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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用于红薯粉加工用精细研磨

装置，包括机架、第一抽粉泵、第一固定板、磨盘、

第一电机、第一气缸、研磨装置、第二抽粉泵、管

子、研磨空间、第二固定板、切块装置、传送台、固

定台、粉碎装置、粉碎空间、第四固定板、漏斗、第

二气缸、第二电机、转轴、粉碎刀片、第五固定板、

安装台、第六固定板、第三气缸、安装槽、翻动板、

切块箱、刀片、安装板、第七固定板、第四气缸、第

八固定板、第四支撑板和第五支撑板，所述机架

的顶面一端固定安装有粉碎装置，所述粉碎装置

的内部开设有粉碎空间。本发明所述的用于红薯

粉加工用精细研磨装置，利用自动研磨提高了工

作的效率，使研磨的更加充分，更加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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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红薯粉加工用精细研磨装置，包括机架（1）、第一抽粉泵（2）、第一固定板（3）、磨

盘（4）、第一电机（5）、第一气缸（6）、研磨装置（7）、第二抽粉泵（8）、管子（9）、研磨空间（10）、

第二固定板（11）、第一支撑板（12）、第二支撑板（13）、第一支撑架（14）、切块装置（15）、传送

台（16）、第二支撑架（17）、第三支撑板（18）、第三固定板（19）、固定台（20）、粉碎装置（21）、

粉碎空间（22）、第四固定板（23）、漏斗（24）、第二气缸（25）、第二电机（26）、转轴（27）、粉碎

刀片（28）、第五固定板（29）、安装台（30）、第六固定板（31）、第三气缸（32）、安装槽（33）、翻

动板（34）、切块箱（35）、刀片（36）、安装板（37）、第七固定板（38）、第四气缸（39）、第八固定

板（40）、第四支撑板（41）和第五支撑板（42），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1）的顶面一端固定安

装有粉碎装置（21），所述粉碎装置（21）的内部开设有粉碎空间（22），所述粉碎空间（22）的

顶面中心固定安装有第四固定板（23），所述第四固定板（23）的底面固定安装有第二气缸

（25），所述第二气缸（25）的活塞杆端固定安装有第五固定板（29），所述第五固定板（29）的

底面固定安装有第二电机（26），所述第二电机（26）的输出端与转轴（27）的一端固定连接，

所述转轴（27）的侧面底部安装有若干个粉碎刀片（28），所述粉碎装置（21）的顶面一侧固定

安装有漏斗（24），所述粉碎装置（21）的顶面另一侧固定安装有固定台（20）,所述固定台

（20）的顶面一侧固定安装有第三固定板（19），所述第三固定板（19）的顶面与第三支撑板

（18）底面的一端固定连接，所述第三支撑板（18）的另一端与切块装置（15）的一侧底部固定

连接，所述切块装置（15）的另一侧底部与第二支撑板（13）的一端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支撑

板（13）的底面另一端与第一支撑板（12）的一侧顶部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支撑板（12）的底面

与机架（1）的顶面另一侧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支撑板（13）的正面和背面固定安装有第一支

撑架（14）,两个第一支撑架（14）的另一端与传送台（16）的正面和背面的一侧固定连接，所

述第三支撑板（18）的正面和背面一端固定安装有第二支撑架（17），两个第二支撑架（17）的

另一端与传送台（16）的正面和背面的另一侧固定连接，所述机架（1）的顶面，位于粉碎装置

（21）与第一支撑板（12）之间，固定安装有研磨装置（7）,研磨装置（7）的内部开设有研磨空

间（10），所述研磨空间（10）的顶面固定安装有第一固定板（3），所述第一固定板（3）的底面

固定安装有第一气缸（6），所述第一气缸（6）的底面固定安装有第二固定板（11），所述第二

固定板（11）的底面固定安装有第一电机（5），所述第一电机（5）的输出端与磨盘（4）的顶面

中心固定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红薯粉加工用精细研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切块装置

（15）的底部固定安装有切块箱（35），切块箱（35）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安装台（30），安装台

