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0433186.3

(22)申请日 2018.03.29

(73)专利权人 云南中医学院

地址 650000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新城雨花

片区1076号

(72)发明人 张雅琼　顾雯　陈普　谭文红　

(74)专利代理机构 云南派特律师事务所 53110

代理人 董建国

(51)Int.Cl.

B02C 1/00(2006.01)

B02C 18/14(2006.01)

B02C 4/02(2006.01)

B02C 23/00(2006.01)

B02C 23/14(2006.01)

B07B 1/4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砂仁粉碎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砂仁粉碎机，包括底

座、底座支架、第一粉碎腔、第二粉碎腔、第三粉

碎腔，第一粉碎腔上方设置有进料斗，第三粉碎

腔下方设置有出料斗，底座上设置有电机，传动

装置以及传动轴，第一粉碎腔内设置有第一粉碎

装置，第二粉碎腔内设置有第二粉碎装置，第三

粉碎腔内设置有第三粉碎装置。本实用新型通过

三次粉碎，省时省力，提高粉碎效果和效率，并且

粉碎程度好，同时密闭的粉碎仓可以减少粉碎过

程中药材的浪费，节约药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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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砂仁粉碎机，包括底座（101），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01）上设置有第二粉碎腔

（106），所述第二粉碎腔（106）通过底部支架（102）固定在底座（101）上；

所述第二粉碎腔（106）上方设置有第一粉碎腔（105），所述第一粉碎腔（105）通过中部

支架（103）与第二粉碎腔（106）连接固定；

所述第二粉碎腔下方设置有第三粉碎腔（107），所述第三粉碎腔下方设置有出料斗

（108）；

所述第一粉碎腔（105）上方设置有进料斗（104）；

所述底座上设置有电机（109），所述电机（109）通过电机支架（110）固定在底座（101）

上；

所述电机（109）上连接有传动装置（111），所述传动装置（111）通过传动轴（112）与辅助

传动装置（113）连接；

所述第一粉碎腔（105）内设置有第一粉碎腔内腔（307），所述第一粉碎腔（105）下方外

壳上设置有第一滤网（201）；

所述第二粉碎腔（106）内设置有第二粉碎腔内腔（308），所述第一粉碎腔（105）下方外

壳上设置有第二滤网（202）；

所述第一滤网（201）的目数小于所述第二滤网（202）的目数；

所述第一粉碎腔内腔（307）内设置有第一粉碎装置，所述第一粉碎装置为电动推杆

（602），所述电动推杆（602）上设置有压块（601），所述电动推杆（602）通过传动轴I与辅助传

动装置（113）连接；

所述第二粉碎腔内腔（308）内设置有第二粉碎装置，所述第二粉碎装置为刀架（702），

所述刀架（702）上设置有刀片（701），所述刀架通过传动轴II与辅助传动装置（113）连接；

所述第三粉碎腔（107）中设置有第三粉碎装置，所述第三粉碎装置为研磨辊轮（801），

所述研磨辊轮通过传动轴III与辅助传动装置（113）连接；

所述粉碎腔内腔（301）为两个半圆形哈夫结构，所述粉碎腔内腔（301）上设置有缺口，

所述半圆形哈夫结构上设置有凸边（304），所述两个半圆形哈夫结构通过螺栓I（302）连接，

所述凸边（304）上设置有与螺栓（302）相配合的螺孔；

所述第一粉碎腔内腔（307）通过固定螺栓（401）与第一粉碎腔外壳固定，所述第一粉碎

腔内腔（307）上设置有与固定螺栓（401）相配合的螺孔I（303），所述第一粉碎腔外壳上设置

有与固定螺栓（401）相配合的螺孔II（305）；

第二粉碎腔内腔（308）通过固定螺栓（401）与第二粉碎腔外壳固定，所述第二粉碎腔内

腔（308）上设置有与固定螺栓（401）相配合的螺孔I（303），所述第二粉碎腔外壳上设置有与

固定螺栓（401）相配合的螺孔II（305）；

所述粉碎腔内腔（301）一端设置有把手（306）。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砂仁粉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粉碎腔（105）内设置有

限位块（402）。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砂仁粉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粉碎腔（106）内设置有

限位块（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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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砂仁粉碎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中药粉碎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中药粉碎机。

