板(1101)顶端面设置有卡槽(1102)和齿条B(1105)；齿条B(1105)的右端面设

有定位片(1109)；打粉桶(1103)的底端设置有支撑板(1104)，且与安装板(1101)前端的卡

板转动连接；打粉桶(1103)内部安装有旋转刀片(1110)；打粉桶(1103)底端设置有电机，且

电机轴与旋转刀片(1110)固定连接；支撑板(1104)一侧设置有卡扣(1112)；扭簧(1111)固

定安装在卡扣(1112)与安装板(1101)的卡板之间；打粉桶(1103)的底端面设置有挂钩，且

与卡槽(1102)活动连接；底板(12)的顶端面上设有固定块(1106)；旋钮(1108)转动安装在

固定块(1106)上；旋钮(1108)的左侧面固定安装有齿轮(1107)，且齿轮(1107)与齿条B

(1105)相互啮合；安装板(1101)底端面设有卡扣，滑动安装在底板(12)顶端面的滑槽内；密

封盖(10)螺纹安装在打粉桶(1103)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用途智能中药加工机，其特征在于，传动机构(2)包括：

传动轴A(201)、凸轮A(202)、皮带A(203)、皮带轮A(204)、凸轮B(205)、传动轴B(206)、皮带

轮B(207)、皮带轮C(208)、正反转电机(209)、连接轴(210)、偏心轮(211)、连接轮(212)、皮

带B(213)、滑块(214)、弹簧(215)、定位柱(216)；

所述传动轴A(201)上设置有凸轮A(202)、皮带轮B(207)和皮带轮C(208)，且皮带轮C

(208)设置在凸轮A(202)和皮带轮B(207)之间；正反转电机(209)固定安装在外壳(1)前端

面，且正反转电机(209)的电机轴与传动轴A(201)固定连接；传动轴A(201)转动安装在流通

槽(9)上，且置于第一药材放置槽(14)下端；凸轮A(202)与齿条(15)相互啮合；传动轴B

(206)转动安装在流通槽(9)内且置于第二药材放置槽(18)下端；传动轴B(206)上设有皮带

轮A(204)和凸轮B(205)；凸轮B(205)与第二药材放置槽(18)底端的齿条相互啮合；皮带A

(203)连接在皮带轮A(204)和皮带轮C(208)之间；连接轴(210)转动安装在流通槽(9)上，且

置于第二药材放置槽(18)前端；连接轴(210)的两端分别设有偏心轮(211)和连接轮(212)；

连接轮(212)上端为皮带轮下端为凸轮；皮带B(213)连接在皮带轮B(207)和连接轮(212)

上；流通槽(9)的底端设有定位柱(216)；滑块(214)固定安装在切块刀(17)侧端面；定位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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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滑动安装在滑块(214)上的圆孔内；弹簧(215)套设在定位柱(216)上，且置于滑块

(214)和流通槽(9)底端面；偏心轮(211)与滑块(214)前端的圆柱体间歇性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一种多用途智能中药加工机，其特征在于，调节杆机构包

括：连杆(801)、卡勾(802)、挡片A(803)、弹簧(804)、挡片B(805)、定位柱(806)、连接板

(807)；

所述连杆(801)上设置有卡勾(802)，且滑动贯穿挡片B(805)；外壳(1)内部设置有定位

柱(806)；挡片A(803)、挡片B(805)和连接板(807)上的圆孔滑动安装在定位柱(806)上；弹

簧(804)套设在连杆(801)上；挡片A(803)和挡片B(805)分别滑动安装在流通槽(9)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用途智能中药加工机，其特征在于，切片器(13)包括：

小连杆(1301)、大连杆(1302)、刀片(1303)、安装架(1304)、安装框(1305)、固定槽(1306)、

方形柱(1307)、安装架(1308)、步进电机(1309)、连接器(1310)、圆槽连接块(1311)、承重块

(1312)；

所述安装架(1304)固定安装在流通槽(9)内；承重块(1312)活动安装在安装架(1304)

下端；安装架(1304)的顶端面设有固定槽(1306)；固定槽(1306)内活动安装有小连杆

(1301)；承重块(1312)的两端活动连接有大连杆(1302)，且大连杆(1302)与小连杆(1301)

活动连接；安装条(1305)上活动安装有方形柱(1307)，且安装框(1305)固定安装有刀片

(1303)；方形柱(1307)与小连杆(1301)活动连接；圆槽连接块(1311)滑动安装在安装筐

(1305)内；安装架(1304)上设有安装架(1308)；步进电机(1309)固定安装在安装架(1308)

