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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利用近红外光谱分析中药材

质量的方法及系统，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中

药材粉碎过筛；(2)利用近红外光谱分析系统批

量采集中药材粉末的近红外光谱图；(3)根据采

集的中药材的近红外光谱，输入已经建立待测组

分的标准近红外光谱模型，通过计算得到中药材

需要测定的含量，本发明能够更快速、高效地检

测药材质量，能够对药材质量进行全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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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实施利用近红外光谱分析中药材质量的方法的近红外光谱分析系统，

所述利用近红外光谱分析中药材质量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中药材粉碎过筛；

(2)利用近红外光谱分析系统采集中药材粉末的近红外光谱图；

(3)根据采集的中药材的近红外光谱，输入已经建立待测组分的标准近红外光谱模型，

通过计算得到中药材需要测定的含量；

所述待测组分的检测方法，步骤如下：

(1)采集市场上药材样品，粉碎过筛后备用；

(2)采集的药材的近红外光谱数据，把采集的光谱分别输入已经建立的待测组分标准

近红外光谱模型，计算得到采集的药材中待测组分的含量；

所述待测组分的标准近红外光谱模型的建立方法，步骤如下：

(1)多批中药材粉碎过筛；

(2)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多批中药材的待测组分的含量；

(3)采集多批中药材粉末的近红外光谱图；

(4)采用3000～9000cm‑1波段区间的近红外数据，选择一阶导数Savitzky‑Golay平滑和

数据归一化算法用于预处理近红外光谱数据，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建立近红外数据与待测

组分之间的定量校正模型，采用相关系数R、校正集均方差RMSEC和主成分数Factor优化建

模参数，考察模型性能，模型对未知样品的预测效果用预测均方差RMSEP、相对偏差RSEP和

相关系数R确定，其中的光谱条件为：扫描次数为34，分辨率为9cm‑1，以仪器内置背景为参

比，扫描光谱范围为3000～9000cm‑1；

所述系统包括流通池(1)和支架(11)，所述流通池(1)固定连接于所述支架(11)上，其

特征在于：所述流通池(1)的一侧滑动连接上料机构(2)，所述上料机构(2)一端固定连接多

个夹紧机构(3)，其另一端滑动连接第一密封机构(4)，所述流通池(1)的另一侧滑动连接第

二密封机构(5)，其上方固定连接下料机构(6)，所述下料机构(6)的下方设有接料盒(12)；

所述上料机构(2)包括第一机箱(21)，所述第一机箱(21)固定连接于所述流通池(1)的

一侧，所述第一机箱(21)内固定连接第一电机(211)，所述第一电机(211)的输出端固定连

接第一连接轴(212)，所述第一连接轴(212)的另一端套和连接第一旋转轴(213)，所述第一

旋转轴(213)的另一侧套和连接第二连接轴(214)，所述第二连接轴(214)的另一端套和连

接第二旋转轴(215)，所述第二旋转轴(215)的另一侧套和连接推动板(216)，所述推动板

(216)滑动连接于第一滑槽(217)，所述第一滑槽(217)设于所述第一机箱(21)上，所述推动

板(216)的另一端贯穿所述第一机箱(21)且固定连接载物台(22)，所述载物台(22)上设有

多个放料孔(221)，多个所述放料孔(221)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所述夹紧机构(3)；

多个所述夹紧机构(3)均包括固定板(31)，所述固定板(31)固定连接于所述载物台

(22)内部，所述固定板(31)上对称固定连接第一固定杆(32)，所述第一固定杆(32)上套设

有第一弹簧(33)，所述第一弹簧(33)可接触连接通孔(34)，所述通孔(34)设于第一移动板

(35)上，所述第一移动板(35)滑动连接于所述载物台(22)，所述通孔(34)的直径小于所述

第一弹簧(33)的外径，所述第一移动板(35)上对称固定连接第二固定杆(351)，所述第二固

定杆(351)的另一端均固定连接于卡紧板(36)，所述卡紧板(36)的中部固定连接第三固定

杆(361)，所述第三固定杆(361)的另一端固定连接限位杆(362)，所述限位杆(362)滑动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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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于第一限位槽(363)，所述第一限位槽(363)固定连接于所述第一移动板(35)上，所述限

