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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红薯粉碎装置，包括一号

粉碎机、二号粉碎机、三号粉碎机和四号粉碎机，

所述二号粉碎机包括外箱和内箱，所述内箱为过

滤网板制作而成，所述内箱的外壁上等距离安装

有若干个二号粉碎叶片，所述外箱的内壁上布满

与二号粉碎叶片交错设置的三号粉碎叶片，所述

外箱的底部安装有三号伺服电机，所述三号伺服

电机的输出轴贯穿外箱后固定在内箱的底部的

正中间，通过将二号粉碎机设置成包括外箱和内

箱，在内箱的外壁上安装二号粉碎叶片，在外箱

的内壁上安装三号粉碎叶片，然后再在内箱内设

置一号粉碎叶片，能够使红薯块先经过一号粉碎

叶片搅拌切割，再经过二号粉碎叶片和三号粉碎

叶片切割，能够通过逐级切割达到粉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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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红薯粉碎装置，包括一号粉碎机(1)、二号粉碎机(4)、三号粉碎机(15)和四号粉

碎机(19)，其特征在于：所述二号粉碎机(4)包括外箱(5)和内箱(6)，所述内箱(6)为过滤网

板(10)制作而成，所述内箱(6)的外壁上等距离安装有若干个二号粉碎叶片(11)，所述外箱

(5)的内壁上布满与二号粉碎叶片(11)交错设置的三号粉碎叶片(12)，所述外箱(5)的底部

安装有三号伺服电机(13)，所述三号伺服电机(13)的输出轴贯穿外箱(5)后固定在内箱(6)

的底部的正中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红薯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箱(5)的顶端安装有

二号伺服电机(7)，所述二号伺服电机(7)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连接二号粉碎机(4)内部的

中轴(8)，所述中轴(8)的外侧等距离安装有若干个一号粉碎叶片(9)。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红薯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轴(8)和内箱(6)上均

开设有安装槽，所有的安装槽上均开设有安装孔，所有的一号粉碎叶片(9)和二号粉碎叶片

(11)插入安装槽的一端也均开设有安装孔，所有的一号粉碎叶片(9)和二号粉碎叶片(11)

均通过螺栓和螺母固定安装在安装槽内。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红薯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一号粉碎机(1)向下倾

斜设置，所述一号粉碎机(1)的进料口内焊接有若干个向下倾斜的挡板；所述一号粉碎机

(1)的出料口连接二号粉碎机(4)的进料口，所述一号粉碎机(1)位于高处的一端的外侧安

装有一号伺服电机(2)，所述一号伺服电机(2)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连接一号粉碎机(1)内

部的中轴(8)，所述中轴(8)外焊接有螺旋粉碎叶片(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红薯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二号粉碎机(4)的底部

开设有若干个出料口，所有的出料口均通过弧形的导料管(14)连接三号粉碎机(15)的进料

口，所述三号粉碎机(15)内设置有两个对称的碾磨辊(16)，所述碾磨辊(16)的外侧均设置

有一圈一号齿(17)，且两个碾磨辊(16)通过一号齿(17)相啮合，所述三号粉碎机(15)的外

侧相对应两个碾磨辊(16)的位置均安装有四号伺服电机(18)，所述四号伺服电机(18)的输

出轴均通过联轴器连接两个碾磨辊(16)一端的连接轴，且两个四号伺服电机(18)的转动方

向相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红薯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三号粉碎机(15)的底部

的一侧通过向下倾斜的导料管(14)连接四号粉碎机(19)的中部进料口，所述四号粉碎机

(19)的顶端安装有气缸(20)，所述气缸(20)的活塞杆贯穿四号粉碎机(19)的箱体的顶板设

置，所述气缸(20)的活塞杆的末端焊接有压缩弹簧(21)，所述压缩弹簧(21)的底端焊接在

上辊(22)的顶端，所述上辊(22)的下端面布满二号齿(23)。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红薯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四号粉碎机(19)内的底

部设置有下辊(24)，所述下辊(24)的底部固定在五号伺服电机(25)的输出轴端，所述四号

粉碎机(19)的下部的箱体为过滤网板(10)制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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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红薯粉碎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械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红薯粉碎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红薯，学名：番薯又名山芋、红芋、甘薯、番薯、番芋、地瓜(北方)、红苕(多地方言)、

