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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谷物磨粉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苦荞加工领域，
具体地涉及一种
谷物磨粉机，
包括磨粉台，
还包括磨压机构和推
料机构 ，
所述磨粉台的顶部开设有圆形磨压切
槽，
磨压切槽的中心处设有圆形穿口 ，
圆形穿口
的一侧设有用于下料的条形穿口，
条形穿口内设
有条形挡板，
磨压机构包括水平旋转磨压组件，
水平旋转磨压组件包括磨压辊轮和驱动组件，
磨
压辊轮设置在磨压切槽的内部，
驱动组件包括有
旋转内轴和驱动电机，
驱动电机呈竖直设置并且
输出端与旋转内轴固定连接，
旋转内轴的一端穿
过圆形穿口向上延伸，
推料机构包括有推料板和
翻转组件，
该设备可将苦荞高产量的进行磨粉，
并且操作简单，
增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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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谷物磨粉机，
其特征在于：
包括磨粉台（1），
还包括磨压机构和推料机构，
所述磨
粉台（1）的顶部开设有圆形磨压切槽（2），
磨压切槽（2）的中心处设有圆形穿口，
圆形穿口的
一侧设有用于下料的条形穿口（3），
条形穿口（3）内设有一个一端能够延伸磨压切槽（2）中
心处旋转的条形挡板（4），
磨压机构包括水平旋转磨压组件，
水平旋转磨压组件包括一个能
够沿着磨压切槽（2）的内部旋转的磨压辊轮（5）和用于驱动磨压滚轮移动的驱动组件（6），
磨压辊轮（5）设置在磨压切槽（2）的内部，
并且磨压辊轮（5）的外圈能够与磨压切槽（2）的内
部底部抵触，
驱动组件（6）包括有旋转内轴（7）和驱动电机（8），
驱动电机（8）设置在磨粉台
（1）的下方，
驱动电机（8）呈竖直设置并且输出端与旋转内轴（7）固定连接，
旋转内轴（7）的
一端穿过圆形穿口向上延伸，
旋转内轴（7）的延伸端与辊轮传动连接，
推料机构包括有用于
推料的推料板（9）和用于驱动推料板（9）翻转的翻转组件（10），
翻转组件（10）固定安装在旋
转内轴（7）的顶部，
推料板（9）呈竖直设置在模压切槽的内部，
推料板（9）的长度等于磨压切
槽（2）的半径，
推料板（9）的底部能够与磨压切槽（2）的底部抵触，
推料板（9）的顶部一侧与
翻转组件（10）的工作端固定连接。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谷物磨粉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磨压切槽（2）的圆形穿口
内部设有呈竖直设置的外套杆（11），
条形挡板（4）的一端向外套杆（11）的内部延伸，
磨粉台
（1）的内部设有用于供条形挡板（4）移动的扇形内槽（12），
外套杆（11）上设有用于避让条形
挡板（4）的条形避让口（13），
条形挡板（4）的延伸端设有一个中部套杆（14），
该中部套杆
（14）的轴线与外套杆（11）的轴线相同 ，
中部套杆（14）通过第一轴承设置在外部套杆的内
部，
旋转内轴（7）通过第二轴承设置在中部套杆（14）的内部。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谷物磨粉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中部套杆（14）的底部向磨
粉台（1）的底部延伸，
中部套杆（14）的延伸端设有副齿轮（15），
副齿轮（15）与中部套杆（14）
固定连接，
副齿轮（15）的一侧设有主齿轮（16），
主齿轮（16）与副齿轮（15）啮合设置，
副齿轮
（15）的下方设有中空矩形架（17），