背景技术

[0002] 中药粉碎机是用来对中药材进行粉碎的设备，其适用于小型中药厂、中药店、中医

院。现有的重要粉碎机采用直立式电机的高速运转带动横向安装的粉碎刀片，对物料进行

撞击、剪切式粉碎，这种粉碎方式采用密闭空间进行作业，由于中药材有大块粉碎为极小粒

径的粉状，因此粉碎效率较慢，而且由于结构安装局限性，因此粉碎不完全，需要在停机后

进行人工过筛处理，不仅耗费人力，而且造成药材资源浪费，因此我们提出一种中药粉碎

机。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砂仁粉碎机，技术方案如下：

[0004] 一种砂仁粉碎机，包括底座，所述底座上设置有第二粉碎腔，所述第二粉碎腔通过

底部支架固定在底座上；

[0005] 所述第二粉碎腔上方设置有第一粉碎腔，所述第一粉碎腔通过中部支架与第二粉

碎腔连接固定；

[0006] 所述第二粉碎腔下方设置有第三粉碎腔，所述第三粉碎腔下方设置有出料斗；

[0007] 所述第一粉碎腔上方设置有进料斗；

[0008] 所述底座上设置有电机，所述电机通过电机支架固定在底座上；

[0009] 所述电机上连接有传动装置，所述传动装置通过传动轴与辅助传动装置连接；

[0010] 所述第一粉碎腔内设置有第一粉碎腔内腔，所述第一粉碎腔下方外壳上设置有第

一滤网；

[0011] 所述第二粉碎腔内设置有第二粉碎腔内腔，所述第一粉碎腔下方外壳上设置有第

二滤网；

[0012] 所述第一滤网（201）的目数小于所述第二滤网（202）的目数；

[0013] 所述第一粉碎腔内腔内设置有第一粉碎装置，所述第一粉碎装置为电动推杆，所

述电动推杆上设置有压块；

[0014] 所述第二粉碎腔内腔内设置有第二粉碎装置，所述第二粉碎装置为刀架，所述刀

架上设置有刀片；

[0015] 所述第三粉碎腔中设置有第三粉碎装置，所述第三粉碎装置为研磨辊轮；

[0016] 所述粉碎腔内腔为两个半圆形哈夫结构，所述粉碎腔内腔上设置有缺口，所述半

圆形哈夫结构上设置有凸边，所述两个半圆形哈夫结构通过螺栓I连接，所述凸边上设置有

与螺栓相配合的螺孔；

[0017] 所述第一粉碎腔内腔通过固定螺栓与第一粉碎腔外壳固定，所述第一粉碎腔内腔

上设置有与固定螺栓相配合的螺孔I，所述第一粉碎腔外壳上设置有与固定螺栓相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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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孔II；

[0018] 第二粉碎腔内腔通过固定螺栓与第二粉碎腔外壳固定，所述第二粉碎腔内腔上设

置有与固定螺栓相配合的螺孔I，所述第二粉碎腔外壳上设置有与固定螺栓相配合的螺孔

II；

[0019] 所述粉碎腔内腔一端设置有把手；

[0020] 优选的是，所述第一粉碎腔内设置有限位块。

[0021] 优选的是，所述第二粉碎腔内设置有限位块。

[002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在第一粉碎腔内通过采用压块对大块的中药进行粉

碎，粉碎后的中药通过滤网进入第二粉碎腔中，被刀片进行进一步的粉碎，第二次粉碎完成

后的中药通过滤网进入第三粉碎腔中，被研磨辊轮进行第三次粉碎。通过三次粉碎，省时省

力，提高粉碎效果和效率，并且粉碎程度好，同时密闭的粉碎仓可以减少粉碎过程中药材的

浪费，节约药材资源。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主视图；

[0024] 图2为本实用新型右视图；

[0025] 图3为本实用新型A-A剖视图；

[0026] 图4为本实用新型粉碎腔内腔主视图；

[0027] 图5为本实用新型粉碎腔内腔右视图；

[0028] 图6为本实用新型粉碎腔内腔B-B剖视图；

[0029] 图7为本实用新型第一粉碎装置示意图；

[0030] 图8为本实用新型第二粉碎装置示意图；

[0031] 图9为本实用新型第三粉碎装置示意图；

[0032] 图中，101-底座，102-底部支架，103-中部支架，104-进料斗，105-第一粉碎腔，

106-第二粉碎腔，107-第三粉碎腔，108-出料斗，109-电机，110-电机支架，111-传动装置，

112-传动轴，113-辅助传动装置，201-第一滤网，202-第二滤网，301-第一粉碎腔内腔，302-

螺栓I，303-螺孔I，304-凸边，305-螺孔II，306-把手，307-第一粉碎腔内腔，308-第二粉碎

腔内腔，401-固定螺栓，402-限位块，601-压块，602-电动推杆，701-刀片，702-刀架，801-研

磨辊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砂仁粉碎机，技术方案如下：

[0034] 如图1至9所示，一种砂仁粉碎机，包括底座101，所述底座101上设置有第二粉碎腔

106，所述第二粉碎腔106通过底部支架102固定在底座101上；

[0035] 所述第二粉碎腔106上方设置有第一粉碎腔105，所述第一粉碎腔105通过中部支

架103与第二粉碎腔106连接固定；

[0036] 所述第二粉碎腔下方设置有第三粉碎腔107，所述第三粉碎腔下方设置有出料斗

108；

[0037] 所述第一粉碎腔105上方设置有进料斗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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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所述底座上设置有电机109，所述电机109通过电机支架110固定在底座101上；

