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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蔬菜粉制作用粉碎装置，

包括不锈钢机身，所述不锈钢机身由长方体箱和

平板箱组成，平板箱固定在长方体箱的上表面，

平板箱内部设置有深口槽，所述深口槽内部设置

有一级粉碎机构，所述一级粉碎机构由圆柱、固

定底片、旋转底片和粉碎组件组成，跟原先的装

置相比，三角圆锥尖端不是直向上，而是指向不

同角度，达到多方位切割，第一横轴和第二横轴

旋转时，实质是对蔬菜高强度碾压，球状物之间

的距离更近，碾压距离更近，碾压更充分，达到粉

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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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蔬菜粉制作用粉碎装置，包括不锈钢机身(1)，其特征在于：所述不锈钢机身(1)

由长方体箱(11)和平板箱(12)组成，平板箱(12)固定在长方体箱(11)的上表面，平板箱

(12)内部设置有深口槽(2)，所述深口槽(2)内部设置有一级粉碎机构(3)，所述一级粉碎机

构(3)由圆柱(31)、固定底片(32)、旋转底片(33)和粉碎组件(34)组成，圆柱(31)分为上圆

柱(311)、中圆柱(312)和下圆柱(313)，上圆柱(311)固定在中圆柱(312)上表面，下圆柱

(313)与中圆柱(312)由轴承相连接，所述上圆柱(311)外部设置有粉碎组件(34)，所述粉碎

组件(34)由轴(341)和三角圆锥(342)组成，三角圆锥(342)设置在轴(341)外表面，轴(341)

安装在上圆柱(311)上，所述中圆柱(312)外部连接有固定底片(32)，所述固定底片(32)下

端边缘一侧安装有上薄木条(321)，所述下圆柱(313)外部连接有旋转底片(33)，旋转底片

(33)边缘一侧安装有下薄木条(331)，旋转底片(33)上部设置有门把手(332)，圆柱(31)外

表面设置有金属防护罩(314)，圆柱(31)内部安装有小电动机(315)、粗轴(316)、环形齿轮

(317)和竖直齿轮(318)，所述小电动机(315)与粗轴(316)连接，粗轴(316)与环形齿轮

(317)连接，环形齿轮(317)与竖直齿轮(318)垂直连接，轴(341)贯穿于竖直齿轮(318)；深

口槽(2)下端为二级粉碎机构(4)，二级粉碎机构(4)安装在长方体箱(11)的内腔，所述二级

粉碎机构(4)由第一横轴(41)、第二横轴(42)、齿轮一(43)、齿轮二(44)、齿轮三(45)和大电

动机(46)构成，第一横轴(41)和第二横轴(42)上安装有球状物(411)，所述第一横轴(41)和

第二横轴(42)贯穿于长方体箱(11)，第一横轴(41)连接于齿轮一(43)，第二横轴(42)连接

于齿轮二(44)，齿轮一(43)连接有齿轮二(44)，齿轮二(44)连接有齿轮三(45)，所述齿轮三

(45)连接有大电动机(46)，所述大电动机(46)安装在长方体箱(11)外表面，长方体箱(11)

底部连接有输料板(5)。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蔬菜粉制作用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横轴(41)和

第二横轴(42)上的球状物(411)之间的距离为1-3mm。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蔬菜粉制作用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底片(32)与

旋转底片(33)之间产生的空隙与长方体箱(11)的内腔相互贯通。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蔬菜粉制作用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长方体箱(11)底

部通过输料板(5)与外部相通。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蔬菜粉制作用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底片(33)在

固定底片(32)下端旋转，上薄木条(321)与下薄木条(331)交错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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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蔬菜粉制作用粉碎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食品机械加工技术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蔬菜粉制作用粉碎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粉碎装置有着粉碎时间短、粉碎指数高等优点，被越来越多的行业认可，应用广

泛。在家的蔬菜、水果、香辛料、豆类制品粉碎；在工厂煤矸石、橡胶粉碎；在农业饲料、秸秆、

树枝粉碎；甚至应用在中药调剂方面的粉碎装置，粉碎装置应用异常广泛，在我们的生产生

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0003] 原有的蔬菜粉制作用粉碎装置结构复杂，原有的粉碎装置需要蔬菜经过多种结构

管道，到达粉碎机器，所用时间长，效率低，大多数为单一粉碎结构，粉碎结构粉碎程度低。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蔬菜粉制作用粉碎装置，粉碎蔬菜时经过环节数目

少，时间短，效率高，采用两个不同粉碎结构，粉碎程度高的优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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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蔬菜粉制作用粉碎装置，包括不

