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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药品粉碎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药品粉碎装置，属于

制药设备领域。一种药品粉碎装置包括竖直设置

的箱体，箱体内由上至下依次分为依次连通的一

级粉碎室、二级粉碎室、碾磨室，一级粉碎室内端

壁上部枢接有两个并排设置的水平的粉碎辊，一

级粉碎室内端壁与粉碎辊的下方设有竖直的搅

拌轴，搅拌轴的下端延伸至二级粉碎室的底部，

搅拌轴上沿高度方向固定有多个水平刀片及螺

旋刀片，碾磨室内由上至下依次设有两个并排设

置的水平的第一碾磨辊、两个并排设置的水平的

第二碾磨辊以及水平的振动筛网。本实用新型公

开的一种药品粉碎装置，能够实现药品粉碎均

匀，粉碎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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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药品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竖直设置的箱体(100)，所述箱体(100)内由上

至下依次分为依次连通的一级粉碎室(200)、二级粉碎室(300)、碾磨室(400)，所述一级粉

碎室(200)的底部及所述二级粉碎室(300)的底部均上宽下窄，所述一级粉碎室(200)的最

小直径等于所述二级粉碎室(300)的最大直径，所述一级粉碎室(200)的顶部设有进料口

(201)，所述碾磨室(400)的底部设有出料口(401)；

所述一级粉碎室(200)内端壁上部枢接有两个并排设置的水平的粉碎辊(210)，两个所

述粉碎辊(210)上的粉碎齿相互啮合，所述一级粉碎室(200)内于所述粉碎辊(210)下方设

有水平的固定板(202)、以及竖直的搅拌轴(220)，所述固定板(202)固定于所述一级粉碎室

(200)的内壁，所述固定板(202)上设有通孔，所述搅拌轴(220)的上端通过轴承固定于所述

固定板(202)上，所述搅拌轴(220)的下端延伸至所述二级粉碎室(300)的底部，位于所述一

级粉碎室(200)内的所述搅拌轴(220)上沿高度方向固定有多个水平刀片(221)，位于所述

二级粉碎室(300)内的所述搅拌轴(220)上沿高度方向固定有螺旋刀片(222)，所述水平刀

片(221)的宽度向靠近所述螺旋刀片(222)的方向逐渐减小，位于所述二级粉碎室(300)底

部的螺旋刀片(222)的半径向靠近所述碾磨室(400)的方向逐渐减小；

所述碾磨室(400)内端壁的上部枢接有两个并排设置的水平的第一碾磨辊(410)以及

两个并排设置的水平的第二碾磨辊(420)，所述第一碾磨辊(410)位于所述第二碾磨辊

(420)的上方，两个所述第一碾磨辊(410)之间的最小水平距离大于两个所述第二碾磨辊

(420)之间的最小水平距离，所述碾磨室(400)侧壁的下部设有水平的振动筛网(430)，所述

碾磨室(400)在所述振动筛网(430)下方的侧壁固定有至少两个固定座(402)，所述振动筛

网(430)与各所述固定座(402)之间通过弹簧(403)连接，所述振动筛网(430)顶部的相对两

侧连接有竖杆(431)，位于所述振动筛网(430)上方的所述碾磨室(400)侧壁固定有两个水

平的横杆(404)，所述竖杆(431)的上端贯穿对应所述横杆(404)，且顶端固定有半球状的凸

块(432)，所述第二碾磨辊(420)的中心轴的两端各固定有一凸轮(421)，所述凸轮(421)与

对应所述凸块(432)接触配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药品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轴(220)上通过水

平的连接杆固定有刮板(223)，所述刮板(223)侧壁的上端与所述一级粉碎室(200)的内壁

贴合，所述刮板(223)侧壁的下端与所述二级粉碎室(300)的内壁贴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药品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各所述水平刀片(221)的上

表面及下表面均凸设形成多个锯齿状凸起(221a)。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药品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级粉碎室(200)的顶

壁固定有漏斗状的导料筒(203)，所述导料筒(203)的出口位于两个所述粉碎辊(210)之间

的正上方。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药品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一个所述粉碎辊(210)

的中心轴通过联轴器与第一电机(230)的转轴连接，两个所述粉碎辊(210)的中心轴上套设

并固定有相互啮合的第一传动齿轮(21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药品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轴(220)的上端固