上；步进电机(1309)的电机轴与连接器(1310)固定连接，且连接器(1310)活动连接在圆槽

连接块(1311)的凹槽内。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用途智能中药加工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密封门(5)

和放料口挡门(6)；所述密封门(5)铰接安装在外壳(1)的右端面；放料口挡门(6)铰接安装

在外壳(1)的顶端面。

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一种多用途智能中药加工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切块刀(17)

和刀片(1303)采用高速钢（HSS）加工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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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用途智能中药加工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中药材加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多用途智能中药加工机。

背景技术

[0002] 在中药材加工过程中，部分以根茎为主的药材需要进行切片、切块或者磨粉等加

工，现有的这些中药材的切割设备工作一般都有加工效率低、功能单一等问题，例如专利号

为  202010893795.9的中国发明包括安装底  板，所述安装底板两侧连接有侧板，所述侧板

上连接有上板，所述上板上对称连接有两个安装板，位于所述安装底板上端连接有剪切用

动力结  构，所述剪切用动力结构上连接有切药结构，所述切药结构左端连接有出料通道，

所述切药结构右端连接有草药输送装置，所述草药输送装置右  端连接有进料斗，所述草药

输送装置下端连接有挤压调节装置，该装置机械自动化程度高，能实现自动进给和自动切

割，能调节切片速度以及切  片的厚度，提高了工作效率以及产量，操作简单，使用方便，

但是以上发明并不能对药材进行切块操作，也没有药材打粉功能，因此亟需既能

对药材进行切片加工，又可以切块入药或者药材打磨成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药材加工机。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多用途智能中药加工机，通过把药材放入第一

药材放置槽，经过切片器切割成片，操纵调节杆使加工成片的药材从出料口B出来进入放置

在上面的容器内，或者进入第二药材放置槽对药材进行切块处理，本发明的粉末加工机构

可以单独使用直接对药材进行打粉处理，也可以经过上述步骤切块后再打粉处理，同时本

发明的打粉桶转动安装在安装板，方便清理避免不同药粉混合造成危害。

[0004] 本发明所使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多用途智能中药加工机，包括外壳、传动机构、

控制开关、出料口A、出料口B、调节杆机构、流通槽、底板、切片器、第一药材放置槽、齿条、滑

柱、切块刀、第二药材放置槽；还包括粉末加工机构；

所述外壳固定安装在底板顶端面；外壳前端面设有出料口A；外壳顶端面安装有控

制开关；外壳的后端面设置有出料口B；流通槽固定安装在外壳的内壁上；传动机构转动安

装在外壳内；调节杆机构贯穿外壳前后，且活动安装在外壳上；第一药材放置槽的底端面设

置有齿条，右端面设置有滑柱；滑柱滑动安装在流通槽内侧的滑槽内；切块刀滑动安装在流

通槽上的滑槽内；切片器固定安装在流通槽内，且置于第一药材放置槽后端；粉末加工机构

滑动安装在底板顶端面；第二药材放置槽滑动安装流通槽内，且置于第一药材放置槽下端。

[0005] 进一步地，所述粉末加工机构包括：安装板、卡槽、打粉桶、支撑板、齿条B、固定块、

齿轮、旋钮、定位片、旋转刀片、扭簧、卡扣；

所述安装板顶端面设置有卡槽和齿条B；齿条B的右端面设有定位片；打粉桶的底

端设置有支撑板，且与安装板前端的卡板转动连接；打粉桶内部安装有旋转刀片；打粉桶底

端设置有电机，且电机轴与旋转刀片固定连接；支撑板一侧设置有卡扣；扭簧固定安装在卡

扣与安装板的卡板之间；打粉桶的底端面设置有挂钩，且与卡槽活动连接；底板的顶端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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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固定块；旋钮转动安装在固定块上；旋钮的左侧面固定安装有齿轮，且齿轮与齿条B相