锈钢机身，所述不锈钢机身由长方体箱和平板箱组成，平板箱固定在长方体箱的上表面，平

板箱内部设置有深口槽，所述深口槽内部设置有一级粉碎机构，所述一级粉碎机构由圆柱、

固定底片、旋转底片和粉碎组件组成，圆柱分为上圆柱、中圆柱和下圆柱，上圆柱固定在中

圆柱上表面，下圆柱与中圆柱由轴承相连接，所述上圆柱外部设置有粉碎组件，所述粉碎组

件由轴和三角圆锥组成，三角圆锥设置在轴外表面，轴安装在上圆柱上，所述中圆柱外部连

接有固定底片，所述固定片下端边缘一侧安装有上薄木条，所述下圆柱外部连接有旋转底

片，旋转底片边缘一侧安装有下薄木条，旋转底片上部设置有门把手，圆柱外表面设置有金

属防护罩，圆柱内部安装有小电动机、粗轴、环形齿轮和竖直齿轮，所述小电动机与粗轴连

接，粗轴与环形齿轮连接，环形齿轮与竖直齿轮垂直连接，轴贯穿于竖直齿轮；深口槽下端

为二级粉碎机构，二级粉碎机构安装在长方体箱的内腔，所述二级粉碎机构由第一横轴、第

二横轴、齿轮一、齿轮二、齿轮三和大电动机构成，第一横轴和第二横轴上安装有球状物，所

述第一横轴和第二横轴贯穿于长方体箱，第一横轴连接于齿轮一，第二横轴连接于齿轮二，

齿轮一连接有齿轮二，齿轮二连接有齿轮三，所述齿轮三连接有大电动机，所述大电动机安

装在长方体箱外表面，长方体箱底部连接有输料板。

[0006] 优选的，所述第一横轴和第二横轴上的球状物之间的距离为1-3mm。

[0007] 优选的，所述固定底片与旋转底片之间产生的空隙与长方体箱的内腔相互贯通。

[0008] 优选的，所述长方体箱底部通过输料板与外部相通。

[0009] 优选的，所述蔬菜经过旋转底片在固定底片下端旋转，上薄木条与下薄木条交错

连接。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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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1.本蔬菜粉制作用粉碎装置，固定底片与旋转底片之间产生的空隙与长方体箱的

内腔相互贯通，被一级粉碎机构粉碎后的蔬菜通过空隙直接到达长方体箱内腔的二级粉碎

机构，经过环节数目少，时间短，效率高。

[0012] 2.本蔬菜粉制作用粉碎装置，通过轴顶端锋利的三角圆锥，旋转时形成刀片截面，

进行切割，达到破碎效果；跟原先的装置相比，三角圆锥尖端不是直向上，而是指向不同角

度，达到多方位切割；第一横轴和第二横轴上的球状物粉碎，由于第一横轴和第二横轴上的

球状物之间的距离为1-3mm，球状物之间的距离近，第一横轴和第二横轴旋转时，实质是对

蔬菜高强度碾压，跟原先的装置相比，碾压距离更近，碾压更充分，达到粉碎效果。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的粉碎装置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的圆柱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的圆柱、固定底片、旋转底片组合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的粉碎组件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为本发明的二级粉碎机构部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6为本发明的横轴一截面图。

[0019] 图中：1、不锈钢机身；11、长方体箱；12、平板箱；13、支撑三棱铁柱；2、深口槽；3、一

级粉碎机构；31、圆柱；311、上圆柱；312、中圆柱；313、下圆柱；314、金属防护罩；315、小电动

机；316、粗轴；317、环形齿轮；318、竖直齿轮；32、固定底片；321、上薄木条；33、旋转底片；

331、下薄木条；332、门把手；34、粉碎组件；341、轴；342、三角圆锥；4、二级粉碎机构；41、第

一横轴；411、球状物；42、第二横轴；43、齿轮一；44、齿轮二；45、齿轮三；46、大电动机；5、输

料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1] 请参阅图1-6，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蔬菜粉制作用粉碎装置，包括不锈钢机身1，

