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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3-羟基-4-甲氧基苯甲醛

的研磨设备，包括机身，所述机身上方设有进料

腔，所述进料腔内滑动连接有原料盒，所述原料

盒下方设有一级研磨腔，所述一级研磨腔下方设

有二级研磨机构，所述二级研磨机构下方设有接

料口，所述机身内设有换气机构，通过充入稀有

气体排出空气，所述换气机构下方设有产品盒入

口，所述一级研磨腔右侧设有转动腔，所述转动

腔下方设有电机，本发明采用密闭空间内研磨，

有效的放置了原料和产品被氧化，密闭空间内还

避免了其他杂质的进入，整个过程通过机械的联

动全自动进行，避免了接触造成的人体刺激伤

害，另一方面也节省了人力和物力，本发明经过

两级研磨装置，使得研磨出来的产品更加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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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3-羟基-4-甲氧基苯甲醛的研磨设备，包括机身，其特征在于：

所述机身上方设有进料腔，所述进料腔内滑动连接有原料盒，所述原料盒下方设有一

级研磨腔，所述一级研磨腔下方设有二级研磨机构，所述二级研磨机构下方设有接料口，所

述机身内设有换气机构，通过充入稀有气体排出空气，所述换气机构下方设有产品盒入口，

所述一级研磨腔右侧设有转动腔，所述转动腔下方设有电机；

所述原料盒滑动连接有放置空气进入的滑盖，所述一级研磨腔上方滑动连接有放置空

气进入的滑板，所述转动腔下方设有旋转腔，所述旋转腔滑动连接有压盖装置，所述旋转腔

内转动连接有旋转轴，所述旋转轴上固定连接有凸块，通过所述凸块转动可以挤压所述压

盖装置，从而进行压盖工作；

所述产品盒入口末端设有传送带，工作时，将产品盒放入所述产品盒入口到达所述传

送带上，研磨后的产品通过所述接料口进入所述产品盒。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3-羟基-4-甲氧基苯甲醛的研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进

料腔上设有排气口，所述滑板左侧固定连接有与所述机身固定连接的弹簧，所述进料腔下

方设有阻挡块，所述原料盒开口处设有燕尾槽与所述滑盖滑动连接。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3-羟基-4-甲氧基苯甲醛的研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一

级研磨腔内转动连接有左端轴和右短轴，所述左短轴固定连接有左研磨棒，所述右短轴固

定连接有右研磨棒，所述左短轴固定连接有左齿轮，所述右短轴固定连接有右齿轮，所述左

齿轮与所述右齿轮啮合。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3-羟基-4-甲氧基苯甲醛的研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二

级研磨机构包括细研磨棒，所述细研磨棒固定连接有与所述一级研磨腔末端壁转动连接的

研磨轴，所述研磨轴上固定连接有第一斜齿轮，所述第一斜齿轮啮合有第二斜齿轮，所述第

二斜齿轮固定连接有与所述电机动力连接的输出轴。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3-羟基-4-甲氧基苯甲醛的研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输

出轴上固定连接有主链轮，所述主链轮传动连接有主链条，所述主链条啮合有右链轮，所述

右链轮固定连接有与所述转动腔内壁转动连接的右轴，所述右轴上固定连接有外链轮，所

述右轴下端固定连接有扇形斜齿轮。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3-羟基-4-甲氧基苯甲醛的研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输

出轴上固定连接有主斜齿轮，所述主斜齿轮啮合有内斜齿轮，所述内斜齿轮固定连接有与

所述转动腔内壁转动连接的内轴，所述内轴固定连接有与所述右齿轮啮合的内齿轮，所述

左齿轮啮合有外齿轮，所述外齿轮固定连接有与设置在所述机身左侧的传动腔转动连接的

外轴，所述外轴固定连接有上链轮，所述上链轮传动连接有左链条，所述左链条传动连接有

下链轮，所述下链轮固定连接有与所述传动腔内壁转动连接的下短轴，所述下短轴固定连

接有左斜齿轮，所述左斜齿轮固定连接有右斜齿轮，所述右斜齿轮固定连接有辅助轴，所述

辅助轴固定连接有在所述接料口内转动的螺杆。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3-羟基-4-甲氧基苯甲醛的研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辅

助轴上固定连接有第一链轮，所述第一链轮传动连接有小链条，所述小链条传动连接有第

二链轮，所述第二链轮固定连接有扇轴.所述扇轴固定连接有叶片，所述叶片在所述机身内

设置的出气口内转动，所述出气口右侧设有惰性气体进口。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3-羟基-4-甲氧基苯甲醛的研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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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带传动连接有外带轮，所述外带轮固定连接有与在所述机身内设置的传输腔内壁转动连

