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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中药粉碎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中药粉碎机，包括粗粉

碎系统、细粉碎系统、超细粉碎系统、输送系统、

烘干系统；本实用新型通过粗粉碎系统、细粉碎

系统、超细粉碎系统对中药原料进行粗粉碎、细

粉碎、超细粉碎，不仅粉碎效率高，且避免较大颗

粒的存在，使粉碎更彻底。本实用新型的烘干系

统通过加热棒对中药粉末进行烘干，并通过震动

机组实现中药粉末的翻动，使得粉末烘干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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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中药粉碎机，其特征在于，包括粗粉碎系统、细粉碎系统、超细粉碎系统、输送系

统、烘干系统；

所述粗粉碎系统包括进料斗(1)、一级碎料管道(101)、切刀组(102)、滑刀组(103)、过

渡管道(104)、控制机(105)、刀组机架(106)，所述进料斗(1)与一级碎料管道(101)一端连

接，所述一级碎料管道(101)上设置有两组切刀组(102)，切刀组(102)与刀组机架(106)连

接，所述一级碎料管道(101)内中部设有滑刀组(103)，所述一级碎料管道(101)另一端与过

渡管道(104)连接，所述控制机(105)设置在一级碎料管道(101)下方，所述控制机(105)与

刀组机架(106)连接；

所述细粉碎系统包括二级破碎管道(2)、下转机(201)、绞龙刀(202)、上转机(203)、筛

孔(204)、匀料管道(205)、突刺(206)，所述二级破碎管道(2)下端上部与过渡管道(104)连

接，所述二级破碎管道(2)内设置有绞龙刀(202)，绞龙刀(202)转轴两端分别与下转机

(201)和上转机(203)连接，所述二级破碎管道(2)上端底部设有多个筛孔(204)，所述二级

破碎管道(2)上端开口与匀料管道(205)连接，匀料管道(205)内壁上设置有多个突刺

(206)；

所述超细粉碎系统包括电机箱(3)、自转机械臂(301)、转筒(302)、旋转剪切刀组

(303)，所述转筒(302)位于匀料管道(205)正下方，所述转筒(302)内设置有旋转剪切刀组

(303)，转筒(302)外部与自转机械臂(301)连接，所述自转机械臂(301)一端与电机箱(3)连

接；

所述输送系统包括汇料管道(4)、汇料漏斗一(401)、汇料漏斗二(5)，所述汇料管道(4)

一端与筛孔(204)所在位置的二级破碎管道(2)底部连通，汇料管道(4)另一端与汇料漏斗

一(401)连通，汇料漏斗一(401)位于转筒(302)正下方，汇料漏斗二(5)与汇料漏斗一(401)

下端连通；

所述烘干系统包括烘干管道(501)、震动机组(502)、控温机箱(503)、加热棒(504)，所

述烘干管道(501)上端与汇料漏斗二(5)连接，烘干管道(501)底部设有震动机组(502)，烘

干管道(501)顶部设置有控温机箱(503)，烘干管道(501)内设置有多个加热棒(504)且加热

棒(504)与控温机箱(503)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中药粉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级碎料管道(101)为弯

折管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中药粉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二级破碎管道(2)一端密

封且为倾斜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中药粉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匀料管道(205)下端为倒

漏斗形，匀料管道(205)下端内部连接有内胆(207)。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中药粉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机(105)、刀组机架

(106)设置在下转机(201)顶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中药粉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烘干管道(501)为倾斜设

置且其下端设置有出料口。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中药粉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剪切刀组(303)包括

多个交错设置的扇形剪切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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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中药粉碎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粉碎机，具体涉及一种中药粉碎机。

背景技术

[0002] 中医作为我国的传统医学，现在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推广，世界各地都开设了中医

医院，而中药作为中医不可缺少的部分，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加工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