不锈钢机身1由长方体箱11和平板箱12组成，平板箱12固定在长方体箱11的上表面，平板箱

12内部设置有深口槽2，深口槽2内部设置有一级粉碎机构3，一级粉碎机构3由圆柱31、固定

底片32、旋转底片33和粉碎组件34组成，圆柱31分为上圆柱311、中圆柱312和下圆柱313，上

圆柱311固定在中圆柱312上表面，下圆柱313与中圆柱312由轴承相连接，上圆柱311外部设

置有粉碎组件34，粉碎组件34由轴341和三角圆锥342组成，三角圆锥342设置在轴341外表

面，轴341安装在上圆柱311上，中圆柱312外部连接有固定底片32，固定底片32下端边缘一

侧安装有上薄木条321，下圆柱313外部连接有旋转底片33，旋转底片33边缘一侧安装有下

薄木条331，旋转底片33在固定底片32下端旋转，上薄木条321与下薄木条331交错连接，薄

木板间相贴合时无密缝，防止蔬菜片未经过粉碎，经过密缝下渗，导致粉碎效果欠佳；旋转

底片33上部设置有门把手332，圆柱31外表面设置有金属防护罩314，圆柱31内部安装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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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机315、粗轴316、环形齿轮317和竖直齿轮318，小电动机315与粗轴316连接，粗轴316与

环形齿轮317连接，环形齿轮317与竖直齿轮318垂直连接，轴341贯穿于竖直齿轮318；深口

槽2下端为二级粉碎机构4，二级粉碎机构4安装在长方体箱11的内腔，固定底片32与旋转底

片33之间产生的空隙与长方体箱11的内腔相互贯通，让蔬菜通过，对蔬菜进行下一轮粉碎；

二级粉碎机构4由第一横轴41、第二横轴42、齿轮一43、齿轮二44、齿轮三45和大电动机46构

成，第一横轴41和第二横轴42上安装有球状物411，第一横轴41和第二横轴42上的球状物

411之间的距离为1-3mm，距离近，球状物411对蔬菜粉碎强度大；第一横轴41和第二横轴42

贯穿于长方体箱11，第一横轴41连接于齿轮一43，第二横轴42连接于齿轮二44，齿轮一43连

接有齿轮二44，齿轮二44连接有齿轮三45，所述齿轮三45连接有大电动机46，大电动机46安

装在长方体箱11外表面，长方体箱11底部连接有输料板5，长方体箱11底部通过输料板5与

外部相通，排出被粉碎的蔬菜。

[0022] 工作原理：本蔬菜粉制作用粉碎装置，顺时针拉动门把手332，门把手332带动旋转

底片33旋转，将一级粉碎机构3的固定底片32下端边缘一侧安装的上薄木条321与旋转底片

33边缘一侧安装的下薄木条331交错连接，使得深口槽2闭合，将蔬菜放入深口槽2，启动一

级粉碎机构3，下圆柱313内部小电动机315旋转，小电动机315带动粗轴316旋转，粗轴316带

动环形齿轮317旋转，环形齿轮317带动竖直齿轮318旋转，竖直齿轮318带动轴341旋转，轴

341的三角圆锥342旋转对蔬菜进行破碎，蔬菜经过一级粉碎机构3破碎后，逆时针拉动门把

手332，门把手332带动旋转底片33旋转，使固定底片32和旋转底片33分开，将一级粉碎机构

3的固定底片32下端边缘一侧安装的上薄木条321与旋转底片33边缘一侧安装的下薄木条

331分离，产生空隙，固定底片32与旋转底片33之间产生的空隙与长方体箱11的内腔相互贯

通，被粉碎后的蔬菜通过空隙到达长方体箱11的内腔，二级粉碎机构4齿轮与横轴连接，启

动二级粉碎机构4，齿轮转动，带动横轴转动，第一横轴41和第二横轴42上安装有球状物

411，第一横轴41和第二横轴42上的球状物411之间的距离为1-3mm，第一横轴41和第二横轴

42旋转时，球状物411之间的距离近，球状物411对蔬菜粉碎强度大，被球状物411旋转时再

一次粉碎，最后从输料板5排出，达到粉碎效果。

[0023]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蔬菜粉制作用粉碎装置，固定底片32与旋转底片33

之间产生的空隙与长方体箱11的内腔相互贯通，被一级粉碎机构3粉碎后的蔬菜通过空隙

直接到达长方体箱11内腔的二级粉碎机构4，经过环节数目少，时间短，效率高；通过轴341

顶端锋利的三角圆锥342，旋转时形成刀片截面，进行切割，达到破碎效果；跟原先的装置相

比，三角圆锥342尖端不是直向上，而是指向不同角度，达到多方位切割；第一横轴41和第二

横轴42上的球状物411粉碎，由于第一横轴41和第二横轴42上的球状物411之间的距离为1-

3mm，球状物411之间的距离近，第一横轴41和第二横轴42旋转时，通过球状物411对蔬菜高

强度碾压，跟原先的装置相比，碾压距离更近，碾压更充分，达到粉碎效果。

[002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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