矩形架（17）的内部设有旋转电机（18），
旋转电机（18）的
输出端贯穿矩形架（17）的顶部与主齿轮（16）的中心处固定连接，
驱动电机（8）固定安装在
矩形架（17）的内部，
驱动电机（8）的输出端贯穿矩形架（17）的顶部与旋转内轴（7）的底部固
定连接。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谷物磨粉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翻转组件（10）包括套座
（19）、翻转电机（20）、摇杆（21）、
导杆（22）和固定杆（23），
套座（19）呈水平固定安装在旋转
内杆的顶部，
翻转电机（20）呈水平固定安装在套座（19）的顶部，
套座（19）远离磨压辊轮（5）
的顶部一端设有呈竖直设置的轴承座（24），
翻转电机（20）的输出端能够旋转的穿过轴承座
（24）的内圈向外延伸，
摇杆（21）的一端与翻转电机（20）的输出端固定连接，
导杆（22）设置
在套杆的另一端，
摇杆（21）靠近导杆（22）的一端设有拨动柱（25），
导杆（22）上设有用于供
拨动柱（25）直线移动的直线滑道（26），
导杆（22）远离摇杆（21）的一侧设有L型固定架（27），
L型固定架（27）上设有第三轴承，
导杆（22）靠近摇杆（21）的一端设有铰接柱（28），
铰接柱
（28）位于导杆（22）远离摇杆（21）的一侧，
铰接柱（28）的一端能够旋转的插设于第三轴承的
内圈，
固定杆（23）的一端与导杆（22）远离摇杆（21）的一端侧壁固定连接，
固定杆（23）的另
一端与推料板（9）的顶部一端固定连接。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谷物磨粉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磨压辊轮（5）的中端设有
贯穿两面的圆形穿孔（29），
圆形穿孔（29）的内部设有导向固定杆（30），
导向固定杆（30）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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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第四轴承能够旋转的设置在圆形穿孔（29）的内部，
导向固定杆（30）靠近旋转内杆的一端
设有固定环（31），
固定环（31）固定安装在旋转内杆上，
固定环（31）的一端与导向固定杆
（30）的一端固定连接。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谷物磨粉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推料板（9）的一侧底端设
有倾斜条（32），
该倾斜条（32）横截面为三角体结构，
倾斜条（32）与推料板（9）的侧壁固定连
接。
7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谷物磨粉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磨粉台（1）的下方设有下
料轨道（33），
该下料轨道（33）的宽度等于条形穿口（3）的长度，
该下料轨道（33）倾斜向下设
置，
该下料轨道（33）与磨粉台（1）的底部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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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谷物磨粉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苦荞加工领域，
具体地，
涉及一种谷物磨粉机。
背景技术