接的下横轴，所述下横轴固定连接有第三链轮，所述第三链轮传动连接有大链条，所述大链

条传动连接有第四链轮，所述第四链轮固定连接有小横轴，所述小横轴固定连接有外斜齿

轮，所述传送带传动连接有内带轮，所述内带轮固定连接有与所述传输腔内壁固定连接的

内横轴。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3-羟基-4-甲氧基苯甲醛的研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外

链轮传动连接有横链条，所述横链条传动连接有与所述旋转轴固定连接的内链轮，所述压

盖装置包括与所述旋转腔下壁滑动连接的滑杆，所述滑杆上端固定连接有限位弹簧，所述

滑盖末端固定连接有顶盖，所述旋转轴下端固定连接有旋转杆。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3-羟基-4-甲氧基苯甲醛的研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机

身后方设有瓶盖腔，所述接料口下方滑动连接遮板，所述遮板右端固定连接有小弹簧，所述

小弹簧与产品盒入口右端壁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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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3-羟基-4-甲氧基苯甲醛的研磨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化工设备领域，具体为一种3-羟基-4-甲氧基苯甲醛的研磨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3-羟基-4-甲氧基苯甲醛是一种芳香烃类的化合物，对眼睛、呼吸道和皮肤有刺激

作用，用于香料及医药中间体，其物理性质为淡黄色结晶粉末，微溶于冷水、溶于热水，溶于

乙醇、乙醚、氯仿、二硫化碳、冰醋酸等，其水溶液遇三氯化铁呈蓝紫色，淡黄色结晶粉末，在

化学工业中需要用到极细的3-羟基-4-甲氧基苯甲醛粉末，但是由于其物理性质和化学性

质特殊，需要隔绝空气和光线进行研磨，所以有意发明一种密闭的全自动的研磨设备。

发明内容

[0003] 技术问题：

3-羟基-4-甲氧基苯甲醛对人体眼睛、呼吸道和皮肤有刺激作用，而且易被氧化，所以

在化工生产中很难研磨。

[0004]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例设计了一种3-羟基-4-甲氧基苯甲醛的研磨设备，本例的一

种3-羟基-4-甲氧基苯甲醛的研磨设备，包括机身，所述机身上方设有进料腔，所述进料腔

内滑动连接有原料盒，所述原料盒下方设有一级研磨腔，所述一级研磨腔下方设有二级研

磨机构，所述二级研磨机构下方设有接料口，所述机身内设有换气机构，通过充入稀有气体

排出空气，所述换气机构下方设有产品盒入口，所述一级研磨腔右侧设有转动腔，所述转动

腔下方设有电机，所述原料盒滑动连接有放置空气进入的滑盖，所述一级研磨腔上方滑动

连接有放置空气进入的滑板，所述转动腔下方设有旋转腔，所述旋转腔滑动连接有压盖装

置，所述旋转腔内转动连接有旋转轴，所述旋转轴上固定连接有凸块，通过所述凸块转动可

以挤压所述压盖装置，从而进行压盖工作，所述产品盒入口末端设有传送带，工作时，将产

品盒放入所述产品盒入口到达所述传送带上，研磨后的产品通过所述接料口进入所述产品

盒。

[0005] 进一步地，所述进料腔上设有排气口，所述滑板左侧固定连接有与所述机身固定

连接的弹簧，所述进料腔下方设有阻挡块，所述原料盒开口处设有燕尾槽与所述滑盖滑动

连接。

[0006] 进一步地，所述一级研磨腔内转动连接有左端轴和右短轴，所述左短轴固定连接

有左研磨棒，所述右短轴固定连接有右研磨棒，所述左短轴固定连接有左齿轮，所述右短轴

固定连接有右齿轮，所述左齿轮与所述右齿轮啮合。

[0007] 进一步地，所述二级研磨机构包括细研磨棒，所述细研磨棒固定连接有与所述一

级研磨腔末端壁转动连接的研磨轴，所述研磨轴上固定连接有第一斜齿轮，所述第一斜齿

轮啮合有第二斜齿轮，所述第二斜齿轮固定连接有与所述电机动力连接的输出轴。

[0008] 进一步地，所述输出轴上固定连接有主链轮，所述主链轮传动连接有主链条，所述

主链条啮合有右链轮，所述右链轮固定连接有与所述转动腔内壁转动连接的右轴，所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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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上固定连接有外链轮，所述右轴下端固定连接有扇形斜齿轮。