位杆(362)的另一侧固定连接第二弹簧(364)，所述第二弹簧(364)的另一端固定连接于所

述第一限位槽(363)的底部，所述第一移动板(35)的另一侧对称固定连接两个半球块

(365)，两个所述半球块(365)的另一侧均固定连接第三弹簧(366)，所述第三弹簧(366)滑

动连接于第二限位槽(367)，所述第二限位槽(367)固定连接于所述固定板(31)上，所述第

三弹簧(366)的另一端固定连接于所述第二限位槽(367)的底部；所述卡紧板(36)内转动连

接第一转动轴(37)，所述第一转动轴(37)上滑动连接扭转弹簧(371)，所述扭转弹簧(371)

的一端固定连接于所述卡紧板(36)内，其另一端固定连接于挡料板(372)，所述挡料板

(372)转动连接于第二转动轴(373)，所述第二转动轴(373)转动连接于所述卡紧板(36)内；

所述第一密封机构(4)包括第一移动块(41)，所述第一移动块(41)固定连接于所述推

动板(216)上，所述第一移动块(41)的一侧对称固定连接中空杆(411)，所述中空杆(411)内

滑动连接支撑杆(421)，所述支撑杆(421)固定连接于密封块(42)的一侧，所述支撑杆(421)

上套和连接第四弹簧(422)，所述第四弹簧(422)的一端固定连接于所述密封块(42)上；

所述第二密封机构(5)包括第二电机(51)，所述第二电机(51)固定连接于流通池(1)的

上方，所述第二电机(51)的输出端固定连接齿轮(52)，所述齿轮(52)咬合连接异型齿条

(53)，所述异型齿条(53)固定连接于第二移动板(54)，所述第二移动板(54)滑动连接于第

三移动板(55)内，所述第三移动板(55)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插入杆(551)，两个所述插入杆

(551)均滑动连接于套管(552)，所述套管(552)分别固定连接于第二机箱(56)的一端，所述

第二机箱(56)固定连接所述流通池(1)的上方，所述异型齿条(53)的四周均设有凹槽

(531)，所述凹槽(531)内滑动连接所述第二电机(51)的输出端，所述第二移动板(54)、所述

异型齿条(53)的两端均固定连接半圆型限位块(53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近红外光谱分析系统，其特征在于：靠近所述第二机箱(56)、

所述流通池(1)一侧设有第二滑槽(13)，所述第二滑槽(13)内滑动连接凸起块(553)，所述

凸起块(553)固定连接于所述插入杆(551)的一端，所述第二滑槽(13)和所述凸起块(553)

表面均固定连接密封橡胶垫圈(1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近红外光谱分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料机构(6)包括第

三机箱(61)，所述第三机箱(61)内固定连接第三电机(62)，所述第三电机(62)的输出端固

定连接第三转动轴(621)，所述第三转动轴(621)的另一端固定连接圆盘(622)，所述圆盘

(622)上固定连接两个第一圆柱块(623)，两个第一圆柱块(623)均滑动连接于转动块(63)，

所述转动块(63)套合连接于第二圆柱块(64)，所述第二圆柱块(64)固定连接于所述第三机

箱(61)一侧，两个第一圆柱块(623)均还滑动连接于第二移动块(6231)，所述转动块(63)的

另一端设有第三滑槽(631)，所述第三滑槽(631)内滑动连接第三圆柱块(632)，所述第三圆

柱块(632)固定连接于移动杆(633)，所述移动杆(633)的两端均滑动连接于限位轮组

(634)，所述限位轮组(634)包括两个上下对称的第四转动轴(635)，两个所述第四转动轴

(635)均转动连接于所述第三机箱(61)，所述移动杆(633)的中部固定连接连接杆(65)，所

述第二移动块(6231)固定连接于所述连接杆(65)上，所述连接杆(65)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推

动杆(66)，所述推动杆(66)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推料杆(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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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近红外光谱分析中药材质量的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主要涉及中药材检测领域，具体为利用近红外光谱分析中药材质量的方法

及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中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生命健

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自身也走过了数千年光辉历程。在现代医药已经覆盖全球的今天，

古老的中国医药学仍以其独特的优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全球“绿色植物药热”的兴起和

我国加入WTO，为古老的中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带来了大好机遇，全世界已有120余个国家

