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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烘干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中药烘干机，包括支撑架(1)，

支撑架(1)的一侧设有电机固定杆(2)，电机固定

杆(2)上设有电动机(3)，电动机(3)的伸出端连

接有减速器(4)，减速器(4)的伸出端上设有链轮

(5)，链轮(5)上绕设有链条(6)；所述的支撑架

(1)上设有支撑台面(7)，支撑台面(7)上表面两

侧设有筒体固定座(8)，筒体固定座(8)上设有筒

体(9)，筒体(9)的内部设有滚筒(10)，滚筒(10)

的一端通过链条(6)与链轮(5)相连接。本发明能

够对中药材进行有效且快速地烘干，实现中药材

较高的干燥率；此外，本发明具有能耗低，体积小

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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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药烘干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撑架(1)，支撑架(1)的一侧设有电机固定杆(2)，电

机固定杆(2)上设有电动机(3)，电动机(3)的伸出端连接有减速器(4)，减速器(4)的伸出端

上设有链轮(5)，链轮(5)上绕设有链条(6)；所述的支撑架(1)上设有支撑台面(7)，支撑台

面(7)上表面两侧设有筒体固定座(8)，筒体固定座(8)上设有筒体(9)，筒体(9)的内部设有

滚筒(10)，滚筒(10)的一端通过链条(6)与链轮(5)相连接；所述的滚筒(10)的一侧内端面

上设有行星齿轮机构(11)，行星齿轮机构(11)上设有多个翻板(12)，滚筒(10)的另一侧内

端面上设有风扇(1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药烘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筒体(9)包括设置在筒体(9)

的圆周外壁上的外筒进料口(901)，筒体(9)的一侧端部设有第一配合盘(902)，筒体(9)的

另一侧设有第二配合盘(903)，所述的筒体(9)上设有散气通道(90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药烘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滚筒(10)包括设置在滚筒

(10)圆周表面上均匀设有多个散热孔(101)，滚筒(10)的一端设有第一固定轴(102)，第一

固定轴(102)上设有第一端盖(103)，第一端盖(103)与第一配合盘(902)相固定，所述的滚

筒(10)的另一端设有第二固定轴(104)，第二固定轴(104)上设有第二端盖(105)，第二端盖

(105)与第二配合盘(903)相固定，第二端盖(105)的一侧设有滚筒链轮(106)，滚筒链轮

(106)通过链条(6)与链轮(5)相连接；所述的滚筒(10)的圆周表面上设有滚筒进料口

(107)，滚筒进料口(107)与外筒进料口(901)位置相对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药烘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行星齿轮机构(11)包括插设

在第二固定轴(104)内的行星固定轴(111)，行星固定轴(111)上圆盘(112)，圆盘(112)的一

侧与滚筒(10)的一侧内端面相紧贴，圆盘(112)的另一侧设有中心齿轮(113)，中心齿轮

(113)的圆周方向上设有多个行星轮(114)，行星轮(114)外侧方向上设有齿轮圈(115)，所

述的齿轮圈(115)上设有翻板(12)。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中药烘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行星轮(114)共有三组，每个

呈120度分布在中心齿轮(113)的周围。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中药烘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翻板(12)上设有两个铲斗

(12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药烘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风扇(13)设置在第一固定轴

(102)上，风扇(13)共有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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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烘干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中药设备领域，特别是中药烘干机。

背景技术

[0002] 中药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炎帝神农氏尝百草，那时人们就认识到草药的医用价

值。传承至今，中药学因其内在的科学性和实践的有效性，而受到世界各国医药学工作者的

重视。中药学在中华大地上延续千年，可以说是一部活的史书，随着现代科技对中药材研究

的不断深入，其中不仅是对医学的探索，更像是对历史的追溯。感知中药学的广袤，更因感

叹的是古人的智慧。古时人们便发现谷物、草药等放在阳光下晾晒成干制品，可以有效降低

粮食变质的几率，提高贮藏时间。从就地取材，自然风干，到现如今的机械化。中草药的储存

方式随着烘干技术的提升而不断革新进步。并且现如今的中药多为复方制剂，取材来自于

自然界中的植物、动物和矿物。因此烘干效率高、对物料适应性强、可靠性高的烘干设备必

不可少。对中药进行脱水干燥，就是为了实现中药既能长期贮存，而不破坏中药的营养成

分，做到随取随用。对药材的烘干来说，不管是升华还是蒸发，最本质的目的便是通过高效、

科学的制干技术对中药材进行烘干，将水分浓度降低到微生物难以生存的比例。如中草药

在未完全干燥的情况下进行储存，这不仅直接影响药材的质量,，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继