[0009] 进一步地，所述输出轴上固定连接有主斜齿轮，所述主斜齿轮啮合有内斜齿轮，所

述内斜齿轮固定连接有与所述转动腔内壁转动连接的内轴，所述内轴固定连接有与所述右

齿轮啮合的内齿轮，所述左齿轮啮合有外齿轮，所述外齿轮固定连接有与设置在所述机身

左侧的传动腔转动连接的外轴，所述外轴固定连接有上链轮，所述上链轮传动连接有左链

条，所述左链条传动连接有下链轮，所述下链轮固定连接有与所述传动腔内壁转动连接的

下短轴，所述下短轴固定连接有左斜齿轮，所述左斜齿轮固定连接有右斜齿轮，所述右斜齿

轮固定连接有辅助轴，所述辅助轴固定连接有在所述接料口内转动的螺杆。

[0010] 进一步地，所述辅助轴上固定连接有第一链轮，所述第一链轮传动连接有小链条，

所述小链条传动连接有第二链轮，所述第二链轮固定连接有扇轴.所述扇轴固定连接有叶

片，所述叶片在所述机身内设置的出气口内转动，所述出气口右侧设有惰性气体进口。

[0011] 进一步地，所述传送带传动连接有外带轮，所述外带轮固定连接有与在所述机身

内设置的传输腔内壁转动连接的下横轴，所述下横轴固定连接有第三链轮，所述第三链轮

传动连接有大链条，所述大链条传动连接有第四链轮，所述第四链轮固定连接有小横轴，所

述小横轴固定连接有外斜齿轮，所述传送带传动连接有内带轮，所述内带轮固定连接有与

所述传输腔内壁固定连接的内横轴。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外链轮传动连接有横链条，所述横链条传动连接有与所述旋转轴

固定连接的内链轮，所述压盖装置包括与所述旋转腔下壁滑动连接的滑杆，所述滑杆上端

固定连接有限位弹簧，所述滑盖末端固定连接有顶盖，所述旋转轴下端固定连接有旋转杆。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机身后方设有瓶盖腔，所述接料口下方滑动连接遮板，所述遮板右

端固定连接有小弹簧，所述小弹簧与产品盒入口右端壁固定连接。

[0014]

附图说明

[0015] 为了易于说明，本发明由下述的具体实施例及附图作以详细描述。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3-羟基-4-甲氧基苯甲醛的研磨设备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2为图1中B的右视结构示意图；

图3为图1中A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图4为图1中B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图1-图4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为叙述方便，现对下文所说的方位规定

如下：下文所说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与图1本身投影关系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一致。

[0018] 本发明涉及一种3-羟基-4-甲氧基苯甲醛的研磨设备，主要应用于化工研磨设备。

[0019]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3-羟基-4-甲氧基苯甲醛的研磨设备，包括机身10，所述机身10

上方设有进料腔12，所述进料腔12内滑动连接有原料盒14，所述原料盒14下方设有一级研

磨腔91，所述一级研磨腔91下方设有二级研磨机构52，所述二级研磨机构52下方设有接料

口50，所述机身10内设有换气机构42，通过充入稀有气体排出空气，所述换气机构42下方设

有产品盒入口41，所述一级研磨腔91右侧设有转动腔20，所述转动腔20下方设有电机17，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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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原料盒14滑动连接有放置空气进入的滑盖16，所述一级研磨腔91上方滑动连接有放置空

