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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五倍子加工用具有过滤

结构的研磨装置，包括主罐体和过滤组件，所述

主罐体的上方左侧安置有用于移动摆放位置的

移动组件，所述移动组件包括电动机、丝杆、衔接

块和承载座，且电动机的输出端贯穿主罐体连接

有丝杆，所述丝杆的外部安置有衔接块，且丝杆

的底部传动连接有承载座，用于过滤五倍子粉末

的所述过滤组件设置于衔接块靠近主罐体竖直

中轴线的一侧。该五倍子加工用具有过滤结构的

研磨装置壳盖用于密封壳体的开口部位，避免壳

体翻转过程中未滤过细过滤网片和粗过滤网片

的不良品倾倒出，造成粉末品质参差不齐；细过

滤网片和粗过滤网片的设计，使得可以满足对初

次研磨后的五倍子粉末双重过滤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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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五倍子加工用具有过滤结构的研磨装置，包括主罐体(1)和过滤组件(4)，其特

征在于，所述主罐体(1)的上方左侧安置有用于移动摆放位置的移动组件(3)，所述移动组

件(3)包括电动机(301)、丝杆(302)、衔接块(303)和承载座(304)，且电动机(301)的输出端

贯穿主罐体(1)连接有丝杆(302)，所述丝杆(302)的外部安置有衔接块(303)，且丝杆(302)

的底部传动连接有承载座(304)，所述衔接块(303)的右侧设置有转轴(6)，用于过滤五倍子

粉末的所述过滤组件(4)转动连接在转轴(6)上，所述过滤组件(4)包括壳体(401)、壳盖

(402)、细过滤网片(405)、震动电机(406)、承接平台(407)和粗过滤网片(408)，且壳体

(401)的上方设置有壳盖(402)，所述壳体(401)的内部自上至下依次设置有细过滤网片

(405)、承接平台(407)和粗过滤网片(408)，且承接平台(407)的上方中部安装有震动电机

(406)，所述主罐体(1)的前端下方中部设置有可视区域(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五倍子加工用具有过滤结构的研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主罐体(1)的内部上方安装有用于五倍子研磨的研磨组件(2)，且研磨组件(2)包括研磨

室(201)、驱动电机(202)、驱动杆(203)、研磨刀头(204)和热风机(205)，所述驱动电机

(202)安装于主罐体(1)的上方中部，且驱动电机(202)的输出端贯穿主罐体(1)连接有驱动

杆(203)，所述驱动杆(203)的两侧均安装有研磨刀头(204)，所述研磨室(201)的外部两侧

均设置有热风机(205)。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五倍子加工用具有过滤结构的研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研磨刀头(204)通过驱动杆(203)与驱动电机(202)构成传动连接，且热风机(205)关于研

磨室(201)的竖直中轴线对称设置有两个。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五倍子加工用具有过滤结构的研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衔接块(303)通过丝杆(302)与电动机(301)构成传动连接，且衔接块(303)和转轴(6)均

关于壳体(401)的竖直中轴线对称设置有两个。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五倍子加工用具有过滤结构的研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过滤组件(4)还包括出料口一(403)和出料口二(404)，且壳体(401)的前端上方开设有出

料口一(403)，所述壳体(401)的前端下方设置有出料口二(404)，且出料口一(403)和出料

口二(404)关于壳体(401)的横向中轴线呈对称分布。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五倍子加工用具有过滤结构的研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壳体(401)和壳盖(402)为螺纹连接，且壳盖(402)设置有两个。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五倍子加工用具有过滤结构的研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细过滤网片(405)、承接平台(407)和粗过滤网片(408)为平行状分布，且震动电机(406)

关于承接平台(407)的横向中轴线对称设置有两个，而且两个震动电机(406)分别与细过滤

网片(405)和粗过滤网片(408)呈传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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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五倍子加工用具有过滤结构的研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五倍子加工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五倍子加工用具有过滤结构的研磨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五倍子学名，又名百虫仓、百药煎、棓子，为同翅目蚜虫科的角倍蚜或倍蛋蚜雌虫

寄生于漆树科植物"盐肤木"及其同属其他植物的嫩叶或叶柄，刺伤而生成一种囊状聚生物

虫瘿，经烘倍干燥后所得。此外，五倍子还是一种药材，可以治疗多种疾病。目前在五倍子加

工的过程中，需要使用到研磨装置将其研磨成粉末状。

[0003] 现有的五倍子加工用研磨装置没有设置过滤结构，不能对研磨后的五倍子粉末进

行过滤，易导致大小不均，影响最终的加工品质，为此，我们提出一种五倍子加工用具有过

滤结构的研磨装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五倍子加工用具有过滤结构的研磨装置，以解决上述

