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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药物螺旋震动干燥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医疗药物螺旋震动干燥设备,

属于医疗设备技术领域，包括桶体、螺旋料斗、震

动装置、锥形底仓、进气系统、排气系统和顶盖，

震动装置包括驱动装置、连接轴、上固定板、下固

定板、凸轮、上吊紧装置、下吊紧装置、方管和加

强盘，上固定板、下固定板和加强盘焊接在一起

形成震动架体，驱动装置带动连接轴转动，凸轮

安装于连接轴上，连接轴插入至上固定板的中心

孔下部，凸轮安装于连接轴下部，且位于四根方

管内，锥形底仓呈锥形结构，锥形底仓四个方向

由四根支撑腿支撑，底部有出料口，解决了现有

干燥效果差和成本高的技术问题，主要应用于医

疗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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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疗药物螺旋震动干燥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桶体（3）、螺旋料斗（8）、震动装置

（1）、锥形底仓（12）、进气系统（4）、排气系统（2）和顶盖（7），震动装置（1）包括驱动装置

（34）、连接轴（33）、上固定板（17）、下固定板（22）、凸轮（31）、上吊紧装置（29）、下吊紧装置、

方管（19）和加强盘（21），上固定板（17）、下固定板（22）和加强盘（21）焊接在一起形成震动

架体（20），驱动装置（34）带动连接轴（33）转动，凸轮（31）安装于连接轴（33）上，连接轴（33）

插入至上固定板（17）的中心孔（18）下部，凸轮（31）安装于连接轴（33）下部，且位于四根方

管（19）内，凸轮（31）最大的周边圆直径大于四根方管内接圆直径，上吊紧装置（29）安装于

上固定板（17）的上迁移孔（16）内，下吊紧装置安装于下固定板（22）的下迁移孔（23）内，螺

旋料斗（8）截面呈梯形，整体成螺旋状一直延伸至桶体底部，螺旋料斗（8）外边缘安装外侧

拉簧（13），外侧拉簧（13）与桶体（3）内壁固定，外侧拉簧（13）均匀分布于四个方向；螺旋料

斗（8）内边缘安装内侧拉簧（9），内侧拉簧（9）与震动架体（20）固定，内侧拉簧（9）均匀分布

于四个方向，上吊紧装置包括上吊紧螺栓（26）、上吊紧簧（27）和上吊紧盖（28），上吊紧螺栓

（26）与顶盖（7）内壁固定，震动架体（20）下部设置有下吊紧装置，下吊紧装置包括下吊紧盖

（24）、下吊紧簧（25）和下吊紧螺栓（26），螺旋料斗（8）有致密的孔眼（14），在桶体（3）底部设

置有进气系统（4），进气系统（4）包括进气管和散气盘管（37），散气盘管（37）上有致密的气

孔（41），散气盘管（37）正对于螺旋料斗（8）下方，锥形底仓（12）位于桶体（3）底部，锥形底仓

（12）呈锥形结构，锥形底仓（12）四个方向由四根支撑腿（35）支撑，底部有出料口（36），锥形

底仓（12）内部安装有下轴固定座（38），下轴固定座（38）三根连接片（40）周边与锥形底焊

接，中间连接轴套（38），下吊紧螺栓（26）固定于轴套（38）内，排气系统（2）包括内管（15）、中

间管（43）、外管（30）、清理孔（11）、排气管（42）、和顶板（4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医疗药物螺旋震动干燥设备，其特征在于：上吊紧装置（29）的数

量为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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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药物螺旋震动干燥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药物干燥设备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医疗药物螺旋震动干燥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干燥技术和设备有很宽的应用领域，涉及到石油及化学工业、饲料工业、塑料及橡