或地区应用中草药，世界植物药市场连续20年呈活跃发展态势，发展速率一直保持在10％

以上，全球“中药热”正在升温，已经开始显露出进入西方国家主流社会的新趋势，这无疑会

大大促进我国中药材产业的发展。中药材来源广泛，品种繁多，同一品种药材因其生长条

件、采收季节、加工方式及贮藏条件的不同而在质量上存在差异，从而使中药制剂成品存在

一定的质量差异。故有必要在中药材进入中药制剂生产前对其质量进行检测和评价。传统

的质量评价方法为按照药典规定的方法，步骤较为繁琐，耗时较长，不利于大批量的快速质

量检测；在生产商进行大批量药材检测时，各种化学药剂的大量使用将会导致环境污染，选

取一种快速分析、样品无损、方法简单而且能够实现高度机械化的分析技术将对生产过程

质量检测能够大大减少检测时间与人工成本，减少产品等待放行时间。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主要提供了利用近红外光谱分析中药材质量的方法及系统，用以解决上述

背景技术中提出的技术问题。

[0004] 利用近红外光谱分析中药材质量的方法及系统，包括如下步骤：

[0005] (1)中药材粉碎过筛；

[0006] (2)利用近红外光谱分析系统采集中药材粉末的近红外光谱图；

[0007] (3)根据采集的中药材的近红外光谱，输入已经建立待测组分的标准近红外光谱

模型，通过计算得到中药材需要测定的含量。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待测组分的检测方法，步骤如下：

[0009] (1)采集市场上药材样品，粉碎过筛后备用；

[0010] (2)采集的药材的近红外光谱数据，把采集的光谱分别输入已经建立的待测组分

标准近红外光谱模型，计算得到采集的药材中待测组分的含量。

[0011] 进一步的，所述待测组分的标准近红外光谱模型的建立方法，步骤如下：

[0012] (1)多批中药材粉碎过筛；

[0013] (2)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多批中药材的待测组分的含量；

[0014] (3)采集多批中药材粉末的近红外光谱图；

[0015] (4)采用3000～9000cm‑1波段区间的近红外数据，选择一阶导数Savitzky‑Go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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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和数据归一化算法用于预处理近红外光谱数据，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建立近红外数据