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五倍子加工用具有过滤结构的

研磨装置，包括主罐体和过滤组件，所述主罐体的上方左侧安置有用于移动摆放位置的移

动组件，所述移动组件包括电动机、丝杆、衔接块和承载座，且电动机的输出端贯穿主罐体

连接有丝杆，所述丝杆的外部安置有衔接块，且丝杆的底部传动连接有承载座，所述衔接块

的右侧设置有转轴，用于过滤五倍子粉末的所述过滤组件转动连接在转轴上，所述过滤组

件包括壳体、壳盖、细过滤网片、震动电机、承接平台和粗过滤网片，且壳体的上方设置有壳

盖，所述壳体的内部自上至下依次设置有细过滤网片、承接平台和粗过滤网片，且承接平台

的上方中部安装有震动电机，所述主罐体的前端下方中部设置有可视区域。

[0006] 优选的，所述主罐体的内部上方安装有用于五倍子研磨的研磨组件，且研磨组件

包括研磨室、驱动电机、驱动杆、研磨刀头和热风机，所述驱动电机安装于主罐体的上方中

部，且驱动电机的输出端贯穿主罐体连接有驱动杆，所述驱动杆的两侧均安装有研磨刀头，

所述研磨室的外部两侧均设置有热风机。

[0007] 优选的，所述研磨刀头通过驱动杆与驱动电机构成传动连接，且热风机关于研磨

室的竖直中轴线对称设置有两个。

[0008] 优选的，所述衔接块通过丝杆与电动机构成传动连接，且衔接块和转轴均关于壳

体的竖直中轴线对称设置有两个。

[0009] 优选的，所述过滤组件还包括出料口一和出料口二，且壳体的前端上方开设有出

料口一，所述壳体的前端下方设置有出料口二，且出料口一和出料口二关于壳体的横向中

轴线呈对称分布。

[0010] 优选的，所述壳体和壳盖为螺纹连接，且壳盖设置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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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优选的，所述细过滤网片、承接平台和粗过滤网片为平行状分布，且震动电机关于

承接平台的横向中轴线对称设置有两个，而且两个震动电机分别与细过滤网片和粗过滤网

片呈传动连接。

[0012]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五倍子加工用具有过滤结构的研磨装置，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该五倍子加工用具有过滤结构的研磨装置，衔接块、转轴和过滤组件呈转动连接，工作人员

可通过将过滤组件翻转度来更换使用细过滤网片或粗过滤网片对五倍子粉末进行过滤，满

足不同情况下的使用需求。

[0013] 1、本发明壳体通过转轴与衔接块构成转动连接，能够在电动机驱使丝杆传动时，

与衔接块一同沿丝杆上作直线往复运动，借此方式调节壳体的摆放高度，来满足过滤组件

对五倍子粉末过滤处理的要求，避免过滤组件在接收研磨室中经研磨后落下的粉末时因距

离过远而造成粉末溢出情况发生；可视区域为透明材质制作，能够满足工作人员实时观察

过滤组件对五倍子粉末的过滤处理情况。

[0014] 2、本发明通过驱动电机驱使驱动杆和研磨刀头沿研磨室内侧一周进行转动，以实

现对五倍子的研磨粉碎，使之经研磨后的粉末状五倍子能够满足使用需求，保证最终的加

工品质，而热风机送风方向朝下的设计，能够针对过滤组件中除震动电机以外的零件进行

烘干处理，确保在过滤操作过程中五倍子粉末不会附着在零件结构表面。

[0015] 3、本发明壳盖用于密封壳体的开口部位，避免壳体翻转过程中未滤过细过滤网片

和粗过滤网片的不良品倾倒出，造成粉末品质参差不齐；细过滤网片和粗过滤网片的设计，

使得可以满足对初次研磨后的五倍子粉末双重过滤的要求，而震动电机设置有两组，且分

别与细过滤网片和粗过滤网片呈传动连接，通过震动电机驱使细过滤网片和粗过滤网片进

行振动，能够加快五倍子粉末的过滤效率，避免发生网孔积堵现象。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一种五倍子加工用具有过滤结构的研磨装置的整体剖面结构示意

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一种五倍子加工用具有过滤结构的研磨装置的整体外观结构示意

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一种五倍子加工用具有过滤结构的研磨装置的壳体剖视结构示意

图。

[0019] 图中：1、主罐体；2、研磨组件；201、研磨室；202、驱动电机；203、驱动杆；204、研磨

刀头；205、热风机；3、移动组件；301、电动机；302、丝杆；303、衔接块；304、承载座；4、过滤组

件；401、壳体；402、壳盖；403、出料口一；404、出料口二；405、细过滤网片；406、震动电机；

407、承接平台；408、粗过滤网片；5、可视区域；6、转轴。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如图1‑2所示，一种五倍子加工用具有过滤结构的研磨装置，包括主罐体1和过滤

组件4，主罐体1的上方左侧安置有用于移动摆放位置的移动组件3，移动组件3包括电动机

301、丝杆302、衔接块303和承载座304，且电动机301的输出端贯穿主罐体1连接有丝杆302，

丝杆302的外部安置有衔接块303，且丝杆302的底部传动连接有承载座304，衔接块303的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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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设置有转轴6，衔接块303通过丝杆302与电动机301构成传动连接，且衔接块303和转轴6