而影响药材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的潜在威胁。目前我国大部分的烘干

设备还停留在大功耗、低效能的粗放阶段。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中药烘干机。本发明能够对中药材进行有效且快速地烘

干，实现中药材较高的干燥率；此外，本发明具有能耗低，体积小的特点。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中药烘干机，包括支撑架，支撑架的一侧设有电机固定杆，电

机固定杆上设有电动机，电动机的伸出端连接有减速器，减速器的伸出端上设有链轮，链轮

上绕设有链条；所述的支撑架上设有支撑台面，支撑台面上表面两侧设有筒体固定座，筒体

固定座上设有筒体，筒体的内部设有滚筒，滚筒的一端通过链条与链轮相连接；所述的滚筒

的一侧内端面上设有行星齿轮机构，行星齿轮机构上设有多个翻板，滚筒的另一侧内端面

上设有风扇。

[0005] 上述的中药烘干机中，所述的筒体包括设置在筒体的圆周外壁上的外筒进料口，

筒体的一侧端部设有第一配合盘，筒体的另一侧设有第二配合盘，所述的筒体上设有散气

通道。

[0006] 前述的中药烘干机中，所述的滚筒包括设置在滚筒圆周表面上均匀设有多个散热

孔，滚筒的一端设有第一固定轴，第一固定轴上设有第一端盖，第一端盖与第一配合盘相固

定，所述的滚筒的另一端设有第二固定轴，第二固定轴上设有第二端盖，第二端盖与第二配

合盘相固定，第二端盖的一侧设有滚筒链轮，滚筒链轮通过链条与链轮相连接；所述的滚筒

的圆周表面上设有滚筒进料口，滚筒进料口与外筒进料口位置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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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前述的中药烘干机中，所述的行星齿轮机构包括插设在第二固定轴内的行星固定

轴，行星固定轴上圆盘，圆盘的一侧与滚筒的一侧内端面相紧贴，圆盘的另一侧设有中心齿

轮，中心齿轮的圆周方向上设有多个行星轮，行星轮外侧方向上设有齿轮圈，所述的齿轮圈

上设有翻板。

[0008] 前述的中药烘干机中，所述的行星轮共有三组，每个呈120度分布在中心齿轮的周

围。

[0009] 前述的中药烘干机中，所述的翻板上设有两个铲斗。

[0010] 前述的中药烘干机中，所述的风扇设置在第一固定轴上，风扇共有两组。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的优点：

[0012] 1、本发明在支撑架的一侧设有电机固定杆，电机固定杆上设有电动机，电动机的

伸出端连接有减速器，减速器的伸出端上设有链轮，链轮上绕设有链条；所诉的支撑架上设

有支撑台面，支撑台面上表面两侧设有筒体固定座，筒体固定座上设有筒体，筒体的内部设

有滚筒，滚筒的一端通过链条与链轮相连接；所述的滚筒的一侧内端面上设有行星齿轮机

构，行星齿轮机构上设有多个翻板，滚筒的另一侧内端面上设有风扇；在滚筒内放入需要干

燥的中药材，电动机启动，通过链条带动滚筒和风扇转动，风扇产生的气流将中药材进行烘

干，行星齿轮机构转动，带动翻板转动，翻板对中药材进行搅拌翻动，通过风扇和翻板的共

同配合对中药材进行有效地烘干，让中药材能够便于长期的贮存。

[0013] 2、本发明在所述的翻板上设有两个铲斗，设置两个铲斗能将药材进行多次的翻

动，使得药材能快速地去除其中的水分。

[0014] 3、所述的风扇设置在第一固定轴上，风扇共有两组，这样设置能够加强滚筒内的

热交换能力，加速烘干进，使热风与药材有了充分的接触，加速了药材中水分的蒸发。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筒体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滚筒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行星齿轮机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风扇的示意图。