（30）与切块箱（35）的连接处底部开设有安装槽（33）,安装槽（33）的一侧固定安装有第六固

定板（31），第六固定板（31）的一侧固定安装有第三气缸（32），第三气缸（32）活塞杆端固定

安装有翻动板（34），安装台（30）的顶面固定安装有第五支撑板（42），第五支撑板（42）的顶

面固定安装有第四支撑板（41）,第四支撑板（41）的底面固定安装有第八固定板（40），第八

固定板（40）的底面固定安装有第四气缸（39），第四气缸（39）的活塞杆端固定安装有第七固

定板（38），第七固定板（38）的底面与安装板（37）的顶面中心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红薯粉加工用精细研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研磨装置

（7）的一侧底部固定安装有第一抽粉泵（2），第一抽粉泵（2）通过管子（9）分别与粉碎空间

（22）的底部一侧和研磨空间（10）的顶面一侧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红薯粉加工用精细研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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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的底面安装有若干个刀片（36），刀片（36）与刀片（36）之间形成矩形。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红薯粉加工用精细研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研磨装置

（7）的另一侧底部固定安装有第二抽粉泵（8），第二抽粉泵（8）的一端通过管子（9）与研磨空

间（10）的底部一侧连接，第二抽粉泵（8）的另一端通过管子（9）连接外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红薯粉加工用精细研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漏斗（24）

的底部与粉碎空间（22）的一侧顶部相通。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红薯粉加工用精细研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气缸

（6）、第二气缸（25）、第三气缸（32）和第四气缸（39）的固定链接采用螺钉固定。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红薯粉加工用精细研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切块装置

（15）的内部底面开设有阀门。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9550558 A

3



用于红薯粉加工用精细研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红薯粉制作领域，特别涉及用于红薯粉加工用精细研磨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红薯富含蛋白质、淀粉、果胶、纤维素、氨基酸、维生素及多种矿物质，有“长寿食

品”之誉，含糖量达到15%-20%。有抗癌、保护心脏、预防肺气肿、糖尿病、减肥等功效，明代李

时珍《本草纲目》记有“甘薯补虚，健脾开胃，强肾阴”，并说海中之人食之长寿。中医视红薯

为良药；为了得到精细研磨的红薯粉，为此，我们设计了用于红薯粉加工用精细研磨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用于红薯粉加工用精细研磨装置，可以有效解决背景

技术中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用于红薯粉加工用精细研磨装置，包括机架、第一抽粉泵、第一固定板、磨盘、第一电

机、第一气缸、研磨装置、第二抽粉泵、管子、研磨空间、第二固定板、第一支撑板、第二支撑

板、第一支撑架、切块装置、传送台、第二支撑架、第三支撑板、第三固定板、固定台、粉碎装

置、粉碎空间、第四固定板、漏斗、第二气缸、第二电机、转轴、粉碎刀片、第五固定板、安装

台、第六固定板、第三气缸、安装槽、翻动板、切块箱、刀片、安装板、第七固定板、第四气缸、

第八固定板、第四支撑板和第五支撑板，所述机架的顶面一端固定安装有粉碎装置，所述粉

碎装置的内部开设有粉碎空间，所述粉碎空间的顶面中心固定安装有第四固定板，所述第

四固定板的底面固定安装有第二气缸，所述第二气缸的活塞杆端固定安装有第五固定板，

所述第五固定板的底面固定安装有第二电机，所述第二电机的输出端与转轴的一端固定连

接，所述转轴的侧面底部安装有若干个粉碎刀片，所述粉碎装置的顶面一侧固定安装有漏

斗，所述粉碎装置的顶面另一侧固定安装有固定台,所述固定台的顶面一侧固定安装有第

三固定板，所述第三固定板的顶面与第三支撑板底面的一端固定连接，所述第三支撑板的

另一端与切块装置的一侧底部固定连接，所述切块装置的另一侧底部与第二支撑板的一端

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支撑板的底面另一端与第一支撑板的一侧顶部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支

撑板的底面与机架的顶面另一侧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支撑板的正面和背面固定安装有第一

支撑架,两个第一支撑架的另一端与传送台的正面和背面的一侧固定连接，所述第三支撑

板的正面和背面一端固定安装有第二支撑架，两个第二支撑架的另一端与传送台的正面和

背面的另一侧固定连接，所述机架的顶面，位于粉碎装置与第一支撑板之间，固定安装有研

磨装置,研磨装置的内部开设有研磨空间，所述研磨空间的顶面固定安装有第一固定板，所

述第一固定板的底面固定安装有第一气缸，所述第一气缸的底面固定安装有第二固定板，

所述第二固定板的底面固定安装有第一电机，所述第一电机的输出端与磨盘的顶面中心固

定连接。

[0005] 优选的，所述切块装置的底部固定安装有切块箱，切块箱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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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安装台与切块箱的连接处底部开设有安装槽,安装槽的一侧固定安装有第六固定板，第