线苕、白薯、金薯、甜薯、朱薯、枕薯、番葛、白芋、茴芋地瓜、红皮番薯、山药(方言)、萌番薯

等。

[0003] 红薯属管状花目，旋花科一年生草本植物，长2米以上，平卧地面斜上，叶片通常为

宽卵形，长4-13厘米，宽3-13厘米，花冠粉红色、白色、淡紫色或紫色，钟状或漏斗状，长3-4

厘米，蒴果卵形或扁圆形，有假隔膜，分为4室，具地下块根，块根纺锤形，外皮土黄色或紫红

色。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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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 红薯主要分布于中国北京、山西、山东、河南、天津、河北、东三省、内蒙古、云南、四

川、湖北、甘肃、安徽、福建、陕西、湖南、广东、江苏、江西等地。全国主产区分别是：安徽泗县

(中国山芋之乡)、河北卢龙、福建连城、河南开封、邓州、山东泗水、四川南充等地区。开封双

季节沙地红薯‘上市较早6月上市’体型较好。

[0006] 中国是生产红薯的大国，由于红薯的产量高，直接食用或售卖，会出现市场饱和，

导致许多红薯滞销，而将红薯磨成粉后，制作出的产品也很受人们的欢迎，因而，目前越来

越多的厂家会将红薯磨成粉，再进行加工生产其他产品，销售量较高。

[0007] 红薯磨成粉需要的粉碎机进行粉碎，目前，厂家在对红薯粉碎时，都是直接将红薯

放进粉碎机进行粉碎，由于红薯的块头较大，投放时，容易撞击到粉碎机内的刀片，进而容

易损坏刀片；而红薯放进粉碎机后，由于粉碎机采用的传统的粉碎方式，使得粉碎效果不

佳，导致制作出的红薯粉不均匀，会出现大颗粒，在制作副产品时，容易影响产品的口感，进

而容易影响厂家的效益。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红薯粉碎装置，可以有效解决背景技术中的问

题。

[0009]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10] 一种红薯粉碎装置，包括一号粉碎机、二号粉碎机、三号粉碎机和四号粉碎机，所

述二号粉碎机包括外箱和内箱，所述内箱为过滤网板制作而成，所述内箱的外壁上等距离

安装有若干个二号粉碎叶片，所述外箱的内壁上布满与二号粉碎叶片交错设置的三号粉碎

叶片，所述外箱的底部安装有三号伺服电机，所述三号伺服电机的输出轴贯穿外箱后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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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箱的底部的正中间。

[0011] 优选的，所述外箱的顶端安装有二号伺服电机，所述二号伺服电机的输出轴通过

联轴器连接二号粉碎机内部的中轴，所述中轴的外侧等距离安装有若干个一号粉碎叶片。

[0012] 优选的，所述中轴和内箱上均开设有安装槽，所有的安装槽上均开设有安装孔，所

有的一号粉碎叶片和二号粉碎叶片插入安装槽的一端也均开设有安装孔，所有的一号粉碎

叶片和二号粉碎叶片均通过螺栓和螺母固定安装在安装槽内。

[0013] 优选的，所述一号粉碎机向下倾斜设置，所述一号粉碎机的进料口内焊接有若干

个向下倾斜的挡板；所述一号粉碎机的出料口连接二号粉碎机的进料口，所述一号粉碎机

位于高处的一端的外侧安装有一号伺服电机，所述一号伺服电机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连接

一号粉碎机内部的中轴，所述中轴外焊接有螺旋粉碎叶片。

[0014] 优选的，所述二号粉碎机的底部开设有若干个出料口，所有的出料口均通过弧形

的导料管连接三号粉碎机的进料口，所述三号粉碎机内设置有两个对称的碾磨辊，所述碾

磨辊的外侧均设置有一圈一号齿，且两个碾磨辊通过一号齿相啮合，所述三号粉碎机的外

侧相对应两个碾磨辊的位置均安装有四号伺服电机，所述四号伺服电机的输出轴均通过联

轴器连接两个碾磨辊一端的连接轴，且两个四号伺服电机的转动方向相反。

[0015] 优选的，所述三号粉碎机的底部的一侧通过向下倾斜的导料管连接四号粉碎机的

中部进料口，所述四号粉碎机的顶端安装有气缸，所述气缸的活塞杆贯穿四号粉碎机的箱

体的顶板设置，所述气缸的活塞杆的末端焊接有压缩弹簧，所述压缩弹簧的底端焊接在上

辊的顶端，所述上辊的下端面布满二号齿。

[0016] 优选的，所述四号粉碎机内的底部设置有下辊，所述下辊的底部固定在五号伺服

电机的输出轴端，所述四号粉碎机的下部的箱体为过滤网板制作而成。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通过在一号粉碎机的进料口设置倾

