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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中医治疗内分泌失调用药物研磨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中药加工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
种中医治疗内分泌失调用药物研磨装置，
包括圆
柱形的粉碎室，
粉碎室上设有进料筒；
所述粉碎
室一端连接有研磨室，
研磨室远离粉碎室的一端
连接有下料筒；
所述粉碎室远离研磨室的一端连
接有传动装置，
传动装置上连接有动力组件；
所
述传动装置包括与动力组件相连接的往复结构
和传动结构，
传动结构上连接有主轴，
主轴上连
接有与研磨室相对应的研磨结构；
所述传动结构
上还连接有粉碎传动组件，
粉碎传动组件上连接
有粉碎轴，
粉碎轴上连接有斩拌刀；
所述往复结
构上连接有与粉碎轴相对应的转动结构，
往复结
构通过转动结构带动粉碎轴扇形滑动；
本发明有
效的解决了现有中药研磨装置粉碎效果及研磨
效果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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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中医治疗内分泌失调用药物研磨装置，
包括圆柱形的粉碎室(6) ，
粉碎室(6)上
设有进料筒(9)；
所述粉碎室(6)一端连接有研磨室(5) ，
研磨室(5)远离粉碎室(6)的一端连
接有下料筒(4) ；
其特征在于：
所述粉碎室(6)远离研磨室(5)的一端连接有传动装置(16) ，
传动装置(16)上连接有动力组件；
所述传动装置(16)包括与动力组件相连接的往复结构和
传动结构，
传动结构上连接有主轴(17) ，
主轴(17)上连接有与研磨室(5)相对应的研磨结构
(12) ；
所述传动结构上还连接有粉碎传动组件，
粉碎传动组件上连接有粉碎轴(18)，
粉碎轴
(18)上连接有斩拌刀(15) ；
所述往复结构上连接有与粉碎轴(18)相对应的转动结构，
往复
结构通过转动结构带动粉碎轴(18)扇形滑动。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医治疗内分泌失调用药物研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粉碎室
(6)一端连接有与传动结构相对应的传动室(7) ，
传动室(7)上连接有与往复结构相对应的
往复室(8) ；
所述往复结构包括与动力组件相连接的往复主动轮(1601)，
往复主动轮(1601)
上转动连接连接有往复连杆(1615)，
往复连杆(1615)远离往复主动轮(1601)的一端转动连
接有扇形齿轮(1602)，
扇形齿轮(1602)与往复室(8)转动连接；
所述扇形齿轮(1602)上啮合
有加速齿轮组，
加速齿轮组包括与扇形齿轮(1602)相啮合的加速主动齿轮(1603) ，
加速主
动齿轮(1603)同轴连接有加速大齿轮(1604) ，加速大齿轮(1604)上啮合有加速小齿轮
(1605) ；
所述加速小齿轮(1605)同轴连接有转向齿轮组(1606) ，
转向齿轮组(1606)与转动
结构相连接。
3 .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中医治疗内分泌失调用药物研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传动结
构包括与往复主动轮(1601)相啮合的主动惰轮(1613)，
主动惰轮(1613)上啮合有从动惰轮
(1614) ；
所述从动惰轮(1614)上啮合有上粉碎主动轮(1616) ，
上粉碎主动轮(1616)与往复
主动轮(1601)同轴设置，
上粉碎主动轮(1616)固接于主轴(17)上；
所述粉碎传动组件包括
与主轴(17)固接的下粉碎主动轮(1607) ，
下粉碎主动轮(1607)上啮合有多个粉碎从动轮
(1612) ，
粉碎从动轮(1612)上均啮合有粉碎齿轮(1609) ，
粉碎齿轮(1609)与粉碎轴(18)固
接。
4 .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中医治疗内分泌失调用药物研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转动结