互啮合；安装板底端面设有卡扣，滑动安装在底板顶端面的滑槽内；密封盖螺纹安装在打粉

桶上；

进一步地，传动机构包括：传动轴A、凸轮A、皮带A、皮带轮A、凸轮B、传动轴B、皮带

轮B、皮带轮C、正反转电机、连接轴、偏心轮、连接轮、皮带B、滑块、弹簧、定位柱；

所述传动轴A上设置有凸轮A、皮带轮B和皮带轮C，且皮带轮C设置在凸轮A和皮带

轮B之间；正反转电机固定安装在外壳前端面，且正反转电机的电机轴与传动轴A固定连接；

传动轴A转动安装在流通槽上，且置于第一药材放置槽下端；凸轮A与齿条相互啮合；传动轴

B转动安装在流通槽内且置于第二药材放置槽下端；传动轴B上设有皮带轮A和凸轮B；凸轮B

与第二药材放置槽底端的齿条相互啮合；皮带A连接在皮带轮A和皮带轮C之间；连接轴转动

安装在流通槽上，且置于第二药材放置槽前端；连接轴的两端分别设有偏心轮和连接轮；连

接轮上端为皮带轮下端为凸轮；皮带B连接在皮带轮B和连接轮上；流通槽的底端设有定位

柱；滑块固定安装在切块刀侧端面；定位柱滑动安装在滑块上的圆孔内；弹簧套设在定位柱

上，且置于滑块和流通槽底端面；偏心轮与滑块前端的圆柱体间歇性连接。

[0006] 进一步地，所述调节杆机构包括：连杆、卡勾、挡片A、弹簧、挡片B、定位柱、连接板；

所述连杆上设置有卡勾，且滑动贯穿挡片B；外壳内部设置有定位柱；挡片A、挡片B

和连接板上的圆孔滑动安装在定位柱上；弹簧套设在连杆上；挡片A和挡片B分别滑动安装

在流通槽内。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切片器包括：小连杆、大连杆、刀片、安装架、安装框、固定槽、方形

柱、安装架、步进电机、连接器、圆槽连接块、承重块；

所述安装架固定安装在流通槽内；承重块活动安装在安装架下端；安装架的顶端

面设有固定槽；固定槽内活动安装有小连杆；承重块的两端活动连接有大连杆，且大连杆与

小连杆活动连接；安装条上活动安装有方形柱，且安装框固定安装有刀片；方形柱与小连杆

活动连接；圆槽连接块滑动安装在安装筐内；安装架上设有安装架；步进电机固定安装在安

装架上；步进电机的电机轴与连接器固定连接，且连接器活动连接在圆槽连接块的凹槽内。

[0008] 进一步地，还包括密封门和放料口挡门；所述密封门铰接安装在外壳的右端面；放

料口挡门铰接安装在外壳的顶端面。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切块刀和刀片采用高速钢（HSS）加工而成。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本发明通过设置正反转电机带动凸轮A转动带动第一药材放置槽移动，经过切

片器把药材加工成片，流通到第二药材放置槽移动通过切块刀进行再次切割成小块，本发

明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可以对需要加工的药材进行不同程度的加工。

[0011] 2.本发明设置有调节杆，未操作状态使切割成片的药材通过出料口B7进入放置的

容器内，向外拉伸时使切割成片的药材进入第二药材放置槽内进行小块切割，旋转调节杆

使连杆使卡勾与连接板的卡扣活动连接后向内推送调节杆，使二次切割后的药材小块进入

打粉桶内。

[0012] 3.本发明的粉末加工机构设有旋钮，旋转旋钮使打粉桶沿底板滑槽移动，同时打

粉桶的底端面设置有挂钩与卡槽活动连接，方便将打好的药粉倒出并对方便打粉桶进行清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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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的流通槽和切片器安装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的连接轴和连杆安装示意图；

图5、图6、图7为本发明的流通槽内部安装示意图；

图8为图7，A处的局部放大图；

图9为本发明的调节杆结构与外壳内部安装示意图；

图10、图11为本发明粉末加工机构结构示意图；

图12为图11，B处的局部放大图；

图13为图11，C处的局部放大图；

图14、图15为本发明的切片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中：1‑外壳；2‑传动机构；3‑控制开关；4‑出料口A；5‑密封门；6‑放料口挡门；7‑