气进入的滑板11，所述转动腔20下方设有旋转腔53，所述旋转腔53滑动连接有压盖装置67，

所述旋转腔53内转动连接有旋转轴65，所述旋转轴65上固定连接有凸块66，通过所述凸块

66转动可以挤压所述压盖装置67，从而进行压盖工作，所述产品盒入口41末端设有传送带

73，工作时，将产品盒43放入所述产品盒入口41到达所述传送带73上，研磨后的产品通过所

述接料口72进入所述产品盒43。

[0020] 优选地，所述进料腔12上设有排气口13，所述滑板11左侧固定连接有与所述机身

10固定连接的弹簧30，所述进料腔12下方设有阻挡块15，所述原料盒14开口处设有燕尾槽

97与所述滑盖16滑动连接。

[0021] 优选地，所述一级研磨腔91内转动连接有左端轴28和右短轴29，所述左短轴28固

定连接有左研磨棒25，所述右短轴29固定连接有右研磨棒24，所述左短轴28固定连接有左

齿轮26，所述右短轴29固定连接有右齿轮27，所述左齿轮26与所述右齿轮27啮合。

[0022] 优选地，所述二级研磨机构52包括细研磨棒86，所述细研磨棒86固定连接有与所

述一级研磨腔91末端壁转动连接的研磨轴89，所述研磨轴89上固定连接有第一斜齿轮88，

所述第一斜齿轮88啮合有第二斜齿轮87，所述第二斜齿轮87固定连接有与所述电机17动力

连接的输出轴59。

[0023] 优选地，所述输出轴59上固定连接有主链轮18，所述主链轮18传动连接有主链条

19，所述主链条19啮合有右链轮21，所述右链轮21固定连接有与所述转动腔20内壁转动连

接的右轴58，所述右轴58上固定连接有外链轮23，所述右轴58下端固定连接有扇形斜齿轮

57。

[0024] 优选地，所述输出轴59上固定连接有主斜齿轮62，所述主斜齿轮62啮合有内斜齿

轮60，所述内斜齿轮60固定连接有与所述转动腔20内壁转动连接的内轴99，所述内轴99固

定连接有与所述右齿轮27啮合的内齿轮61，所述左齿轮26啮合有外齿轮32，所述外齿轮32

固定连接有与设置在所述机身10左侧的传动腔31转动连接的外轴34，所述外轴34固定连接

有上链轮33，所述上链轮33传动连接有左链条35，所述左链条35传动连接有下链轮36，所述

下链轮36固定连接有与所述传动腔31内壁转动连接的下短轴39，所述下短轴39固定连接有

左斜齿轮38，所述左斜齿轮38固定连接有右斜齿轮37，所述右斜齿轮37固定连接有辅助轴

80，所述辅助轴80固定连接有在所述接料口50内转动的螺杆51。

[0025] 优选地，所述辅助轴80上固定连接有第一链轮82，所述第一链轮82传动连接有小

链条83，所述小链条83传动连接有第二链轮84，所述第二链轮84固定连接有扇轴81.所述扇

轴81固定连接有叶片85，所述叶片85在所述机身10内设置的出气口40内转动，所述出气口

40右侧设有惰性气体进口45。

[0026] 优选地，所述传送带73传动连接有外带轮46，所述外带轮46固定连接有与在所述

机身10内设置的传输腔44内壁转动连接的下横轴47，所述下横轴47固定连接有第三链轮

48，所述第三链轮48传动连接有大链条49，所述大链条49传动连接有第四链轮56，所述第四

链轮56固定连接有小横轴55，所述小横轴55固定连接有外斜齿轮54，所述传送带73传动连

接有内带轮74，所述内带轮74固定连接有与所述传输腔44内壁固定连接的内横轴75。

[0027] 优选地，所述外链轮23传动连接有横链条63，所述横链条63传动连接有与所述旋

转轴65固定连接的内链轮64，所述压盖装置67包括与所述旋转腔53下壁滑动连接的滑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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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所述滑杆71上端固定连接有限位弹簧68，所述滑盖末端固定连接有顶盖77，所述旋转轴

65下端固定连接有旋转杆76。

[0028] 优选地，所述机身10后方设有瓶盖腔69，所述接料口50下方滑动连接遮板89，所述

遮板89右端固定连接有小弹簧88，所述小弹簧88与产品盒入口右端壁固定连接。

[0029] 以下结合图1至图4对本文中的一种3-羟基-4-甲氧基苯甲醛的研磨设备的使用步

骤进行详细说明：

1、将所述原料盒14插入所述进料腔12，此时所述原料盒14推动所述滑板11向左移动，

所述阻挡块15推动所述滑盖16相对于所述原料盒14向右移动，原料经过所述右研磨棒24和

所述左研磨棒25研磨后进入所述二级研磨机构52，最后通过所述接料口50流出，所述螺杆

51的作用是带动产品流出。

[0030] 2、接料时将所述产品盒43放入所述产品盒入口41，经过所述换气机构42下方时空

气被排出并充入惰性气体，所述产品盒43推动所述遮板89向右移动产品进入所述产品盒

43，同时在所述瓶盖腔69内放入所述瓶盖78，所述旋转杆76旋转将所述瓶盖78带动到所述

产品盒43上方，此时所述扇形斜齿轮57啮合所述外斜齿轮54，经过传动带动所述传送带73

移动，到达所述瓶盖78下方时，所述扇形斜齿轮57不再啮合所述外斜齿轮54，所述传送带73

停止，此时所述凸块66与所述压盖装置67接触，所述顶盖77向下压紧所述瓶盖78，随后所述

扇形斜齿轮57啮合所述外斜齿轮54，所述传送带73继续移动带走产品。

[003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采用密闭空间内研磨，有效的放置了原料和产品被

氧化，密闭空间内还避免了其他杂质的进入，整个过程通过机械的联动全自动进行，避免了

接触造成的人体刺激伤害，另一方面也节省了人力和物力，本发明经过两级研磨装置，使得

研磨出来的产品更加精细。

[0032] 通过以上方式，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在本发明的范围内根据工作模式做出各种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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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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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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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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