构包括与转向齿轮组 (1606)的输出端相连接的蜗杆(1617) ，蜗杆(1617)上啮合有蜗轮
(1618) ，
蜗轮(1618)上固接有转动轴，
粉碎从动轮(1612)与转动轴转动连接；
所述转动轴上
固接有主动杆(1610) ，
主动杆(1610)与粉碎齿轮(1609)转动连接；
另外的所述粉碎从动轮
(1612)上转动连接有L型杆(1619) ，
L型杆(1619)的中部与相应的粉碎从动杆转动连接；
所
述主动杆(1610)和L型杆(1619)上均转动连接有牵引杆(1611)，
牵引杆(1611)与相邻的L型
杆(1619)、相邻的L型杆(1619)之间之间通过牵引杆(1611)相连接。
5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医治疗内分泌失调用药物研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研磨结
构(12)包括与主轴(17)相连接的行星齿轮组，
行星齿轮组上连接有研磨组件；
所述行星齿
轮组包括与主轴 (17) 固接的太阳轮 (1202) ，太阳轮 (1202) 上啮合有多个小行星齿轮
(1203) ，
粉碎室(6)上固接有与小行星齿轮(1203)相啮合的外齿圈(1201) ；
所述研磨室(5)
上转动连接有与小行星齿轮(1203)相对应的行星架(1205) ，
小行星齿轮(1203)与行星架
(1205)转动连接，
行星架(1205)上设有与主轴(17)相对应的穿孔。
6 .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中医治疗内分泌失调用药物研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研磨组
件包括与行星架 (1205) 上固接有研磨架 (1206) ，研磨架 (1206) 上转动连接有研磨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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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4) ；
所述研磨架(1206)上设有与主轴(17)相对应的容纳腔，
容纳腔内设有固接于主轴
(17)上的主动伞形轮，
主动伞形轮上啮合有从动伞形轮(1208) ，
从动伞形轮(1208)上固接
有与研磨轮(1204)固接的转轴(1207)。
7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医治疗内分泌失调用药物研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粉碎室
(6)靠近传动室(7)的一端设有粉碎室顶板(20) ，
粉碎室(6)另一端设有粉碎室底板(14) ，
粉
碎室底板(14)和粉碎室顶板(20)上均设有与粉碎轴(18)相配合的滑槽(1608)，
粉碎轴(18)
上设有与滑槽(1608)相配合的密封板(19) ；
所述粉碎室底板(14)上设有与研磨室(5)相对
应的连接孔，
研磨室(5)上设有与连接孔相对应的输送筒(21)。
8 .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中医治疗内分泌失调用药物研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研磨室
(5)靠近粉碎室(6)的一端设有研磨室顶板(13) ，
研磨室顶板(13)上设有与输送筒(21)相对
应的下料口；
所述研磨室(5)另一端连接有研磨室底板(11)，
研磨室底板(11)上设有与下料
筒(4)相对应的下料孔；
所述研磨室顶板(13)和粉碎室底板(14)之间形成保护腔，
行星齿轮
组设于保护腔内。
9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医治疗内分泌失调用药物研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下料筒
(4)上设有振动电机(3)，
下料筒(4)上设有出料口，