均关于壳体401的竖直中轴线对称设置有两个，壳体401通过转轴6与衔接块303构成转动连

接，能够在电动机301驱使丝杆302传动时，与衔接块303一同沿丝杆302上作直线往复运动，

借此方式调节壳体401的摆放高度，来满足过滤组件4对五倍子粉末过滤处理的要求，避免

过滤组件4在接收研磨室201中经研磨后落下的粉末时因距离过远而造成粉末溢出情况发

生；主罐体1的前端下方中部设置有可视区域5，可视区域5为透明材质制作，能够满足工作

人员实时观察过滤组件4对五倍子粉末的过滤处理情况；主罐体1的内部上方安装有用于五

倍子研磨的研磨组件2，且研磨组件2包括研磨室201、驱动电机202、驱动杆203、研磨刀头

204和热风机205，驱动电机202安装于主罐体1的上方中部，且驱动电机202的输出端贯穿主

罐体1连接有驱动杆203，驱动杆203的两侧均安装有研磨刀头204，研磨室201的外部两侧均

设置有热风机205，研磨刀头204通过驱动杆203与驱动电机202构成传动连接，且热风机205

关于研磨室201的竖直中轴线对称设置有两个，通过驱动电机202驱使驱动杆203和研磨刀

头204沿研磨室201内侧一周进行转动，以实现对五倍子的研磨粉碎，使之经研磨后的粉末

状五倍子能够满足使用需求，保证最终的加工品质，而热风机205送风方向朝下的设计，能

够针对过滤组件4中除震动电机406以外的零件进行烘干处理，确保在过滤操作过程中五倍

子粉末不会附着在零件结构表面；

[0021] 如图1和图3所示，用于过滤五倍子粉末的过滤组件4转动连接在转轴6上，过滤组

件4包括壳体401、壳盖402、细过滤网片405、震动电机406、承接平台407和粗过滤网片408，

且壳体401的上方设置有壳盖402，壳体401和壳盖402为螺纹连接，且壳盖402设置有两个，

壳盖402用于密封壳体401的开口部位，避免壳体401翻转过程中未滤过细过滤网片405和粗

过滤网片408的不良品倾倒出，造成粉末品质参差不齐；过滤组件4还包括出料口一403和出

料口二404，且壳体401的前端上方开设有出料口一403，壳体401的前端下方设置有出料口

二404，且出料口一403和出料口二404关于壳体401的横向中轴线呈对称分布，壳体401的内

部自上至下依次设置有细过滤网片405、承接平台407和粗过滤网片408，且承接平台407的

上方中部安装有震动电机406，细过滤网片405、承接平台407和粗过滤网片408为平行状分

布，且震动电机406关于承接平台407的横向中轴线对称设置有两个，而且两个震动电机406

分别与细过滤网片405和粗过滤网片408呈传动连接，细过滤网片405和粗过滤网片408的设

计，使得可以满足对初次研磨后的五倍子粉末双重过滤的要求，而震动电机406设置有两

组，且分别与细过滤网片405和粗过滤网片408呈传动连接，通过震动电机406驱使细过滤网

片405和粗过滤网片408进行振动，能够加快五倍子粉末的过滤效率，避免发生网孔积堵现

象。

[0022] 综上，该五倍子加工用具有过滤结构的研磨装置，使用时，首先根据图1‑3所示的

结构，通过将清洗干净的五倍子放入研磨室201中，由驱动电机202驱使驱动杆203和研磨刀

头204沿研磨室201内侧一周进行顺时针转动，来将五倍子研磨为粉末状，接着可根据对五

倍子粉末颗粒的尺寸需求来选择是由细过滤网片405、粗过滤网片408中哪个过滤网片进行

过滤处理，例如由对五倍子粉末质量要求较高时，可通过将过滤组件4调整至如图1所示，其

中由于壳体401通过转轴6与衔接块303构成转动连接，能够在电动机301驱使丝杆302传动

时，与衔接块303一同沿丝杆302上作直线往复运动，借此方式拉近壳体401与研磨室201间

的距离，使经研磨室201研磨后落下的粉末可以顺利落入至细过滤网片405上方，此时当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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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全部堆积在细过滤网片405上方后，可通过将壳盖402与壳体401螺纹连接起来，利用壳盖

402盖合壳体401来防止未经过细过滤网片405滤除处理的不良品倾倒出，此时由震动电机

406驱使细过滤网片405进行振动，来提升五倍子粉末的过滤效率，避免因网孔积堵发生现

象影响过滤进度，此时小于细过滤网片405网孔尺寸的粉末顺利滤过细过滤网片405停留在

承接平台407上，而未滤出的粉末继续停留在细过滤网片405上，工作人员可通过将壳体401

设有出料口一403的一面转动至向下方向，来使停留在承接平台407上的粉末顺利倾倒排

出，而在使用粗过滤网片408时，可通过将壳体401翻转180度，此外热风机205设置在研磨室

201的外侧，能够针对过滤组件4中除震动电机406以外的零件进行烘干处理，确保在过滤操

作过程中五倍子粉末不会附着在零件结构表面，使研磨过滤工作能够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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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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