高，由于中草药的特殊性质，许多中草药在入药前要进行加工，如清洗、粉碎、烘干等步骤；

现有粉碎机的粉碎程度不够彻底，还会有较大的原料颗粒存在，这样会对后续生产造成较

大影响。此外，现有的粉碎机不能对粉碎后的中药粉末进行烘干，不利于粉末的储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中药粉碎机。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中药粉碎机，包括粗粉碎系统、细粉碎系统、超细粉碎系统、输送系统、烘干系

统；

[0006] 所述粗粉碎系统包括进料斗、一级碎料管道、切刀组、滑刀组、过渡管道、控制机、

刀组机架，所述进料斗与一级碎料管道一端连接，所述一级碎料管道上设置有两组切刀组，

切刀组与刀组机架连接，所述一级碎料管道内中部设有滑刀组，所述一级碎料管道另一端

与过渡管道连接，所述控制机设置在一级碎料管道下方，所述控制机与刀组机架连接；

[0007] 所述细粉碎系统包括二级破碎管道、下转机、绞龙刀、上转机、筛孔、匀料管道、突

刺，所述二级破碎管道下端上部与过渡管道连接，所述二级破碎管道内设置有绞龙刀，绞龙

刀转轴两端分别与下转机和上转机连接，所述二级破碎管道上端底部设有多个筛孔，所述

二级破碎管道上端开口与匀料管道连接，匀料管道内壁上设置有多个突刺；

[0008] 所述超细粉碎系统包括电机箱、自转机械臂、转筒、旋转剪切刀组，所述转筒位于

匀料管道正下方，所述转筒内设置有旋转剪切刀组，转筒外部与自转机械臂连接，所述自转

机械臂一端与电机箱连接；

[0009] 所述输送系统包括汇料管道、汇料漏斗一、汇料漏斗二，所述汇料管道一端与筛孔

所在位置的二级破碎管道底部连通，汇料管道另一端与汇料漏斗一连通，汇料漏斗一位于

转筒正下方，汇料漏斗二与汇料漏斗一下端连通；

[0010] 所述烘干系统包括烘干管道、震动机组、控温机箱、加热棒，所述烘干管道上端与

汇料漏斗二连接，烘干管道底部设有震动机组，烘干管道顶部设置有控温机箱，烘干管道内

设置有多个加热棒且加热棒与控温机箱连接。

[0011] 优选地，所述一级碎料管道为弯折管道。

[0012] 优选地，所述二级破碎管道一端密封且为倾斜设置。

[0013] 优选地，所述匀料管道下端为倒漏斗形，匀料管道下端内部连接有内胆。

[0014] 优选地，所述控制机、刀组机架设置在下转机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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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优选地，所述烘干管道为倾斜设置且其下端设置有出料口。

[0016] 优选地，所述旋转剪切刀组包括多个交错设置的扇形剪切刀。

[0017]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8] (1)本实用新型通过粗粉碎系统、细粉碎系统、超细粉碎系统对中药原料进行粗粉

碎、细粉碎、超细粉碎，不仅粉碎效率高，且避免较大颗粒的存在，使粉碎更彻底。

[0019] (2)本实用新型的烘干系统通过加热棒对中药粉末进行烘干，并通过震动机组实

现对中药粉末的翻动，使得粉末烘干均匀。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透视图；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粗粉碎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实用新型细粉碎系统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实用新型超细粉碎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实用新型烘干系统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5] 其中，进料斗1、一级碎料管道101、切刀组102、滑刀组103、过渡管道104、控制机

105、刀组机架106、二级破碎管道2、下转机201、绞龙刀202、上转机203、筛孔204、匀料管道

205、突刺206、内胆207、电机箱3、自转机械臂301、转筒302、旋转剪切刀组303、汇料管道4、

汇料漏斗一401、汇料漏斗二5、烘干管道501、震动机组502、控温机箱503、加热棒504。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如图1～5所示，一种中药粉碎机，包括粗粉碎系统、细粉碎系统、超细粉碎系统、输