出料口上螺接有收集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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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中医治疗内分泌失调用药物研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中药加工技术领域，
涉及一种药物研磨装置，
具体涉及一种中医治疗
内分泌失调用药物研磨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内分泌是负责调控动物体内各种生理功能正常运作的两大控制系统之一，
由分泌
激素(荷尔蒙)的无导管腺体(内分泌腺)所组成。正常情况下各种激素是保持平衡的，
如因
某种原因使这种平衡打破了(某种激素过多或过少)这就造成内分泌失调，
会引起相应的临
床表现。
中药是以中国传统医药理论指导采集、
炮制、制剂，
说明作用机理，
指导临床应用的
药物，
在内分泌调理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但是为了使部分药物达到更加容易吸收利
用，
提高药物的效力、适量缩短熬制时间，
需要对药物进行细小化处理，
目前的处理方法基
本保持传统的加工方法，
即主要以刀切、铡以及研磨进行加工，
造成熬制时间长，
增加熬制
者的劳动强度，
吸收效果不佳，
也给患者带来较大经济负担。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情况，
为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中医治疗内分泌失调
用药物研磨装置，
有效的解决了现有中药研磨装置粉碎效果及研磨效果差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一种中医治疗内分泌失调用药物研
磨装置，
包括圆柱形的粉碎室，
粉碎室上设有进料筒；
所述粉碎室一端连接有研磨室，
研磨
室远离粉碎室的一端连接有下料筒；
所述粉碎室远离研磨室的一端连接有传动装置，
传动
装置上连接有动力组件；
所述传动装置包括与动力组件相连接的往复结构和传动结构，
传
动结构上连接有主轴，
主轴上连接有与研磨室相对应的研磨结构；
所述传动结构上还连接
有粉碎传动组件，
粉碎传动组件上连接有粉碎轴，
粉碎轴上连接有斩拌刀；
所述往复结构上
连接有与粉碎轴相对应的转动结构，
往复结构通过转动结构带动粉碎轴扇形滑动。
[0005] 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06] 1、
本发明在使用时，
电机带动往复结构动作和传动结构同步运动；
传动结构带动
粉碎传动组件转动，
粉碎传动组件带动粉碎轴转动，
粉碎轴带动斩拌刀转动对中药进行粉
碎；
与此同时，
往复结构带动转动结构动作，
转动结构往复带动粉碎轴沿扇形运动；
即在粉
碎轴18带动斩拌刀转动的同时粉碎轴沿扇形运动对中药进行粉碎，
粉碎轴和斩拌刀将粉碎
室内的中药打乱粉碎，
同时斩拌刀的作用面积增大，
提高本发明的粉碎效果。
[0007] 2、
研磨结构在使用时，
主轴带动太阳轮转动，
太阳轮带动小行星齿轮沿外齿圈转
动，
小行星齿轮带动行星架转动，
行星架带动研磨架转动，
研磨架带动研磨轮运动；
与此同
时，
主轴带动主动伞形轮转动，
主动伞形轮带动从动伞形轮转动，
从动伞形轮通过转轴带动
研磨轮转动对中药进行研磨。即在研磨轮周向转动的同时，
沿转轴转动，
提高研磨轮的研磨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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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本发明的轴测图；
[0009] 图2为本发明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0] 图3为本发明的主视图；
[0011] 图4为本发明中图3中A-A的剖面图；
[0012] 图5为本发明中粉碎结构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3] 图6为本发明中传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7为本发明中往复结构的第一轴测图；
[0015] 图8为本发明中往复结构的第二轴测图；
[0016] 图9为本发明中往复结构的第三轴测图；
[0017] 图10为本发明中传动结构的轴测图；