[0002] 苦荞是自然界中甚少的药食两用作物，
苦荞七大营养素完全集于一身，
不是药，
不是保健品，
是能当饭吃的食品，
因为其特殊的生长环境，
本身苦荞就富含硒的，
可以对人
体起到自然补充硒的作用，
有着卓越的营养保健价值和非凡的食疗功效。据《本草纲目》记
载：
苦荞味苦，
性平寒，
能实肠胃，
益气力，
续精神，
利耳目，
炼五脏 渣秽，
在《千金要方》、
《中
药大辞典》及相关文献中对苦荞都有记载，
可安神、
活气血、
降气宽 肠、
清热肿风痛、
祛积化
滞、清肠、润肠、
通便、止咳、平喘、
抗炎、
抗过敏、
强心、减肥、美容等功效，
苦荞磨粉后，
更加
利于人们对影响的吸收，
谷物磨粉机是将苦荞研磨成粉末状的机器，
现有的苦荞研磨成粉
末状的机器在结构比较单一，
需要将苦荞依次的倒入现有磨粉机器的进料口进行磨粉，
并
且这样效率低下，
并且费时费力，
因此，
我们提出了一种谷物磨粉机，
以便于解决上述提出
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
本发明提供一种谷物磨粉机，
该设备可将苦荞高产量的进
行磨粉，
并且操作简单，
增加效率。
[0004]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谷物磨粉机 ，
包括磨粉台，
还包括磨压机构和推料机构，
所述
磨粉台的顶部开设有圆形磨压切槽，
磨压切槽的中心处设有圆形穿口，
圆形穿口的一侧设
有用于下料的条形穿口，
条形穿口内设有一个一端能够延伸磨压切槽中心处旋转的条形挡
板，
磨压机构包括水平旋转磨压组件，
水平旋转磨压组件包括一个能够沿着磨压切槽的内
部旋转的磨压辊轮和用于驱动磨压滚轮移动的驱动组件，
磨压辊轮设置在磨压切槽的内
部，
并且磨压辊轮的外圈能够与磨压切槽的内部底部抵触，
驱动组件包括有旋转内轴和驱
动电机，
驱动电机设置在磨粉台的下方，
驱动电机呈竖直设置并且输出端与旋转内轴固定
连接，
旋转内轴的一端穿过圆形穿口向上延伸，
旋转内轴的延伸端与辊轮传动连接，
推料机
构包括有用于推料的推料板和用于驱动推料板翻转的翻转组件，
翻转组件固定安装在旋转
内轴的顶部，
推料板呈竖直设置在模压切槽的内部，
推料板的长度等于磨压切槽的半径，
推
料板的底部能够与磨压切槽的底部抵触，
推料板的顶部一侧与翻转组件的工作端固定连
接。
[0005] 优选地，
所述磨压切槽的圆形穿口内部设有呈竖直设置的外套杆，
条形挡板的一
端向外套杆的内部延伸，
磨粉台的内部设有用于供条形挡板移动的扇形内槽，
外套杆上设
有用于避让条形挡板的条形避让口，
条形挡板的延伸端设有一个中部套杆，
该中部套杆的
轴线与外套杆的轴线相同，
中部套杆通过第一轴承设置在外部套杆的内部，
旋转内轴通过
第二轴承设置在中部套杆的内部。
[0006] 优选地，
所述中部套杆的底部向磨粉台的底部延伸，
中部套杆的延伸端设有副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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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
副齿轮与中部套杆固定连接，
副齿轮的一侧设有主齿轮，
主齿轮与副齿轮啮合设置，
副
齿轮的下方设有中空矩形架，
矩形架的内部设有旋转电机，
旋转电机的输出端贯穿矩形架
的顶部与主齿轮的中心处固定连接，
驱动电机固定安装在矩形架的内部，
驱动电机的输出
端贯穿矩形架的顶部与旋转内轴的底部固定连接。
[0007] 优选地，
所述翻转组件包括套座、翻转电机、摇杆、
导杆和固定杆，
套座呈水平固定
安装在旋转内杆的顶部，
翻转电机呈水平固定安装在套座的顶部，
套座远离磨压辊轮的顶
部一端设有呈竖直设置的轴承座，
翻转电机的输出端能够旋转的穿过轴承座的内圈向外延
伸，
摇杆的一端与翻转电机的输出端固定连接，
导杆设置在套杆的另一端，
摇杆靠近导杆的
一端设有拨动柱，
导杆上设有用于供拨动柱直线移动的直线滑道，