与中素、表中素之间的定量校正模型，采用相关系数R、校正集均方差RMSEC和主成分数

Factor优化建模参数，考察模型性能，模型对未知样品的预测效果用预测均方差RMSEP、相

对偏差RSEP和相关系数R确定，其中的光谱条件为：扫描次数为34，分辨率为9cm‑1，以仪器

内置背景为参比，扫描光谱范围为3000～9000cm‑1。

[0016] 进一步的，一种实施上述方法的近红外光谱分析系统，包括流通池和支架，所述流

通池固定连接于所述支架上，所述流通池的一侧滑动连接上料机构，所述上料机构一端固

定连接多个夹紧机构，其另一端滑动连接第一密封机构，所述流通池的另一侧滑动连接第

二密封机构，其上方固定连接下料机构，所述下料机构的下方设有接料盒。

[0017] 进一步的，所述上料机构包括第一机箱，所述第一机箱固定连接于所述流通池的

一侧，所述第一机箱内固定连接第一电机，所述第一电机的输出端固定连接第一连接轴，所

述第一连接轴的另一端套和连接第一旋转轴，所述第一旋转轴的另一侧套和连接第二连接

轴，所述第二连接轴的另一端套和连接第二旋转轴，所述第二旋转轴的另一侧套和连接推

动板，所述推动板滑动连接于第一滑槽，所述第一滑槽设于所述第一机箱上，所述推动板的

另一端贯穿所述第一机箱且固定连接载物台，所述载物台上设有多个放料孔，多个所述放

料孔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所述夹紧机构。

[0018] 进一步的，多个所述夹紧机构均包括固定板，所述固定板固定连接于所述载物台

内部，所述固定板上对称固定连接第一固定杆，所述第一固定杆上套设有第一弹簧，所述第

一弹簧可接触连接通孔，所述通孔设于第一移动板上，所述第一移动板滑动连接于所述载

物台，所述通孔的直径小于所述第一弹簧的外径，所述第一移动板上对称固定连接第二固

定杆，所述第二固定杆的另一端均固定连接于卡紧板，所述卡紧板的中部固定连接第三固

定杆，所述第三固定杆的另一端固定连接限位杆，所述限位杆滑动连接于第一限位槽，所述

第一限位槽固定连接于所述第一移动板上，所述限位杆的另一侧固定连接第二弹簧，所述

第二弹簧的另一端固定连接于所述第一限位槽的底部，所述第一移动板的另一侧对称固定

连接两个半球块，两个所述半球块的另一侧均固定连接第三弹簧，所述第三弹簧滑动连接

于第二限位槽，所述第二限位槽固定连接于所述固定板上，所述第三弹簧的另一端固定连

接于所述第二限位槽的底部。

[0019] 进一步的，所述卡紧板内转动连接第一转动轴，所述第一转动轴上滑动连接扭转

弹簧，所述扭转弹簧的一端固定连接于所述卡紧板内，其另一端固定连接于挡料板，所述挡

料板转动连接于第二转动轴，所述第二转动轴转动连接于所述卡紧板内。

[0020] 进一步的，所述第二密封机构包括第二电机，所述第二电机固定连接于流通池的

上方，所述第二电机的输出端固定连接齿轮，所述齿轮咬合连接异型齿条，所述异型齿条固

定连接于第二移动板，所述第二移动板滑动连接于第三移动板内，所述第三移动板的两侧

均固定连接插入杆，两个所述插入杆均滑动连接于套管，所述套管分别固定连接于第二机

箱的一端，所述第二机箱固定连接所述流通池的上方，所述异型齿条的四周均设有凹槽，所

述凹槽内滑动连接所述第二电机的输出端，所述第二移动板、所述异型齿条的两端均固定

连接半圆型限位块。

[0021] 进一步的，靠近所述第二机箱、所述流通池一侧设有第二滑槽，所述第二滑槽内滑

动连接凸起块，所述凸起块固定连接于所述插入杆的一端，所述第二滑槽和所述凸起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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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均固定连接密封橡胶垫圈。

[0022]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密封机构包括第一移动块，所述第一移动块固定连接于所述

推动板上，所述第一移动块的一侧对称固定连接中空杆，所述中空杆内滑动连接支撑杆，所

述支撑杆固定连接于密封块的一侧，所述支撑杆上套和连接第四弹簧，所述第四弹簧的一

端固定连接于所述密封块上。

[0023] 进一步的，所述下料机构包括第三机箱，所述第三机箱内固定连接第三电机，所述

第三电机的输出端固定连接第三转动轴，所述第三转动轴的另一端固定连接圆盘，所述圆

盘上固定连接两个第一圆柱块，两个第一圆柱块均滑动连接于转动块，所述转动块套合连

接于第二圆柱块，所述第二圆柱块固定连接于所述第三机箱一侧，两个第一圆柱块均还滑

动连接于第二移动块，所述转动块的另一端设有第三滑槽，所述第三滑槽内滑动连接第三

圆柱块，所述第三圆柱块固定连接于移动杆，所述移动杆的两端均滑动连接于限位轮组，所

述限位轮组包括两个上下对称的第四转动轴，两个所述第四转动轴均转动连接于所述第三

机箱，所述移动杆的中部固定连接连接杆，所述第二移动块固定连接于所述连接杆上，所述

连接杆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推动杆，所述推动杆的另一端固定链接推料杆。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通过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对中药

材的成分进行检测评估药材质量，能够更快速、高效地检测药材质量，能够对药材质量进行

全面评价；同时本发明通过上下料机构实现对药片的进出，通过夹紧机构实现对不同大小

药片检测的要求，通过第一密封机构和第二密封机构对检测时的流通池进行密闭。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夹紧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是本发明A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28] 图4是本发明挡料板处机构示意图；

[0029] 图5是本发明上料机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6是本发明第二密封机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7是本发明B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32] 图8是本发明下料机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9是本发明C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34] 图10是本发明凸起块‑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中：流通池‑1、支架‑11、接料盒‑12、第二滑槽‑13、密封橡胶垫圈‑14、上料机构‑

2、第一机箱‑21、第一电机‑211、第一连接轴‑212、第一旋转轴‑213、第二连接轴‑214、第二

旋转轴‑215、推动板‑216、中空杆‑2161、第一滑槽‑217、载物台‑22、放料孔‑221、夹紧机构‑

3、固定板‑31、第一固定杆‑32、第一弹簧‑33、通孔‑34、第一移动板‑35、第二固定杆‑351、卡

紧板‑36、第三固定杆‑361、限位杆‑362、第一限位槽‑363、第二弹簧‑364、半球块‑365、第三

弹簧‑366、第二限位槽‑367、第一转动轴‑37、扭转弹簧‑371、挡料板‑372、第二转动轴‑373、

第一密封机构‑4、第一移动块‑41、密封块‑42、支撑杆‑421、第四弹簧‑422、第二密封机构‑

5、第二电机‑51、齿轮‑52、异型齿条‑53、凹槽‑531、半圆型限位块‑532、第二移动板‑54、第

三移动板‑55、插入杆‑551、套管‑552、凸起块‑553、第二机箱‑56、机构‑6、第三机箱‑61、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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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机‑62、第三转动轴‑621、圆盘‑622、第一圆柱块‑623、第二移动块‑6231、转动块‑63、第