出料口B；8‑调节杆；9‑流通槽；10‑密封盖；11‑粉末加工机构；12‑底板；13‑切片器；14‑药材

放置槽；15‑齿条；16‑滑柱；17‑切块刀；201‑传动轴A；202‑凸轮A；203‑皮带A；204‑皮带轮A；

205‑凸轮B；206‑传动轴B；207‑皮带轮B；208‑皮带轮C；209‑正反转电机；210‑连接轴；211‑

偏心轮；212‑连接轮；213‑皮带B；214‑滑块；215‑弹簧；216‑定位柱；801‑连杆；802‑卡勾；

803‑挡片A；804‑弹簧；805‑挡片B；806‑定位柱；807‑连接板；1101‑安装板；1102‑卡槽；

1103‑打粉桶；1104‑支撑板；1105‑齿条B；1106‑固定块；1107‑齿轮；1108‑旋钮；1109‑定位

片；1110‑扭簧；1111‑固定卡扣；1301‑小连杆；1302‑大连杆；1303‑刀片；1304‑安装架；

1305‑安装框；1306‑固定槽；1307‑方形柱；1308‑安装架；1309‑步进电机；1310‑连接器；

1311‑圆槽连接块；1312‑承重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具体的说明。在下面

的描述中阐述了很多具体细节以便于充分理解本发明，但是本发明能够以很多不同于在此

描述的其它方式来实施，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在不违背本发明内涵的情况下做类似改进，

因此本发明不受下面公开的具体实施例的限制。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

“上”、“下”、 “前”、“后”、“左”、“右”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

置关系，或者是该发明产品使用时惯常摆放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

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

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16] 如图1‑15所示一种多用途智能中药加工机，包括外壳1、传动机构2、控制开关3、出

料口A4、出料口B7、调节杆机构8、流通槽9、底板12、切片器13、第一药材放置槽14、齿条15、

滑柱16、切块刀17、第二药材放置槽18；还包括粉末加工机构11；

所述外壳1固定安装在底板12顶端面；外壳1前端面设有出料口A4；出料口A4用于

收集加工成小块的药材；外壳1顶端面安装有控制开关3；控制开关3用于控制正反转电机

209、步进电机1309和打粉桶1103内置电机的启停；外壳1的后端面设置有出料口B7；出料口

B7用于收集药材切片加工；流通槽9固定安装在外壳1的内壁上；传动机构2转动安装在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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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调节杆机构8贯穿外壳1前后，且活动安装在外壳1上；第一药材放置槽14的底端面设置

有齿条15，右端面设置有滑柱16；滑柱16滑动安装在流通槽9内侧的滑槽内；切块刀17滑动

安装在流通槽9上的滑槽内；切片器13固定安装在流通槽9内，且置于第一药材放置槽14后

端；粉末加工机构11滑动安装在底板12顶端面；第二药材放置槽18滑动安装流通槽9内，且

置于第一药材放置槽14下端。

[0017] 本实施例的另一种实施方式中，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为了独力把药材加工成粉末，