斜的挡板，能够起到缓冲的作用，避免红薯块冲撞到螺旋粉碎叶片上，损坏螺旋粉碎叶片，

同时，螺旋粉碎叶片工作能够达到对红薯的初步切割，方便后续粉碎工作，另外，螺旋粉碎

叶片还具有输料的功能，方便将一号粉碎机内的红薯块导向二号粉碎机中；通过将二号粉

碎机设置成包括外箱和内箱，然后再将内箱设置成由过滤网板制作而成，在内箱的外壁上

安装二号粉碎叶片，在外箱的内壁上安装三号粉碎叶片，并使三号粉碎叶片与二号粉碎叶

片相互错位设置，然后再在内箱内设置一号粉碎叶片，能够使进入二号粉碎机内的红薯块

先经过一号粉碎叶片搅拌切割，同时内箱转动能够带动小颗粒的红薯块进入内箱与外箱之

间的空间，使得二号粉碎叶片和三号粉碎叶片对小颗粒的红薯块进一步切割，能够通过逐

级切割达到粉碎的效果；然后再在四号粉碎机内设置上辊和下辊，在上辊的下端面上设置

二号齿，方便方上辊与下辊相互挤压碾磨红薯小颗粒时，能够通过二号齿进一步将红薯粉

碎，同时，下辊能够在五号伺服电机的带动下转动起来，从而能够提高碾磨效率。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一种红薯粉碎装置的整体结构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一种红薯粉碎装置的一号粉碎机的结构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一种红薯粉碎装置的二号粉碎机的结构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一种红薯粉碎装置的三号粉碎机的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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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图5为本发明一种红薯粉碎装置的四号粉碎机的结构图。

[0023] 图中：1、一号粉碎机；2、一号伺服电机；3、螺旋粉碎叶片；4、二号粉碎机；5、外箱；

6、内箱；7、二号伺服电机；8、中轴；9、一号粉碎叶片；10、过滤网板；11、二号粉碎叶片；12、三

号粉碎叶片；13、三号伺服电机；14、导料管；15、三号粉碎机；16、碾磨辊；17、一号齿；18、四

号伺服电机；19、四号粉碎机；20、气缸；21、压缩弹簧；22、上辊；23、二号齿；24、下辊；25、五

号伺服电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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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5] 实施例1

[0026] 如图1-5所示，一种红薯粉碎装置，包括一号粉碎机1、二号粉碎机4、三号粉碎机15

和四号粉碎机19，二号粉碎机4包括外箱5和内箱6，内箱6为过滤网板10制作而成，内箱6的

外壁上等距离安装有若干个二号粉碎叶片11，外箱5的内壁上布满与二号粉碎叶片11交错

设置的三号粉碎叶片12，外箱5的底部安装有三号伺服电机13，三号伺服电机13的输出轴贯

穿外箱5后固定在内箱6的底部的正中间；外箱5的顶端安装有二号伺服电机7，二号伺服电

机7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连接二号粉碎机4内部的中轴8，中轴8的外侧等距离安装有若干个

一号粉碎叶片9；中轴8和内箱6上均开设有安装槽，所有的安装槽上均开设有安装孔，所有

的一号粉碎叶片9和二号粉碎叶片11插入安装槽的一端也均开设有安装孔，所有的一号粉

碎叶片9和二号粉碎叶片11均通过螺栓和螺母固定安装在安装槽内。

[0027] 本实施例中通过将二号粉碎机4设置成包括外箱5和内箱6，然后再将内箱6设置成

由过滤网板10制作而成，在内箱6的外壁上安装二号粉碎叶片11，在外箱5的内壁上安装三

号粉碎叶片12，并使三号粉碎叶片12与二号粉碎叶片11相互错位设置，然后再在内箱6内设

置一号粉碎叶片9，能够使进入二号粉碎机4内的红薯块先经过一号粉碎叶片9搅拌切割，同

时内箱6转动能够带动小颗粒的红薯块进入内箱6与外箱5之间的空间，使得二号粉碎叶片

11和三号粉碎叶片12对小颗粒的红薯块进一步切割，能够通过逐级切割达到粉碎的效果。

[0028] 实施例2

[0029] 如图1-2所示，一号粉碎机1向下倾斜设置，一号粉碎机1的进料口内焊接有若干个

向下倾斜的挡板；一号粉碎机1的出料口连接二号粉碎机4的进料口，一号粉碎机1位于高处

的一端的外侧安装有一号伺服电机2，一号伺服电机2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连接一号粉碎机