三滑槽‑631、第三圆柱块‑632、移动杆‑633、限位轮组‑634、第四转动轴‑635、第二圆柱块‑

64、连接杆‑65、推动杆‑66、推料杆‑67。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下面将参照相关附图对本发明进行更加全面的描述，附图

中给出了本发明的若干实施例，但是本发明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来实现，并不限于文本所

描述的实施例，相反的，提供这些实施例是为了使对本发明公开的内容更加透彻全面。

[0037] 需要说明的是，当元件被称为“固设于”另一个元件，它可以直接在另一个元件上

也可以存在居中的元件，当一个元件被认为是“连接”另一个元件，它可以是直接连接到另

一个元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元件，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垂直的”、“水平的”、“左”、“右”

以及类似的表述只是为了说明的目的。

[0038]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连接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知识为了描述具

体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发明，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及/或”包括一个或多个相

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0039] 利用近红外光谱分析中药材质量的方法及系统，包括如下步骤：(1)中药材粉碎过

筛；

[0040] (2)利用近红外光谱分析系统采集中药材粉末的近红外光谱图；

[0041] (3)根据采集的中药材的近红外光谱，输入已经建立待测组分的标准近红外光谱

模型，通过计算得到中药材需要测定的含量。

[0042] 所述待测组分的检测方法，步骤如下：

[0043] (1)采集市场上药材样品，粉碎过筛后备用；

[0044] (2)采集的药材的近红外光谱数据，把采集的光谱分别输入已经建立的待测组分

标准近红外光谱模型，计算得到采集的药材中待测组分的含量。

[0045] 所述待测组分的标准近红外光谱模型的建立方法，步骤如下：

[0046] (1)多批中药材粉碎过筛；

[0047] (2)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多批中药材的待测组分的含量；

[0048] (3)采集多批中药材粉末的近红外光谱图；

[0049] (4)采用3000～9000cm‑1波段区间的近红外数据，选择一阶导数Savitzky‑Golay

平滑和数据归一化算法用于预处理近红外光谱数据，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建立近红外数据

与中素、表中素之间的定量校正模型，采用相关系数R、校正集均方差RMSEC和主成分数

Factor优化建模参数，考察模型性能，模型对未知样品的预测效果用预测均方差RMSEP、相

对偏差RSEP和相关系数R确定，其中的光谱条件为：扫描次数为34，分辨率为9cm‑1，以仪器

内置背景为参比，扫描光谱范围为3000～9000cm‑1。

[0050] 请着重参照附图1‑10，一种实施上述方法的近红外光谱分析系统，包括流通池1和

支架11，所述流通池1固定连接于所述支架11上，所述流通池1的一侧滑动连接上料机构2，

所述上料机构2一端固定连接多个夹紧机构3，其另一端滑动连接第一密封机构4，所述流通

池1的另一侧滑动连接第二密封机构5，其上方固定连接下料机构6，所述下料机构6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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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接料盒12。

[0051] 请着重参照附图1和5，所述上料机构2包括第一机箱21，所述第一机箱21固定连接

于所述流通池1的一侧，所述第一机箱21内固定连接第一电机211，所述第一电机211的输出

端固定连接第一连接轴212，所述第一连接轴212的另一端套和连接第一旋转轴213，所述第

一旋转轴213的另一侧套和连接第二连接轴214，所述第二连接轴214的另一端套和连接第

二旋转轴215，所述第二旋转轴215的另一侧套和连接推动板216，所述推动板216滑动连接

于第一滑槽217，所述第一滑槽217设于所述第一机箱21上，所述推动板216的另一端贯穿所

述第一机箱21且固定连接载物台22，所述载物台22上设有多个放料孔221，多个所述放料孔

221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所述夹紧机构3，此设计通过上料机构将药片批量送入流通池1种进