[0018] 图11为本发明中研磨结构的轴测图；
[0019] 图12为本发明中研磨结构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0] 图13为本发明中研磨结构的内部结构的俯视图；
[0021] 图14为本发明中图13中B-B的剖面图；
[0022] 图中：
1、支柱，
2、
收集盖，
3、振动电机，
4、
下料筒，
5、研磨室，
6、粉碎室，
7、传动室，
8、
往复室，
9、
进料筒，
10、
电机，
11、
研磨室底板，
12、
研磨结构，
1201、
外齿圈，1202、
太阳轮，
1303、小行星齿轮，
1204、研磨轮，
1205、行星架，
1206、研磨架，
1207、转轴，
1208、从动伞形
轮；
13、
研磨室顶板，
14、粉碎室底板，
15、
斩拌刀，
16、传动装置，
1601、往复主动轮，
1602、扇
形齿轮，
1603、加速主动齿轮，
1604、加速大齿轮，
1605、加速小齿轮，
1606、转向齿轮组 ，
1607、
下粉碎主动轮，
1608、
滑槽，
1609、
粉碎齿轮，
1610、
主动杆，
1611、
牵引杆，
1612、
粉碎从
动轮，
1613、主动惰轮，
1614、从动惰轮，
1615、往复连杆，
1616、上粉碎主动轮，
1617、蜗杆，
1618、
蜗轮，
1619、
L型杆；
17、
主轴，
18、
粉碎轴，
19、
密封板，
20、
粉碎室顶板，
21、
输送筒。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一种中医治疗内分泌失调用药物研磨装置，
如图1-14所示，
包括圆柱形的粉碎室
6，
粉碎室6上设有进料筒9；
所述粉碎室6一端连接有研磨室5，
研磨室5远离粉碎室6的一端
连接有下料筒4；
所述粉碎室6远离研磨室5的一端连接有传动装置16，
传动装置16上连接有
动力组件，
动力组件为电机10；
所述传动装置16包括与动力组件相连接的往复结构和传动
结构，
传动结构上连接有主轴17，
主轴17上连接有与研磨室5相对应的研磨结构12；
所述传
动结构上还连接有粉碎传动组件，
粉碎传动组件上连接有粉碎轴18，
粉碎轴18上连接有斩
拌刀15；
所述往复结构上连接有与粉碎轴18相对应的转动结构，
往复结构通过转动结构带
动粉碎轴18扇形滑动；
研磨室5外周上固接有支柱1。
[0024] 本发明在使用时，
使用者将中药由进料筒9放入粉碎室6内，
电机10转动，
电机10带
动往复结构动作和传动结构同步运动；
传动结构带动粉碎传动组件转动，
粉碎传动组件带
动粉碎轴18转动，
粉碎轴18带动斩拌刀15转动对中药进行粉碎；
与此同时，
往复结构带动转
动结构动作，
转动结构往复带动粉碎轴18沿扇形运动；
即在粉碎轴18带动斩拌刀15转动的
同时沿扇形运动对中药进行粉碎，
粉碎轴18和斩拌刀15将粉碎室6内的中药打乱粉碎，
同时
斩拌刀15的作用面积增大，
提高本发明的粉碎效果；
粉碎后的中药进入研磨室5，
传动结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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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主轴17转动，
主轴17带动研磨结构12对粉碎后的中药进行研磨，
由于粉碎室6的粉碎效
果较好，
大大的提高了研磨结构12的研磨速率。
[0025] 所述粉碎室6一端连接有与传动结构相对应的传动室7，
传动室7上连接有与往复
结构相对应的往复室8；
所述往复结构包括与动力组件相连接的往复主动轮1601，
往复主动
轮1601 上转动连接连接有往复连杆1615，
往复连杆1615远离往复主动轮1601的一端转动
连接有扇形齿轮1602，
扇形齿轮1602与往复室8转动连接；
所述扇形齿轮1602上啮合有加速
齿轮组，
加速齿轮组包括与扇形齿轮1602相啮合的加速主动齿轮1603，
加速主动齿轮1603
同轴连接有加速大齿轮1604，
加速大齿轮1604上啮合有加速小齿轮1605；
所述加速小齿轮
1605同轴连接有转向齿轮组1606，
转向齿轮组1606与转动结构相连接；
转向齿轮组1606包
括往复主动伞形轮，
往复主动伞形轮上啮合有往复从动伞形轮1208，
往复从动伞形轮1208
与转动结构相连接。
[0026] 往复结构动作时，
电机10动作，
电机10带动往复主动轮1601转动，
往复主动轮1601