送系统、烘干系统；

[0027] 所述粗粉碎系统包括进料斗1、一级碎料管道101、切刀组102、滑刀组103、过渡管

道104、控制机105、刀组机架106，所述进料斗1与一级碎料管道101一端连接，所述一级碎料

管道101上设置有两组切刀组102，切刀组102与刀组机架106连接，所述一级碎料管道101内

中部设有滑刀组103，所述一级碎料管道101另一端与过渡管道104连接，所述控制机105设

置在一级碎料管道101下方，所述控制机105与刀组机架106连接；

[0028] 所述细粉碎系统包括二级破碎管道2、下转机201、绞龙刀202、上转机203、筛孔

204、匀料管道205、突刺206，所述二级破碎管道2下端上部与过渡管道104连接，所述二级破

碎管道2内设置有绞龙刀202，绞龙刀202转轴两端分别与下转机201和上转机203连接，所述

二级破碎管道2上端底部设有多个筛孔204，所述二级破碎管道2上端开口与匀料管道205连

接，匀料管道205内壁上设置有多个突刺206；

[0029] 所述超细粉碎系统包括电机箱3、自转机械臂301、转筒302、旋转剪切刀组303，所

述转筒302位于匀料管道205正下方，所述转筒302内设置有旋转剪切刀组303，转筒302外部

与自转机械臂301连接，所述自转机械臂301一端与电机箱3连接；

[0030] 所述输送系统包括汇料管道4、汇料漏斗一401、汇料漏斗二5，所述汇料管道4一端

与筛孔204所在位置的二级破碎管道2底部连通，汇料管道4另一端与汇料漏斗一401连通，

汇料漏斗一401位于转筒302正下方，汇料漏斗二5与汇料漏斗一401下端连通；

[0031] 所述烘干系统包括烘干管道501、震动机组502、控温机箱503、加热棒504，所述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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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管道501上端与汇料漏斗二5连接，烘干管道501底部设有震动机组502，烘干管道501顶部

设置有控温机箱503，烘干管道501内设置有多个加热棒504且加热棒504与控温机箱503连

接。

[0032] 所述一级碎料管道101为弯折管道。

[0033] 所述二级破碎管道2一端密封且为倾斜设置。

[0034] 所述匀料管道205下端为倒漏斗形，匀料管道205下端内部连接有内胆207。

[0035] 所述控制机105、刀组机架106设置在下转机201顶部。

[0036] 所述烘干管道501为倾斜设置且其下端设置有出料口。

[0037] 所述旋转剪切刀组303包括多个交错设置的扇形剪切刀。

[0038] 本实用新型使用时：将中药原料由进料斗1放入一级碎料管道101中，中药原料在

一级碎料管道101内首先被第一组切刀组102纵向切割，然后流下到一级碎料管道101中部

被滑刀组103横向切割，随后又被第二组切刀组102纵向切割从而完成对物料的粗粉碎过

程；物料经粗粉碎后由过渡管道104流入二级破碎管道2内，物料在二级破碎管道2内被绞龙

刀202切割绞碎并向上传送至二级破碎管道2的上端，途径筛孔204的物料若粉碎粒度已经

达到要求则会从筛孔204中流出进入到汇料管道4内再由汇料漏斗一401收集，而没有达到

粉碎粒度要求的物料则从二级破碎管道2开口上端进入到匀料管道205内并被突刺206再次

破碎后由内胆207流下至转筒302内；物料在转筒302内被转动中的旋转剪切刀组303进行超

细粉碎，超细粉碎完成后的物料从转筒302下端流出至汇料漏斗一401内，汇料漏斗一401内

的已完成粉碎的中药粉末通过汇料漏斗二5汇集至烘干管道501内，粉末在烘干管道501内

由加热棒504进行烘干，烘干过程中震动机组502同时工作实现对中药粉末的翻动，使得粉

末烘干均匀。多根加热棒504不仅可以加热，而且可以分流，有利于粉末的导出收集。切刀组

102通过控制机105及刀组机架106提供动力及支撑控制，绞龙刀202通过上转机203和下转

机201实现转动。转筒302通过电机箱3及自转机械臂301提供动力并带动其转动。加热棒504

由控温机箱503提供热能并控制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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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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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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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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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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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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