[0039] 所述电机109上连接有传动装置111，所述传动装置111通过传动轴112与辅助传动

装置113连接；

[0040] 所述第一粉碎腔105内设置有第一粉碎腔内腔307，所述第一粉碎腔105下方外壳

上设置有第一滤网201；

[0041] 所述第二粉碎腔106内设置有第二粉碎腔内腔308，所述第一粉碎腔105下方外壳

上设置有第二滤网202；

[0042] 所述第一滤网（201）的目数小于所述第二滤网（202）的目数；

[0043] 所述第一粉碎腔内腔307内设置有第一粉碎装置，所述第一粉碎装置为电动推杆

602，所述电动推杆602上设置有压块601；

[0044] 所述第二粉碎腔内腔308内设置有第二粉碎装置，所述第二粉碎装置为刀架702，

所述刀架702上设置有刀片701；

[0045] 所述第三粉碎腔107中设置有第三粉碎装置，所述第三粉碎装置为研磨辊轮801；

[0046] 所述粉碎腔内腔301为两个半圆形哈夫结构，所述粉碎腔内腔上设置有缺口，所述

半圆形哈夫结构上设置有凸边304，所述两个半圆形哈夫结构通过螺栓I302连接，所述凸边

304上设置有与螺栓302相配合的螺孔；

[0047] 所述第一粉碎腔内腔307通过固定螺栓401与第一粉碎腔外壳固定，所述第一粉碎

腔内腔307上设置有与固定螺栓401相配合的螺孔I303，所述第一粉碎腔外壳上设置有与固

定螺栓401相配合的螺孔II305；

[0048] 第二粉碎腔内腔308通过固定螺栓401与第二粉碎腔外壳固定，所述第二粉碎腔内

腔308上设置有与固定螺栓401相配合的螺孔I303，所述第二粉碎腔外壳上设置有与固定螺

栓401相配合的螺孔II305；

[0049] 所述粉碎腔内腔301一端设置有把手306。

[0050] 优选的是，所述第一粉碎腔105内设置有限位块402。

[0051] 优选的是，所述第二粉碎腔106内设置有限位块402。

[0052] 进行粉碎工作时，通过粉碎腔内腔301上的把手306转动粉碎腔内腔301，使粉碎腔

内腔301上预留的缺口对其进料斗104下端，使中药进入第一粉碎腔内腔307中，通过把手

306转动第一粉碎腔内腔307，当螺孔I303和螺孔II305对齐时，使用固定螺栓401固定第一

粉碎腔内腔307，进行第一次粉碎作业。

[0053] 当第一次粉碎完成时，通过把手306,转动第二粉碎腔内腔308，当把手306呈水平

时，并且可继续顺时针转动时，说明第二粉碎腔内腔308上的缺口正对第一滤网，取下固定

螺栓401，逆时针转动第一粉碎腔内腔307，当第一粉碎腔内腔307上的凸边304碰到限位块

402时，说明第一粉碎腔内腔缺口对齐第一滤网201，使通过第一次粉碎后的药材进入第二

粉碎腔内腔308中，转动第二粉碎腔内腔308并将其固定后，进行第二次粉碎作业。

[0054] 当第二次粉碎作业完成后，取下固定螺栓401，逆时针转动第二粉碎腔内腔308，当

第二粉碎腔内腔308上的凸边304碰到限位块402时，说明第二粉碎腔内腔缺口对齐第二滤

网202，使通过第二次粉碎后的药材进入第三粉碎腔内腔107中，进行第三次粉碎。

[0055] 通过第三次粉碎完成后的药材通过出料斗108落入预先防止后的药材收集盒内。

[0056] 当粉碎工作完成后，可以取下第一粉碎腔内腔以及第二粉碎腔内腔，使用毛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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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工具对第一滤网以及第二滤网进行清理，防止滤网堵塞。

[0057]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在第一粉碎腔内通过采用压块对大块的中药进行粉

碎，粉碎后的中药通过滤网进入第二粉碎腔中，被刀片进行进一步的粉碎，第二次粉碎完成

后的中药通过滤网进入第三粉碎腔中，被研磨辊轮进行第三次粉碎。通过三次粉碎，省时省

力，提高粉碎效果和效率，并且粉碎程度好，同时密闭的粉碎仓可以减少粉碎过程中药材的

浪费，节约药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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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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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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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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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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