定有从动锥齿轮(224)，所述一级粉碎室(200)内设有水平的转动杆(240)，所述转动杆

(240)的一端贯穿所述一级粉碎室(200)的端壁，并通过联轴器与固定于所述箱体(100)侧

壁的第二电机(250)的转轴连接，所述转动杆(240)的另一端固定有主动锥齿轮(241)，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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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锥齿轮(241)与所述从动锥齿轮(224)相互啮合传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药品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一个所述第二碾磨辊

(420)的中心轴通过联轴器与第三电机(440)的转轴连接，两个所述第二碾磨辊(420)的中

心轴上套设并固定有相互啮合的第二传动齿轮(422)，两个所述第一碾磨辊(410)的中心轴

上均套设并固定有与所述第二传动齿轮(422)相互啮合的第三传动齿轮(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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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药品粉碎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制药设备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药品粉碎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医疗过程中经常会用到粉碎设备对药品进行粉碎加工来配合治疗或者给予患

者服用，现有的粉碎设备基本能够满足小颗粒药品的粉碎要求，当需要对大颗粒、大物块等

药品进行粉碎时，存在粉碎不均匀，粉碎效率低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出一种药品粉

碎装置，能够实现药品粉碎均匀，粉碎效率高。

[0004] 为达此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药品粉碎装置，包括竖直设置的箱体，所述箱体内由上至

下依次分为依次连通的一级粉碎室、二级粉碎室、碾磨室，所述一级粉碎室的底部及所述二

级粉碎室的底部均上宽下窄，所述一级粉碎室的最小直径等于所述二级粉碎室的最大直

径，所述一级粉碎室的顶部设有进料口，所述碾磨室的底部设有出料口；所述一级粉碎室内

端壁上部枢接有两个并排设置的水平的粉碎辊，两个所述粉碎辊上的粉碎齿相互啮合，所

述一级粉碎室内于所述粉碎辊下方设有水平的固定板、以及竖直的搅拌轴，所述固定板固

定于所述一级粉碎室的内壁，所述固定板上设有通孔，所述搅拌轴的上端通过轴承固定于

所述固定板上，所述搅拌轴的下端延伸至所述二级粉碎室的底部，位于所述一级粉碎室内

的所述搅拌轴上沿高度方向固定有多个水平刀片，位于所述二级粉碎室内的所述搅拌轴上

沿高度方向固定有螺旋刀片，所述水平刀片的宽度向靠近所述螺旋刀片的方向逐渐减小，

位于所述二级粉碎室底部的螺旋刀片的半径向靠近所述碾磨室的方向逐渐减小；所述碾磨

室内端壁的上部枢接有两个并排设置的水平的第一碾磨辊以及两个并排设置的水平的第

二碾磨辊，所述第一碾磨辊位于所述第二碾磨辊的上方，两个所述第一碾磨辊之间的最小

水平距离大于两个所述第二碾磨辊之间的最小水平距离，所述碾磨室侧壁的下部设有水平

的振动筛网，所述碾磨室在所述振动筛网下方的侧壁固定有至少两个固定座，所述振动筛

网与各所述固定座之间通过弹簧连接，所述振动筛网顶部的相对两侧连接有竖杆，位于所

述振动筛网上方的所述碾磨室侧壁固定有两个水平的横杆，所述竖杆的上端贯穿对应所述

横杆，且顶端固定有半球状的凸块，所述第二碾磨辊的中心轴的两端各固定有一凸轮，所述

凸轮与对应所述凸块接触配合。

[0006] 在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实施方案中，所述搅拌轴上通过水平的连接杆固定有刮板，

所述刮板侧壁的上端与所述一级粉碎室的内壁贴合，所述刮板侧壁的下端与所述二级粉碎

室的内壁贴合。

[0007] 在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实施方案中，各所述水平刀片的上表面及下表面均凸设形成

多个锯齿状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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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在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实施方案中，所述一级粉碎室的顶壁固定有漏斗状的导料

筒，所述导料筒的出口位于两个所述粉碎辊之间的正上方。

[0009] 在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实施方案中，其中一个所述粉碎辊的中心轴通过联轴器与第

一电机的转轴连接，两个所述粉碎辊的中心轴上套设并固定有相互啮合的第一传动齿轮。

[0010] 在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实施方案中，所述搅拌轴的上端固定有从动锥齿轮，所述一