[0020] 附图中的标记说明：1-支撑架，2-电机固定杆，3-电动机，4-  减速器，5-链轮，6-链

条，7-支撑台面，8-筒体固定座，9-筒体，10-  滚筒，11-行星齿轮机构，12-翻板，13-风扇，

901-外筒进料口，902-  第一配合盘，903-第二配合盘，904-散气通道，101-散热孔，102-  第

一固定轴，103-第一端盖，104-第二固定轴，105-第二端盖，106-  滚筒链轮，107-滚筒进料

口，111-行星固定轴，112-圆盘，113-中心齿轮，114-行星轮，115-齿轮圈，121-铲斗。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不作为对本发明限制的依据。

[0022] 实施例：中药烘干机，构成如图1所示，包括支撑架1，支撑架  1的一侧设有电机固

定杆2，电机固定杆2上设有电动机3，电动机3 的伸出端连接有减速器4，减速器4的伸出端

上设有链轮5，链轮5  上绕设有链条6；所述的支撑架1上设有支撑台面7，支撑台面7上表面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111811228 A

4



两侧设有筒体固定座8，筒体固定座8上设有筒体9，所述的筒体9包括设置在筒体9的圆周外

壁上的外筒进料口901，如图2所示，筒体9的一侧端部设有第一配合盘902，筒体9的另一侧

设有第二配合盘903，所述的筒体9上设有散气通道904。筒体9的内部设有滚筒10，滚筒10的

一端通过链条6与链轮5相连接；所述的滚筒10 的一侧内端面上设有行星齿轮机构11，行星

齿轮机构11上设有多个翻板12，滚筒10的另一侧内端面上设有风扇13，所述的风扇13设置

在第一固定轴102上，风扇13共有两组，如图5所示，风扇与滚筒同轴转动，风扇的叶片呈S型

叶片壁厚10mm，热风由上往下吹入，热风与旋转的叶片相接触，在叶片的背风侧形成气旋涡

流。当滚筒旋转时，在底部的部分药材被叶片带至顶部，再从顶部抛撒而下，这个下落的过

程中加大了药材与热风的接触面积，使热风与药材有了充分的接触，加速了药材中水分的

蒸发。所述的滚筒10包括设置在滚筒  10圆周表面上均匀设有多个散热孔101，药材在进行

烘干时会产生一定水汽，为了将水汽散发出去，因此设置了散热孔，水汽通过散热孔向筒体

的散气通道散去，滚筒10的一端设有第一固定轴102，第一固定轴102上设有第一端盖103，

如图3所示，第一端盖103与第一配合盘902相固定，所述的滚筒10的另一端设有第二固定轴

104，第二固定轴104上设有第二端盖105，第二端盖105与第二配合盘903  相固定，第二端盖

105的一侧设有滚筒链轮106，滚筒链轮106通过链条6与链轮5相连接；所述的滚筒10的圆周

表面上设有滚筒进料口107，滚筒进料口107与外筒进料口901位置相对应，在进行放料时，

将滚筒和筒体上的两个进料口位置重合，之后便可以将料放入。所述的行星齿轮机构11包

括插设在第二固定轴104内的行星固定轴  111，行星固定轴111上圆盘112，如图4所示，圆盘

112的一侧与滚筒10的一侧内端面相紧贴，圆盘112的另一侧设有中心齿轮113，中心齿轮

113的圆周方向上设有多个行星轮114，所述的行星轮114  共有三组，每个呈120度分布在中

心齿轮113的周围，行星轮114  外侧方向上设有齿轮圈115，所述的齿轮圈115上设有翻板

12，翻板通过一根固定杆固定在行星轮的侧部端面上，当行星轮在进行转动时，翻板之间并

不会相互干涉，对使用造成影响；所述的翻板12上设有两个铲斗121，铲斗设计成圆弧状，这

样可以和物料获得更大的面积，一次翻转能够掀起更多的药材。

[0023]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通过筒体上的外筒进料口，经滚筒进料口向滚筒内放入需要

干燥的中药材，电动机启动，通过链条带动滚筒和风扇转动，风扇产生的气流将中药材进行

烘干，行星齿轮机构转动，中心齿轮带动行星轮转动，进而带动翻板转动，翻板对中药材进

行搅拌翻动，通过风扇和翻板的共同配合对中药材进行有效地烘干，让中药材能够便于长

期的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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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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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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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9

CN 111811228 A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