导杆远离摇杆的一侧设
有L型固定架，
L型固定架上设有第三轴承，
导杆靠近摇杆的一端设有铰接柱，
铰接柱位于导
杆远离摇杆的一侧，
铰接柱的一端能够旋转的插设于第三轴承的内圈，
固定杆的一端与导
杆远离摇杆的一端侧壁固定连接，
固定杆的另一端与推料板的顶部一端固定连接。
[0008] 优选地，
所述磨压辊轮的中端设有贯穿两面的圆形穿孔，
圆形穿孔的内部设有导
向固定杆，
导向固定杆通过第四轴承能够旋转的设置在圆形穿孔的内部，
导向固定杆靠近
旋转内杆的一端设有固定环，
固定环固定安装在旋转内杆上，
固定环的一端与导向固定杆
的一端固定连接。
[0009] 优选地，
所述推料板的一侧底端设有倾斜条，
该倾斜条横截面为三角体结构，
倾斜
条与推料板的侧壁固定连接。
[0010] 优选地，
所述磨粉台的下方设有下料轨道，
该下料轨道的宽度等于条形穿口的长
度，
该下料轨道倾斜向下设置，
该下料轨道与磨粉台的底部固定连接。
[0011] 有益效果：
一种谷物磨粉机，
磨粉时 ，
通过人工将需要磨粉的苦荞倒入磨压切槽
内，
旋转内轴旋转带动固定环和导向固定杆水平旋转，
并带动磨压辊轮沿着模压切槽移动，
将模压切槽内的苦荞进行磨粉操作，
当苦荞磨粉完毕，
启动旋转电机，
旋转电机带动主齿轮
与副齿轮旋转，
副齿轮带动中部套杆旋转，
中部套杆带动条形挡板旋转移动，
条形挡板移动
时，
可将条形挡板移动到扇形内槽内部，
并展开条形穿口进行下料，
中部套杆旋转时通过第
一轴承不影响外部套杆自转，
旋转内轴旋转时通过第二轴承不影响中部套杆自转，
当条形
穿口处于展开状态时，
启动翻转电机，
翻转电机带动摇杆的一端九十度旋转，
摇杆的另一端
的拨动柱抵触导杆的直线滑道，
并带动导杆同时旋转九十度，
导杆通过固定杆带动推料板
同时翻转九十度，
这时推料板的底部抵触磨压切槽的底部，
并通过旋转内轴带动旋转，
将磨
压切槽内的磨好的苦荞进行推移。设置的倾斜条在推料板推料时更好的将磨好的苦荞粉末
进行推送，
磨压切槽内磨好的苦荞通过推料板进行推移，
并将其推送到条形穿口的位置，
将
所有磨好的苦荞通过条形穿口移送到下料轨道进行下料，
该设备可将苦荞高产量的进行磨
粉，
并且操作简单，
增加效率。
附图说明
[0012]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申请的进一步理解，
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
本申
请的示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申请，
并不构成对本申请的不当限定。在附图中：
图1为实施例中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一；
图2为实施例中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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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为实施例中的侧视图；
图4为实施例中的俯视图；
图5为实施例中的图4中沿A-A处的剖视图；
图6为实施例中的图4中沿B-B处的剖视图；
图7为实施例中的图6中C处放大图；
图8为实施例中的局部分解图；
附图标记说明：
磨粉台1，
磨压切槽2，
条形穿口3，
条形挡板4，
磨压辊轮5，
驱动组件6，
旋
转内轴7，
驱动电机8，
推料板9，
翻转组件10，
外套杆11，扇形内槽12，
条形避让口13，
中部套
杆14，
副齿轮15，
主齿轮16，
矩形架17，
旋转电机18，
套座19，
翻转电机20，
摇杆21，
导杆22，
固
定杆23，
轴承座24，
拨动柱25，
直线滑道26，
L型固定架27，
铰接柱28，
圆形穿孔29，
导向固定
杆30，
固定环31，
倾斜条32，