级粉碎室内设有水平的转动杆，所述转动杆的一端贯穿所述一级粉碎室的端壁，并通过联

轴器与固定于所述箱体侧壁的第二电机的转轴连接，所述转动杆的另一端固定有主动锥齿

轮，所述主动锥齿轮与所述从动锥齿轮相互啮合传动。

[0011] 在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实施方案中，其中一个所述第二碾磨辊的中心轴通过联轴器

与第三电机的转轴连接，两个所述第二碾磨辊的中心轴上套设并固定有相互啮合的第二传

动齿轮，两个所述第一碾磨辊的中心轴上均套设并固定有与所述第二传动齿轮相互啮合的

第三传动齿轮。

[001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3]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药品粉碎装置，通过设置两个所述粉碎辊、所述搅拌轴上

的水平刀片及螺旋刀片对药品进行多次粉碎，设置两个所述第一碾磨辊及所述第二碾磨辊

对药品进行二次碾磨，提高粉碎效果，粉碎均匀；在所述第二碾磨辊的下方还设有可上下往

复运动的振动筛网，对粉碎后的药品进行筛选，保证粒度均匀，同时提高出料速度。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提供的一种药品粉碎装置内部的主视图；

[0015]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提供的一种药品粉碎装置内部的侧视图。

[0016] 图中：100、箱体；200、一级粉碎室；201、进料口；202、固定板；203、导料筒；210、粉

碎辊；211、第一传动齿轮；220、搅拌轴；221、水平刀片；221a、锯齿状凸起；222、螺旋刀片；

223、刮板；224、从动锥齿轮；230、第一电机；240、转动杆；241、主动锥齿轮；250、第二电机；

300、二级粉碎室；400、碾磨室；401、出料口；402、固定座；403、弹簧；404、横杆；410、第一碾

磨辊；411、第三传动齿轮；420、第二碾磨辊；421、凸轮；422、第二传动齿轮；430、振动筛网；

431、竖杆；432、凸块；440、第三电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具体实施方式来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

[0018] 如图1及图2所示，一种药品粉碎装置包括竖直设置的箱体100，所述箱体100内由

上至下依次分为依次连通的一级粉碎室200、二级粉碎室300、碾磨室400，所述一级粉碎室

200的底部及所述二级粉碎室300的底部均上宽下窄，所述一级粉碎室200的最小直径等于

所述二级粉碎室300的最大直径，所述一级粉碎室200的顶部设有进料口201，所述碾磨室

400的底部设有出料口401。

[0019] 所述一级粉碎室200内端壁上部枢接有两个并排设置的水平的粉碎辊210，两个所

述粉碎辊210上的粉碎齿相互啮合，所述一级粉碎室200内于所述粉碎辊210下方设有水平

的固定板202、以及竖直的搅拌轴220，所述固定板202固定于所述一级粉碎室200的内壁，所

述固定板202上设有通孔，所述搅拌轴220的上端通过轴承固定于所述固定板202上，所述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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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轴220的下端延伸至所述二级粉碎室300的底部，位于所述一级粉碎室200内的所述搅拌