通过往复连杆1615带动扇形齿轮1602沿往复室8往复转动；扇形齿轮1602带动加速主动齿
轮1603转动，
加速主动齿轮1603带动加速大齿轮1604转动，
加速大齿轮1604带动加速小齿
轮1605转动，
加速小齿轮1605通过转向齿轮组1606带动转动结构动作，
即往复主动轮 1601
带动转动结构往复动作，
转动结构带动粉碎轴18往复运动；
使用往复结构带动粉碎轴 18在
转动的同时沿粉碎室6周向往复运动，
提高斩拌刀15的作用范围，
提高本发明的粉碎效果。
[0027] 所述传动结构包括与往复主动轮1601相啮合的主动惰轮1613，
主动惰轮1613上啮
合有从动惰轮1614；
所述从动惰轮1614上啮合有上粉碎主动轮1616，
上粉碎主动轮1616与
往复主动轮1601同轴设置，
上粉碎主动轮1616固接于主轴17上；
所述粉碎传动组件包括与
主轴 17固接的下粉碎主动轮1607，
下粉碎主动轮1607上啮合有多个粉碎从动轮1612，
粉碎
从动轮1612的数量优选为三个，
粉碎从动轮1612上均啮合有粉碎齿轮1609，
粉碎齿轮1609
与粉碎轴18固接。
[0028] 传动结构在使用时，
往复主动轮1601带动主动惰轮1613带动从动惰轮1614转动，
从动惰轮1614带动上粉碎主动轮1616转动，
上粉碎主动轮1616带动主轴17转动，
主轴17带
动研磨结构12动作，
即通过往复主动轮1601同步带动传动结构动作和往复结构动作；
传动
结构带动粉碎传动组件转动，
主轴17带动下粉碎主动轮1607转动，
下粉碎主动轮1607带动
粉碎从动轮1612转动，
粉碎从动轮1612通过粉碎齿轮1609带动粉碎轴18转动，
粉碎轴18带
动斩拌刀15对中药进行斩拌，
设置三组斩拌刀15，
使斩拌刀15在自身斩拌范围内的中药进
行斩拌的同时，
亦对别的区域斩拌刀15击打过来的中药进行斩拌，
粉碎均匀效果好。
[0029] 所述转动结构包括与转向齿轮组1606的输出端相连接的蜗杆1617，
往复从动伞形
轮1208 与蜗杆1617同轴固接，
蜗杆1617上啮合有蜗轮1618，
蜗轮1618上固接有转动轴，
粉
碎从动轮1612与转动轴转动连接；
所述转动轴上固接有主动杆1610，
主动杆1610与粉碎齿
轮1609 转动连接；
另外的所述粉碎从动轮1612上转动连接有L型杆1619，
L型杆1619的中部
与相应的粉碎从动杆转动连接；
所述主动杆1610和L型杆1619上均转动连接有牵引杆1611，
牵引杆1611与相邻的L型杆1619、相邻的L型杆1619之间之间通过牵引杆1611相连接。
[0030] 转动结构在动作时，
往复从动伞形轮1208带动蜗杆1617转动，
蜗杆1617带动蜗轮
1618 转动，
蜗轮1618通过转动轴带动主动杆1610转动，
主动杆1610带动粉碎齿轮1609沿粉
碎从动轮1612周向转动，
即带动粉碎轴18沿粉碎从动轮1612转动；
与此同时，
主动杆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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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牵引杆1611带动相邻的L型杆1619转动，
L型杆1619通过牵引杆1611带动相邻的L 型杆
1619转动，
L型杆1619带动相应的粉碎齿轮1609沿粉碎从动轮1612周向转动；
即通过转动结
构带动三对粉碎轴18同时沿粉碎从动轮1612周向转动，
提高斩拌刀15的粉碎效果。
[0031] 所述研磨结构12包括与主轴17相连接的行星齿轮组，
行星齿轮组上连接有研磨组
件；
所述行星齿轮组包括与主轴17固接的太阳轮1202，
太阳轮1202上啮合有多个小行星齿
轮 1203，
优选的小行星齿轮1203的数量为三个，
粉碎室6上固接有与小行星齿轮1203相啮
合的外齿圈1201；
所述研磨室5上转动连接有与小行星齿轮1203相对应的行星架1205，
小行
星齿轮1203与行星架1205转动连接，
行星架1205上设有与主轴17相对应的穿孔。
[0032] 所述研磨组件包括与行星架1205上固接有研磨架1206，
研磨架1206上转动连接有
研磨轮1204；
所述研磨架1206上设有与主轴17相对应的容纳腔，
容纳腔内设有固接于主轴
17 上的主动伞形轮，
主动伞形轮上啮合有从动伞形轮1208，
从动伞形轮1208上固接有与研
磨轮1204固接的转轴1207。
[0033] 研磨结构12在使用时，
主轴17带动太阳轮1202转动，
太阳轮1202带动小行星齿轮
1203 沿外齿圈1201转动，