并方便倒出药粉和清理内壁，本发明的粉末加工机构11包括；安装板1101、卡槽1102、打粉

桶1103、支撑板1104、齿条B1105、固定块1106、齿轮1107、旋钮1108、定位片1109、旋转刀片

1110、扭簧1111、卡扣1112；

所述安装板1101顶端面设置有卡槽1102和齿条B1105；齿条B1105的右端面设有定

位片1109；打粉桶1103的底端设置有支撑板1104，且与安装板1101前端的卡板转动连接；打

粉桶1103内部安装有旋转刀片1110；打粉桶1103底端设置有电机，且电机轴与旋转刀片

1110固定连接；支撑板1104一侧设置有卡扣1112；扭簧1111固定安装在卡扣1112与安装板

1101的卡板之间；扭簧1111使打粉桶1103向前，防止与卡槽1102连接脱落；打粉桶1103的底

端面设置有挂钩，且与卡槽1102活动连接；底板12的顶端面上设有固定块1106；旋钮1108转

动安装在固定块1106上；旋钮1108的左侧面固定安装有齿轮1107，且齿轮1107与齿条B1105

相互啮合；安装板1101底端面设有卡扣，滑动安装在底板12顶端面的滑槽内；密封盖10螺纹

安装在打粉桶1103上；密封盖10防止打粉过程中药粉撒出；

本实施例的另一种实施方式中，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为了传递动力，联动第一药材

放置槽14和第二药材放置槽18，本发明的传动机构2包括：传动轴A201、凸轮A202、皮带

A203、皮带轮A204、凸轮B205、传动轴B206、皮带轮B207、皮带轮C208、正反转电机209、连接

轴210、偏心轮211、连接轮212、皮带B213、滑块214、弹簧215、定位柱216；

所述传动轴A201上设置有凸轮A202、皮带轮B207和皮带轮C208，且皮带轮C208设

置在凸轮A202和皮带轮B207之间；正反转电机209固定安装在外壳1前端面，且正反转电机

209的电机轴与传动轴A201固定连接；传动轴A201转动安装在流通槽9上，且置于第一药材

放置槽14下端；凸轮A202与齿条15相互啮合；传动轴B206转动安装在流通槽9内且置于第二

药材放置槽18下端；传动轴B206上设有皮带轮A204和凸轮B205；凸轮B205与第二药材放置

槽18底端的齿条相互啮合；皮带A203连接在皮带轮A204和皮带轮C208之间；连接轴210转动

安装在流通槽9上，且置于第二药材放置槽18前端；连接轴210的两端分别设有偏心轮211和

连接轮212；连接轮212上端为皮带轮下端为凸轮；皮带B213连接在皮带轮B207和连接轮212

上；流通槽9的底端设有定位柱216；滑块214固定安装在切块刀17侧端面；定位柱216滑动安

装在滑块214上的圆孔内；弹簧215套设在定位柱216上，且置于滑块214和流通槽9底端面；

偏心轮211与滑块214前端的圆柱体间歇性连接。

[0018] 本实施例的另一种实施方式中，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为了调控药材加工后的流通

方向，本发明的调节杆机构包括：连杆801、卡勾802、挡片A803、弹簧804、挡片B805、定位柱

806、连接板807；

所述连杆801上设置有卡勾802，且滑动贯穿挡片B805；外壳1内部设置有定位柱

806；挡片A803、挡片B805和连接板807上的圆孔滑动安装在定位柱806上；弹簧804套设在连

杆801上；弹簧804用于使连杆801复位；挡片A803和挡片B805分别滑动安装在流通槽9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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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本实施例的另一种实施方式中，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为了将药材切片，本发明的切

片器13包括：小连杆1301、大连杆1302、刀片1303、安装架1304、安装框1305、固定槽1306、方

形柱1307、安装架1308、步进电机1309、连接器1310、圆槽连接块1311、承重块1312；

所述安装架1304固定安装在流通槽9内；承重块1312活动安装在安装架1304下端；

安装架1304的顶端面设有固定槽1306；固定槽1306内活动安装有小连杆1301；承重块1312

的两端活动连接有大连杆1302，且大连杆1302与小连杆1301活动连接；安装条1305上活动

安装有方形柱1307，且安装框1305固定安装有刀片1303；方形柱1307与小连杆1301活动连

接；圆槽连接块1311滑动安装在安装筐1305内；安装架1304上设有安装架1308；步进电机

1309固定安装在安装架1308上；步进电机1309的电机轴与连接器1310固定连接，且连接器

1310活动连接在圆槽连接块1311的凹槽内。

[0020] 本实施例的另一种实施方式中，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为了使用安全和防止药材加

工过程中粉末散出，本发明的还包括密封门5和放料口挡门6；所述密封门5铰接安装在外壳

1的右端面；放料口挡门6铰接安装在外壳1的顶端面。

[0021] 本实施例的另一种实施方式中，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为了延长使用寿命和高效切

割药材，本发明的切块刀17和刀片1303采用高速钢（HSS）加工而成。

[0022] 工作原理：

当需要对药材进行加工时，手动打开放料口挡门6，把药材整齐的放入第一药材放

置槽14内，关上放料口挡门6，打开相应控制开关3，正反转电机209转动，带动传动轴A201转

动，带动凸轮A202转动、带动第一药材放置槽14移动，步进电机1309转动，带动连接器1310

转动，带动圆槽连接块1311上下移动，进而带动刀片1303把药材加工成片，当需要把药材加

工成片时，把容器放置在出料口B7上，

当需要把中药材加工成小块时，手动向外拉伸调节杆8使挡片B805移动到流通槽9

另一侧，中药材切片带动第二药材放置槽18向前，把药材切片加工成小块，经过出料口A4，

装入放置在上面的容器内，当需要进行药粉加工时，手动旋转旋钮1108，带动齿轮1107旋

转，带动安装板1101向前移动，打开密封盖10把需要加工的药材放入打粉桶1103内，打粉桶

1103内的电机转动，带动旋转刀片1110旋转，把药材加工成粉末，加工好后打开卡槽1102与

打粉桶1103之间的连接，取下密封盖10，倒出中药粉末，用专用软刷清理打粉桶1103后，盖

上密封盖10，旋转旋钮1108使粉末加工机构11收回到外壳1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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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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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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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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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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