下料轨道33。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以下将以图式揭露本发明的多个实施方式，
为明确说明起见，
许多实务上的细节
将在以下叙述中一并说明。然而，
应了解到，
这些实务上的细节不应用以限制本发明。也就
是说，
在本发明的部分实施方式中，
这些实务上的细节是非必要的。此外，
为简化图式起见，
一些习知惯用的结构与组件在图式中将以简单的示意的方式绘示之。
[0014] 参照图1至图8所示的一种谷物磨粉机 ，
包括磨粉台1，
还包括磨压机构和推料机
构，
所述磨粉台1的顶部开设有圆形磨压切槽2，
磨压切槽2的中心处设有圆形穿口，
圆形穿
口的一侧设有用于下料的条形穿口3，
条形穿口3内设有一个一端能够延伸磨压切槽2中心
处旋转的条形挡板4，
磨压机构包括水平旋转磨压组件，
水平旋转磨压组件包括一个能够沿
着磨压切槽2的内部旋转的磨压辊轮5和用于驱动磨压滚轮移动的驱动组件6，
磨压辊轮5设
置在磨压切槽2的内部，
并且磨压辊轮5的外圈能够与磨压切槽2的内部底部抵触，
驱动组件
6包括有旋转内轴7和驱动电机8，
驱动电机8设置在磨粉台1的下方，
驱动电机8呈竖直设置
并且输出端与旋转内轴7固定连接，
旋转内轴7的一端穿过圆形穿口向上延伸，
旋转内轴7的
延伸端与辊轮传动连接，
推料机构包括有用于推料的推料板9和用于驱动推料板9翻转的翻
转组件10，
翻转组件10固定安装在旋转内轴7的顶部，
推料板9呈竖直设置在模压切槽的内
部，
推料板9的长度等于磨压切槽2的半径，
推料板9的底部能够与磨压切槽2的底部抵触，
推
料板9的顶部一侧与翻转组件10的工作端固定连接，
通过人工将准备磨粉的苦荞倒入磨压
切槽2内，
启动驱动电机8，
驱动电机8带动旋转内轴7旋转，
并带动模压辊轮沿着模压切槽内
部移动，
并将所有需要磨粉的苦荞进行挤压磨粉操作，
当磨粉完毕，
打开条形挡板4，
翻转组
件10将推料板9翻转到磨压切槽2内，
此时驱动电机8处于启动状态，
推料板9通过旋转内杆
旋转移动并将模压槽内的苦荞全部移入条形穿口3内进行下料。
[0015] 所述磨压切槽2的圆形穿口内部设有呈竖直设置的外套杆11，
条形挡板4的一端向
外套杆11的内部延伸，
磨粉台1的内部设有用于供条形挡板4移动的扇形内槽12，
外套杆11
上设有用于避让条形挡板4的条形避让口13，
条形挡板4的延伸端设有一个中部套杆14，
该
中部套杆14的轴线与外套杆11的轴线相同，
中部套杆14通过第一轴承设置在外部套杆的内
部，
旋转内轴7通过第二轴承设置在中部套杆14的内部，
条形挡板4移动时，
可将条形挡板4
移动到扇形内槽12内部，
并展开条形穿口3进行下料，
中部套杆14旋转时通过第一轴承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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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外部套杆自转，
旋转内轴7旋转时通过第二轴承不影响中部套杆14自转。
[0016] 所述中部套杆14的底部向磨粉台1的底部延伸，
中部套杆14的延伸端设有副齿轮
15，
副齿轮15与中部套杆14固定连接，
副齿轮15的一侧设有主齿轮16，
主齿轮16与副齿轮15
啮合设置，
副齿轮15的下方设有中空矩形架17，
矩形架17的内部设有旋转电机18，
旋转电机
18的输出端贯穿矩形架17的顶部与主齿轮16的中心处固定连接，
驱动电机8固定安装在矩
形架17的内部，
驱动电机8的输出端贯穿矩形架17的顶部与旋转内轴7的底部固定连接，
当
苦荞磨粉完毕，
启动旋转电机18，
旋转电机18带动主齿轮16与副齿轮15旋转，
副齿轮15带动
中部套杆14旋转，
中部套杆14带动条形挡板4旋转移动。
[0017] 所述翻转组件10包括套座19、
翻转电机20、摇杆21、导杆22和固定杆23，
套座19呈
水平固定安装在旋转内杆的顶部，
翻转电机20呈水平固定安装在套座19的顶部，
套座19远
离磨压辊轮5的顶部一端设有呈竖直设置的轴承座24，