六固定板的一侧固定安装有第三气缸，第三气缸活塞杆端固定安装有翻动板，安装台的顶

面固定安装有第五支撑板，第五支撑板的顶面固定安装有第四支撑板,第四支撑板的底面

固定安装有第八固定板，第八固定板的底面固定安装有第四气缸，第四气缸的活塞杆端固

定安装有第七固定板，第七固定板的底面与安装板的顶面中心固定连接。

[0006] 优选的，所述研磨装置的一侧底部固定安装有第一抽粉泵，第一抽粉泵通过管子

分别与粉碎空间的底部一侧和研磨空间的顶面一侧连接。

[0007] 优选的，所述安装板的底面安装有若干个刀片，刀片与刀片之间形成矩形。

[0008] 优选的，所述研磨装置的另一侧底部固定安装有第二抽粉泵，第二抽粉泵的一端

通过管子与研磨空间的底部一侧连接，第二抽粉泵的另一端通过管子连接外部。

[0009] 优选的，所述漏斗的底部与粉碎空间的一侧顶部相通。

[0010] 优选的，所述第一气缸、第二气缸、第三气缸和第四气缸的固定链接采用螺钉固

定。

[0011] 优选的，所述切块装置的内部底面开设有阀门。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1、本发明中，将红薯放置在切块装置中，切块装置将红薯进行切块，红薯块通过传送

台，落入粉碎装置中，粉碎装置对红薯块进行粉碎，粉碎成粉末，粉碎的粉末通过第一抽粉

泵送入研磨装置中，研磨装置中的第一气缸的活塞杆推进，第一电机带动磨盘转动，使磨盘

对红薯粉进行精细研磨，最后第二抽粉泵将红薯粉抽出，利用自动研磨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0013] 2、本发明中，通过第四气缸的推进使红薯切成块状，通过第三气缸的活塞杆端的

推进和收缩，实现翻动板对红薯进行翻动，使切的红薯的块更小，能够更加方便去粉碎红

薯。

[0014] 3、本发明中，利用第二电机带动转轴转动，使转轴上的粉碎刀片对红薯块进行粉

碎，第二气缸的伸缩和推进，是粉碎刀片粉碎的高度不同，使粉碎的更加彻底。

[0015] 4、本发明中，利用刀片与刀片之间形成矩形，使切的红薯块更细更小。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用于红薯粉加工用精细研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切块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粉碎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刀片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中：1、机架；2、第一抽粉泵；3、第一固定板；4、磨盘；5、第一电机；6、第一气缸；7、

研磨装置；8、第二抽粉泵；9、管子；10、研磨空间；11、第二固定板；12、第一支撑板；13、第二

支撑板；14、第一支撑架；15、切块装置；16、传送台；17、第二支撑架；18、第三支撑板；19、第

三固定板；20、固定台；21、粉碎装置；22、粉碎空间；23、第四固定板；24、漏斗；25、第二气缸；

26、第二电机；27、转轴；28、粉碎刀片；29、第五固定板；30、安装台；31、第六固定板；32、第三

气缸；33、安装槽；34、翻动板；35、切块箱；36、刀片；37、安装板；38、第七固定板；39、第四气

缸；40、第八固定板；41、第四支撑板；42、第五支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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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

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19] 请参阅图1-4，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