1内部的中轴8，中轴8外焊接有螺旋粉碎叶片3。

[0030] 本实施例中通过在一号粉碎机1的进料口设置倾斜的挡板，能够起到缓冲的作用，

避免红薯块冲撞到螺旋粉碎叶片3上，损坏螺旋粉碎叶片3，同时，螺旋粉碎叶片3工作能够

达到对红薯的初步切割，方便后续粉碎工作，另外，螺旋粉碎叶片3片还具有输料的功能，方

便将一号粉碎机1内的红薯块导向二号粉碎机4中。

[0031] 实施例3

[0032] 如图1-3所示，二号粉碎机4的底部开设有若干个出料口，所有的出料口均通过弧

形的导料管14连接三号粉碎机15的进料口，三号粉碎机15内设置有两个对称的碾磨辊16，

碾磨辊16的外侧均设置有一圈一号齿17，且两个碾磨辊16通过一号齿17相啮合，三号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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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15的外侧相对应两个碾磨辊16的位置均安装有四号伺服电机18，四号伺服电机18的输出

轴均通过联轴器连接两个碾磨辊16一端的连接轴，且两个四号伺服电机18的转动方向相

反。

[0033] 本实施例中通过在三号粉碎机15内设置碾磨辊16，并在碾磨辊16上设置一号齿

17，能够通过两个碾磨辊16相互碾磨将小颗粒红薯块再进一步的粉碎。

[0034] 实施例4

[0035] 如图1-3所示，三号粉碎机15的底部的一侧通过向下倾斜的导料管14连接四号粉

碎机19的中部进料口，四号粉碎机19的顶端安装有气缸20，气缸20的活塞杆贯穿四号粉碎

机19的箱体的顶板设置，气缸20的活塞杆的末端焊接有压缩弹簧21，压缩弹簧21的底端焊

接在上辊22的顶端，上辊22的下端面布满二号齿23；四号粉碎机19内的底部设置有下辊24，

下辊24的底部固定在五号伺服电机25的输出轴端，四号粉碎机19的下部的箱体为过滤网板

10制作而成。

[0036] 本实施例中通过在四号粉碎机19内设置上辊22和下辊24，在上辊22的下端面上设

置二号齿23，方便方上辊22与下辊24相互挤压碾磨红薯小颗粒时，能够通过二号齿23进一

步将红薯粉碎，同时，下辊24能够在五号伺服电机25的带动下转动起来，从而能够提高碾磨

效率。

[0037]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为一种红薯粉碎装置，在使用时，将红薯放入一号粉碎机1

的进料口中，挡板起到缓冲作用，使得红薯落在一号粉碎机1内不会损坏螺旋粉碎叶片3，螺

旋粉碎叶片3转动对红薯进行初步切割，同时，将红薯块传送到二号粉碎机4内；二号粉碎机

4下方的三号伺服电机13工作带动内箱6转动，二号伺服电机7工作带动中轴8转动，中轴8转

动又会带动一号粉碎叶片9转动，使得内箱6中的红薯块被一号粉碎叶片9进一步切割，内箱

6高速转动会将小块的红薯块甩入内箱6与外箱5之间的空间中，使得内箱6外的二号粉碎叶

片11和三号粉碎叶片12对红薯块进一步切割；当二号粉碎机4工作一段时间后，出料口内的

电磁阀打开，使得一号粉碎机1内的小块头的红薯块被输送到三号粉碎机15内，三号粉碎机

15一侧的两个四号伺服电机18工作，使得两个碾磨辊16岁四号伺服电机18的转动而转动，

进而使两个碾磨辊16相互啮合对小块头的红薯块作进一步的碾磨，能够将小块头的红薯碾

磨成小颗粒；当三号粉碎机15工作一定时间后，三号粉碎机15的出料口内的电磁阀打开，使

得三号粉碎机15内的小颗粒红薯被导向四号粉碎机19中，红薯导料结束后，四号粉碎机19

顶端的气缸20被开启，气缸20工作带动上辊22下降，上辊22落在小颗粒的红薯的上方后，因

压缩弹簧21的弹力，能够使得上辊22的位置能够达到微调的效果，上辊22下端面的二号齿

23能够对小颗粒的红薯达到进一步碾磨，然后再开启五号伺服电机25，五号伺服电机25工

作带动下辊24转动，使得小颗粒红薯一直处于碾磨的状态，当小颗粒的红薯被碾磨成红薯

粉后，能够使红薯粉通过四号粉碎机19的下部的过滤网板10被滤出，即可使红薯被碾磨完

全。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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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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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