轴220上沿高度方向固定有多个水平刀片221，位于所述二级粉碎室300内的所述搅拌轴220

上沿高度方向固定有螺旋刀片222，所述水平刀片221的宽度向靠近所述螺旋刀片222的方

向逐渐减小，位于所述二级粉碎室300底部的螺旋刀片222的半径向靠近所述碾磨室400的

方向逐渐减小。

[0020] 所述碾磨室400内端壁的上部枢接有两个并排设置的水平的第一碾磨辊410以及

两个并排设置的水平的第二碾磨辊420，所述第一碾磨辊410位于所述第二碾磨辊420的上

方，两个所述第一碾磨辊410之间的最小水平距离大于两个所述第二碾磨辊420之间的最小

水平距离，所述碾磨室400侧壁的下部设有水平的振动筛网430，所述碾磨室400在所述振动

筛网430下方的侧壁固定有至少两个固定座402，所述振动筛网430与各所述固定座402之间

通过弹簧403连接，所述振动筛网430顶部的相对两侧连接有竖杆431，位于所述振动筛网

430上方的所述碾磨室400侧壁固定有两个水平的横杆404，所述竖杆431的上端贯穿对应所

述横杆404，且顶端固定有半球状的凸块432，所述第二碾磨辊420的中心轴的两端各固定有

一凸轮421，所述凸轮421与对应所述凸块432接触配合。

[0021] 上述的一种药品粉碎装置，通过设置两个所述粉碎辊210、所述搅拌轴220上的水

平刀片221及螺旋刀片222对药品进行多次粉碎，设置两个所述第一碾磨辊410及所述第二

碾磨辊420对药品进行二次碾磨，提高粉碎效果，粉碎均匀；在所述第二碾磨辊420的下方还

设有可上下往复运动的振动筛网430，对粉碎后的药品进行筛选，保证粒度均匀，提高出料

速度。

[0022] 具体地，当本装置工作时，两个所述粉碎辊210、所述搅拌轴220、两个所述第一碾

磨辊410、两个所述第二碾磨辊420转动，药品从所述进料口101进入两个所述粉碎辊210的

啮合处，所述粉碎辊210对药品进行预粉碎，经过所述粉碎辊210粉碎的药品从所述固定板

202上的通孔往下掉落，然后水平刀片221对药品进行二次粉碎，然后所述螺旋刀片222在往

下输送药品的过程中，对药品进行三次粉碎，然后所述第一碾磨辊410对药品进行一次预碾

磨，所述第二碾磨辊420对药品进行二次碾磨，经过二次碾磨的药品掉落至所述振动筛网

430上，所述第二碾磨辊420的中心轴转动时，带动所述凸轮421转动，实现所述振动筛网430

上下往复运动，对粉碎后的药品进行筛选，保证粒度均匀，提高出料速度。

[0023] 进一步的，所述搅拌轴220上通过水平的连接杆固定有刮板223，所述刮板223侧壁

的上部与所述一级粉碎室200的内壁贴合，所述刮板223侧壁的下端与所述二级粉碎室300

的内壁贴合；通过设置所述刮板223将粘附在所述一级粉碎室200的侧壁、所述二级粉碎室

300的的侧壁的粉末刮落。

[0024] 进一步的，各所述水平刀片221的上表面及下表面均凸设形成多个锯齿状凸起

221a；设置所述锯齿状凸起221a提高对药品的粉碎力度。

[0025] 进一步的，所述一级粉碎室200的顶壁固定有漏斗状的导料筒203，所述导料筒203

的出口位于两个所述粉碎辊210之间的正上方；通过设置所述导料筒203确保药品进入两个

所述粉碎辊210的啮合处，从而对药品进行粉碎。

[0026] 进一步的，其中一个所述粉碎辊210的中心轴通过联轴器与第一电机230的转轴连

接，两个所述粉碎辊210的中心轴上套设并固定有相互啮合的第一传动齿轮211；所述第一

电机230同时驱动两个所述粉碎辊210转动。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208960103 U

6



[0027] 进一步的，所述搅拌轴220的上端固定有从动锥齿轮224，所述一级粉碎室200内设

有水平的转动杆240，所述转动杆240的一端贯穿所述一级粉碎室200的端壁，并通过联轴器

与固定于所述箱体100侧壁的第二电机250的转轴连接，所述转动杆240的另一端固定有主

动锥齿轮241，所述主动锥齿轮241与所述从动锥齿轮224相互啮合传动；当所述第二电机

250驱动所述转动杆240及所述主动锥齿轮241转动时，所述主动锥齿轮241与所述从动锥齿

轮224相互啮合传动，从而所述搅拌轴220转动。

[0028] 进一步的，其中一个所述第二碾磨辊420的中心轴通过联轴器与第三电机440的转

轴连接，两个所述第二碾磨辊420的中心轴上套设并固定有相互啮合的第二传动齿轮422，

两个所述第一碾磨辊410的中心轴上均套设并固定有与所述第二传动齿轮422相互啮合的

第三传动齿轮411；所述第三电机440同时驱动两个所述第二碾磨辊420及两个所述第一碾

磨辊410转动。

[0029] 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优选实施例进行描述的，本领域技术人员知悉，在不脱离本实

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特征和实施例进行各种改变或等效替换。本实

用新型不受此处所公开的具体实施例的限制，其他落入本申请的权利要求内的实施例都属

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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