行检测。

[0052] 请着重参照附图1‑4，多个所述夹紧机构3均包括固定板31，所述固定板31固定连

接于所述载物台22内部，所述固定板31上对称固定连接第一固定杆32，所述第一固定杆32

上套设有第一弹簧33，所述第一弹簧33可接触连接通孔34，所述通孔34设于第一移动板35

上，所述第一移动板35滑动连接于所述载物台22，所述通孔34的直径小于所述第一弹簧33

的外径，所述第一移动板35上对称固定连接第二固定杆351，所述第二固定杆351的另一端

均固定连接于卡紧板36，所述卡紧板36的中部固定连接第三固定杆361，所述第三固定杆

361的另一端固定连接限位杆362，所述限位杆362滑动连接于第一限位槽363，所述第一限

位槽363固定连接于所述第一移动板35上，所述限位杆362的另一侧固定连接第二弹簧364，

所述第二弹簧364的另一端固定连接于所述第一限位槽363的底部，所述第一移动板35的另

一侧对称固定连接两个半球块365，两个所述半球块365的另一侧均固定连接第三弹簧366，

所述第三弹簧366滑动连接于第二限位槽367，所述第二限位槽367固定连接于所述固定板

31上，所述第三弹簧366的另一端固定连接于所述第二限位槽367的底部；所述卡紧板36内

转动连接第一转动轴37，所述第一转动轴37上滑动连接扭转弹簧371，所述扭转弹簧371的

一端固定连接于所述卡紧板36内，其另一端固定连接于挡料板372，所述挡料板372转动连

接于第二转动轴373，所述第二转动轴373转动连接于所述卡紧板36内；此设计通过夹紧机

构3实现不同规格药片的检测。

[0053] 请着重参照附图1、图6、图7、图9、，所述第二密封机构5包括第二电机51，所述第二

电机51固定连接于流通池1的上方，所述第二电机51的输出端固定连接齿轮52，所述齿轮52

咬合连接异型齿条53，所述异型齿条53固定连接于第二移动板54，所述第二移动板54滑动

连接于第三移动板55内，所述第三移动板55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插入杆551，两个所述插入杆

551均滑动连接于套管552，所述套管552分别固定连接于第二机箱56的一端，所述第二机箱

56固定连接所述流通池1的上方，所述异型齿条53的四周均设有凹槽531，所述凹槽531内滑

动连接所述第二电机51的输出端，所述第二移动板54、所述异型齿条53的两端均固定连接

半圆型限位块532；靠近所述第二机箱56、所述流通池1一侧设有第二滑槽13，所述第二滑槽

13内滑动连接凸起块553，所述凸起块553固定连接于所述插入杆551的一端，所述第二滑槽

12和所述凸起块553表面均固定连接密封橡胶垫圈14；所述第一密封机构4包括第一移动块

41，所述第一移动块41固定连接于所述推动板216上，所述第一移动块41的一侧对称固定连

接中空杆411，所述中空杆411内滑动连接支撑杆421，所述支撑杆421固定连接于密封块42

的一侧，所述支撑杆421上套和连接第四弹簧422，所述第四弹簧422的一端固定连接于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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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块42上，此设计通过对流通池1的两个侧壁进行密封，保证了检测过程中的气密性。

[0054] 请着重参照附图1、图8、图9、，所述下料机构6包括第三机箱61，所述第三机箱61内

固定连接第三电机62，所述第三电机62的输出端固定连接第三转动轴621，所述第三转动轴

621的另一端固定连接圆盘622，所述圆盘622上固定连接两个第一圆柱块623，两个第一圆

柱块623均滑动连接于转动块63，所述转动块63套合连接于第二圆柱块64，所述第二圆柱块

64固定连接于所述第三机箱61一侧，两个第一圆柱块623均还滑动连接于第二移动块6231，

所述转动块63的另一端设有第三滑槽631，所述第三滑槽631内滑动连接第三圆柱块632，所

述第三圆柱块632固定连接于移动杆633，所述移动杆633的两端均滑动连接于限位轮组

634，所述限位轮组634包括两个上下对称的第四转动轴635，两个所述第四转动轴635均转

动连接于所述第三机箱61，所述移动杆633的中部固定连接连接杆65，所述第二移动块6231

固定连接于所述连接杆65上，所述连接杆65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推动杆66，所述推动杆66的

另一端固定链接推料杆67；此设计通过下料机构6将药片推入接料盒12中。

[0055] 操作原理：使用时，将药片放入卡紧板36中，第一弹簧33和第二弹簧364将其夹紧，

同时药片处于挡料板372上，接着启动第一电机211带动载物台22运动，将药片送入流通池1

中，同时密封块42停止运动，第四弹簧422形变，将入口进行密闭，同时第二电机51的转动带

动插入杆551的运动，将凸起块553送入第二滑槽12中，出料时，第三电机62启动，带动推料

轴66上下移动，从而将药片推入接料盒12中。

[0056] 上述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了示例性描述，显然本发明具体实现并不受上述方式

的限制，只要采用了本发明的方法构思和技术方案进行的这种非实质改进，或未经改进将

本发明的构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他场合的，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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