小行星齿轮1203带动行星架1205转动，
行星架1205带动研磨架
1206 转动，
研磨架1206带动研磨轮1204运动；
与此同时，
主轴17带动主动伞形轮转动，
主动
伞形轮带动从动伞形轮1208转动，
从动伞形轮1208通过转轴1207带动研磨轮1204转动对中
药进行研磨。
即在研磨轮1204周向转动的同时，
沿转轴1207转动，
提高研磨轮1204的研磨效
果。
[0034] 所述粉碎室6靠近传动室7的一端设有粉碎室顶板20，
粉碎室6另一端设有粉碎室
底板 14，
粉碎室底板14和粉碎室顶板20上均设有与粉碎轴18相配合的滑槽1608，
粉碎轴18
上设有与滑槽1608相配合的密封板19；
所述粉碎室底板14上设有与研磨室5相对应的连接
孔，
研磨室5上设有与连接孔相对应的输送筒21。
[0035] 设置滑槽1608提高粉碎轴18运动的稳定性，
设置密封板19防止中药进入滑槽1608
内，
影响粉碎轴18的运动，
提高本发明的稳定性；
粉碎后的中药通过连接孔经输送筒21进入
研磨室5。
[0036] 所述研磨室5靠近粉碎室6的一端设有研磨室顶板13，
研磨室顶板13上设有与输送
筒 21相对应的下料口；
所述研磨室5另一端连接有研磨室底板11，
支柱1与研磨室底板11固
接，
研磨室底板11上设有与下料筒4相对应的下料孔；
所述研磨室顶板13和粉碎室底板14
之间形成保护腔，
行星齿轮组设于保护腔内。
[0037] 设置研磨板与研磨轮1204相配合，
研磨后的中药通过下料孔进入下料筒4内；
设置
保护腔保护行星齿轮组，
提高本发明的稳定性。
[0038] 所述下料筒4上设有振动电机3，
下料筒4上设有出料口，
出料口上螺接有收集盖2。
设置振动电机3防止研磨后的中药粉末堆积在下料筒4上，
提高下料筒4的下料效果。
[0039] 本发明的工作过程为：
[0040] 本发明在使用时，
使用者将中药由进料筒9放入粉碎室6内，
电机10转动，
电机10带
动往复主动轮1601转动，
往复主动轮1601带动主动惰轮1613带动从动惰轮1614转动，
从动
惰轮1614带动上粉碎主动轮1616转动，
上粉碎主动轮1616带动主轴17转动，
主轴17带动下
粉碎主动轮1607转动，
下粉碎主动轮1607带动粉碎从动轮1612转动，
粉碎从动轮1612 通过
粉碎齿轮1609带动粉碎轴18转动，
粉碎轴18带动斩拌刀15对中药进行斩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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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
往复主动轮1601通过往复连杆1615带动扇形齿轮1602沿往复室8往复
转动；扇形齿轮1602带动加速主动齿轮1603转动，
加速主动齿轮1603带动加速大齿轮1604
转动，
加速大齿轮1604带动加速小齿轮1605转动；
加速小齿轮1605通过转向齿轮组1606带
动蜗杆1617转动，
蜗杆1617带动蜗轮1618转动，
蜗轮1618通过转动轴带动主动杆1610转动，
主动杆1610带动粉碎齿轮1609沿粉碎从动轮1612周向转动，
即带动粉碎轴18沿粉碎从动轮
1612转动；
与此同时，
主动杆1610通过牵引杆1611带动相邻的L型杆1619转动，
L型杆1619通
过牵引杆1611带动相邻的L型杆1619转动，
L型杆1619带动相应的粉碎齿轮1609 沿粉碎从
动轮1612周向转动；
即通过转动结构带动三对粉碎轴18同时沿相应的粉碎从动轮 1612周
向滑动，
即粉碎轴18在转动的同时沿相应的粉碎从动轮1612周向滑动。
[0042] 粉碎后的中药通过连接孔经输送筒21进入研磨室5，
主轴17带动太阳轮1202转动，
太阳轮1202带动小行星齿轮1203沿外齿圈1201转动，
小行星齿轮1203带动行星架1205转
动，
行星架1205带动研磨架1206转动，
研磨架1206带动研磨轮1204运动；
与此同时，
主轴17
带动主动伞形轮转动，
主动伞形轮带动从动伞形轮1208转动，
从动伞形轮1208通过转轴
1207 带动研磨轮1204转动对中药进行研磨；
即在研磨轮1204周向转动的同时，
沿转轴1207
转动；
研磨后的中药经下料孔进入下料筒4内，
下料筒4内的中药经振动电机3的作用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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