翻转电机20的输出端能够旋转的穿
过轴承座24的内圈向外延伸，
摇杆21的一端与翻转电机20的输出端固定连接，
导杆22设置
在套杆的另一端，
摇杆21靠近导杆22的一端设有拨动柱25，
导杆22上设有用于供拨动柱25
直线移动的直线滑道26，
导杆22远离摇杆21的一侧设有L型固定架27，
L型固定架27上设有
第三轴承，
导杆22靠近摇杆21的一端设有铰接柱28，
铰接柱28位于导杆22远离摇杆21的一
侧，
铰接柱28的一端能够旋转的插设于第三轴承的内圈，
固定杆23的一端与导杆22远离摇
杆21的一端侧壁固定连接，
固定杆23的另一端与推料板9的顶部一端固定连接，
当磨压切槽
2内的苦荞磨粉完毕后，启动翻转电机20，
翻转电机20带动摇杆21的一端九十度旋转，
摇杆
21的另一端的拨动柱25抵触导杆22的直线滑道26，
并带动导杆22同时旋转九十度，
导杆22
通过固定杆23带动推料板9同时翻转九十度，
这时推料板9的底部抵触磨压切槽2的底部，
并
通过旋转内轴7带动旋转，
将磨压切槽2内的磨好的苦荞进行推移。
[0018] 所述磨压辊轮5的中端设有贯穿两面的圆形穿孔29，
圆形穿孔29的内部设有导向
固定杆30，
导向固定杆30通过第四轴承能够旋转的设置在圆形穿孔29的内部，
导向固定杆
30靠近旋转内杆的一端设有固定环31，
固定环31固定安装在旋转内杆上，
固定环31的一端
与导向固定杆30的一端固定连接，
磨粉时，
旋转内轴7旋转带动固定环31和导向固定杆30水
平旋转，
并带动磨压辊轮5沿着模压切槽移动，
将模压切槽内的苦荞进行磨粉操作。
[0019] 所述推料板9的一侧底端设有倾斜条32，
该倾斜条32横截面为三角体结构，
倾斜条
32与推料板9的侧壁固定连接，
设置的倾斜条32在推料板9推料时更好的将磨好的苦荞粉末
进行推送。
[0020] 所述磨粉台1的下方设有下料轨道33，
该下料轨道33的宽度等于条形穿口3的长
度，
该下料轨道33倾斜向下设置，
该下料轨道33与磨粉台1的底部固定连接，
磨压切槽2内磨
好的苦荞通过推料板9进行推移，
并将其推送到条形穿口3的位置，
将所有磨好的苦荞通过
条形穿口3移送到下料轨道33进行下料。
[0021] 工作原理：
磨粉时，
通过人工将需要磨粉的苦荞倒入磨压切槽2内，
旋转内轴7旋转
带动固定环31和导向固定杆30水平旋转，
并带动磨压辊轮5沿着模压切槽移动，
将模压切槽
内的苦荞进行磨粉操作，
当苦荞磨粉完毕，
启动旋转电机18，
旋转电机18带动主齿轮16与副
齿轮15旋转，
副齿轮15带动中部套杆14旋转，
中部套杆14带动条形挡板4旋转移动，
条形挡
板4移动时，
可将条形挡板4移动到扇形内槽12内部，
并展开条形穿口3进行下料，
中部套杆
14旋转时通过第一轴承不影响外部套杆自转，
旋转内轴7旋转时通过第二轴承不影响中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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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杆14自转，
当条形穿口3处于展开状态时，启动翻转电机20，
翻转电机20带动摇杆21的一
端九十度旋转，
摇杆21的另一端的拨动柱25抵触导杆22的直线滑道26，
并带动导杆22同时
旋转九十度，
导杆22通过固定杆23带动推料板9同时翻转九十度，
这时推料板9的底部抵触
磨压切槽2的底部，
并通过旋转内轴7带动旋转，
将磨压切槽2内的磨好的苦荞进行推移。设
置的倾斜条32在推料板9推料时更好的将磨好的苦荞粉末进行推送，
磨压切槽2内磨好的苦
荞通过推料板9进行推移，
并将其推送到条形穿口3的位置，
将所有磨好的苦荞通过条形穿
口3移送到下料轨道33进行下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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