用于红薯粉加工用精细研磨装置，包括机架1、第一抽粉泵2、第一固定板3、磨盘4、第一

电机5、第一气缸6、研磨装置7、第二抽粉泵8、管子9、研磨空间10、第二固定板11、第一支撑

板12、第二支撑板13、第一支撑架14、切块装置15、传送台16、第二支撑架17、第三支撑板18、

第三固定板19、固定台20、粉碎装置21、粉碎空间22、第四固定板23、漏斗24、第二气缸25、第

二电机26、转轴27、粉碎刀片28、第五固定板29、安装台30、第六固定板31、第三气缸32、安装

槽33、翻动板34、切块箱35、刀片36、安装板37、第七固定板38、第四气缸39、第八固定板40、

第四支撑板41和第五支撑板42，机架1的顶面一端固定安装有粉碎装置21，粉碎装置21的内

部开设有粉碎空间22，粉碎空间22的顶面中心固定安装有第四固定板23，第四固定板23的

底面固定安装有第二气缸25，第二气缸25的活塞杆端固定安装有第五固定板29，第五固定

板29的底面固定安装有第二电机26，第二电机26的输出端与转轴27的一端固定连接，转轴

27的侧面底部安装有若干个粉碎刀片28，粉碎装置21的顶面一侧固定安装有漏斗24，粉碎

装置21的顶面另一侧固定安装有固定台20,固定台20的顶面一侧固定安装有第三固定板

19，第三固定板19的顶面与第三支撑板18底面的一端固定连接，第三支撑板18的另一端与

切块装置15的一侧底部固定连接，切块装置15的另一侧底部与第二支撑板13的一端固定连

接，第二支撑板13的底面另一端与第一支撑板12的一侧顶部固定连接，第一支撑板12的底

面与机架1的顶面另一侧固定连接，第二支撑板13的正面和背面固定安装有第一支撑架14,

两个第一支撑架14的另一端与传送台16的正面和背面的一侧固定连接，第三支撑板18的正

面和背面一端固定安装有第二支撑架17，两个第二支撑架17的另一端与传送台16的正面和

背面的另一侧固定连接，机架1的顶面，位于粉碎装置21与第一支撑板12之间，固定安装有

研磨装置7,研磨装置7的内部开设有研磨空间10，研磨空间10的顶面固定安装有第一固定

板3，第一固定板3的底面固定安装有第一气缸6，第一气缸6的底面固定安装有第二固定板

11，第二固定板11的底面固定安装有第一电机5，第一电机5的输出端与磨盘4的顶面中心固

定连接。

[0020] 所述切块装置15的底部固定安装有切块箱35，切块箱35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安装台

30，安装台30与切块箱35的连接处底部开设有安装槽33,安装槽33的一侧固定安装有第六

固定板31，第六固定板31的一侧固定安装有第三气缸32，第三气缸32活塞杆端固定安装有

翻动板34，安装台30的顶面固定安装有第五支撑板42，第五支撑板42的顶面固定安装有第

四支撑板41,第四支撑板41的底面固定安装有第八固定板40，第八固定板40的底面固定安

装有第四气缸39，第四气缸39的活塞杆端固定安装有第七固定板38，第七固定板38的底面

与安装板37的顶面中心固定连接，安装板37的底面安装有若干个刀片36，刀片36与刀片36

之间形成矩形，所述研磨装置7的一侧底部固定安装有第一抽粉泵2，第一抽粉泵2通过管子

9分别与粉碎空间22的底部一侧和研磨空间10的顶面一侧连接，所述研磨装置7的另一侧底

部固定安装有第二抽粉泵8，第二抽粉泵8的一端通过管子9与研磨空间10的底部一侧连接，

第二抽粉泵8的另一端通过管子9连接外部，所述漏斗24的底部与粉碎空间22的一侧顶部相

通，所述切块装置15的内部底面开设有阀门，所述第一气缸6、第二气缸25、第三气缸32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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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气缸39的固定链接采用螺钉固定。

[0021]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为用于红薯粉加工用精细研磨装置，如：

图1为本发明用于红薯粉加工用精细研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将红薯放置在切块装置

15中，切块装置15将红薯进行切块，红薯块通过传送台16，落入粉碎装置21中，粉碎装置21

对红薯块进行粉碎，粉碎成粉末，粉碎的粉末通过第一抽粉泵2送入研磨装置7中，研磨装置

7中的第一气缸6的活塞杆推进，第一电机5带动磨盘4转动，使磨盘4对红薯粉进行精细研

磨，最后第二抽粉泵8将红薯粉抽出。

[0022] 图2为本发明切块装置的结构示意图。通过第四气缸39的推进使红薯切成块状，通

过第三气缸32的活塞杆端的推进和收缩，实现翻动板34对红薯进行翻动，使切的红薯的块

更小。

[0023] 图3为本发明粉碎装置的结构示意图。通过第二电机26带动转轴27转动，使转轴27

上的粉碎刀片28对红薯块进行粉碎，第二气缸25的伸缩和推进，是粉碎刀片28粉碎的高度

不同，使粉碎的更加彻底。

[0024] 图4为本发明刀片的结构示意图。利用刀片36与刀片36之间形成矩形，使切的红薯

块更细更小。

[0025]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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