胶工业、木材工业、建材工作、食品工业、制药工业等等，干燥技术是一门跨行业、跨学科、具

有实验科学性质的技术。石油化工领域：据不完全统计，石油化工行业的干燥需求占整个干

燥行业的70%的市场，我国石油化工装备中干燥设备投资大能耗高。石油中含有大量的有机

物、烃类、油类、石油污泥等，这些物质的沸点和气化热各不相同，很多石油化工企业都面临

着技术设备老化、成本过高、环保超标等诸多问题，有些公司甚至已经产生了二次污染。石

化污泥干化也是石化企业面临的重大问题，目前几乎每个石化公司都因为填埋量不足、环

保要求达不到问题而困惑。石油化工领域亟需寻找和开发一种高效率低能耗低成本的干燥

设备和干燥方法。饲料工业领域：饲料工业是一个很大的行业，经过20多年发展我国已经成

为了一个跨部门跨学科的包括饲料加工工业、饲料原料工业、饲料添加剂工业的比较完整

的工业体系。在饲料原料和饲料添加剂的生产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需要干燥设备和技术，

干燥技术广泛地应用在饲料工业领域。木材工业领域：木材中含有一定数量的水分，随着树

种、树龄、砍伐季节的不同，为了保证木材与木制品的质量和延长使用寿命，必须采用适当

的措施使木材中的水分降低，要降低木材的含水率，必须采用干燥设备和方式使木材中水

分蒸发并离开木材。木材干燥是保障和改善木材品质、减少木材损失、提高木材利用率的重

要环节。同时，木材干燥也是木质品质生产过程中能耗最大的工序。食品工业领域：水果和

蔬菜时农业生产中除谷物之外比较重要的农产品，不但味美，而且具有非常丰富的营养，是

人们获得维生素、无机物、碳水化合物、纤维素的主要来源，在一些果蔬中还富有维生素A、

胡萝卜素等，人类饮食中的维生素C主要从水果和蔬菜中获得。但是新鲜水果和蔬菜的含水

率大部分超过90%，在采摘、运输、储运、销售过程中稍微处理不当就会腐烂，因此，在蔬菜、

水果采摘后进行干燥处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在药物干燥方面有几种不同的设

备和方法，他们有各自优点也存在众多的缺陷。沸腾流化床干燥：此种设备在制药、化工、食

品加工方面运用广泛，它是由空气过滤器，沸腾床主机、旋风分离器或布袋除尘器、高压离

心通风机、操作台等组成。由于干燥物料性质不同，配套除尘设备时，比重较大物料只需选

择旋风分离器。缺点：对于被干燥物料要求比较高，一般要求物料颗粒不小于30微米，不大

于4毫米效果最佳，当几种不同物料混合在一起干燥时，各种物料重度最好接近，否则会有

干燥不彻底效果不佳的现象发生；由于流化床干燥的物料返混比较激烈，物料停留时间不

均匀，有可能发生未经干燥的物料随产品一起排出床层。转筒干燥器：湿物料由皮带输送机

或斗式提升机送至进料斗，由进料口进入干燥机内，回转干燥机主体是略带倾斜并能回转

的圆筒体，物料进入圆筒内部后，与通过筒内的热风成顺流或逆流接触而被干燥，干燥后的

产品从另一端下部出料。在干燥过程中物料借助于圆筒的缓慢转动，在重力作用下从高的

一端向较低的一端移动。缺点：设备体积庞大，安装拆卸复杂，热容量系数小、热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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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在干燥器内停留时间长，物料颗粒之间的停留时间差异大。耙式干燥：耙式干燥设备是

国内传统的干燥技术，针对于各种浆状、膏状、粒状、粉状、纤维状等物料的干燥有一定的效

果。耙式干燥设备传动部分采用工作稳定、经久耐用的圆柱齿轮减速机，主轴采用实心轴，

保证设备稳定运转，被干燥物料从壳体上方正中间加入，在不断的正反转动的耙齿搅拌下，

物料轴向来回走动，与壳体内壁接触的表面不断更新，受热间接加热。缺点：结构太复杂，造

价昂贵，由于是间歇操作，干燥时间长，股产量低下；又由于不易出清物料，因此不适宜经常

调换物料品种。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医疗药物螺旋干燥设备，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

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医疗药物螺旋震动干燥设备,其特征

在于，包括桶体、螺旋料斗、震动装置、锥形底仓、进气系统、排气系统和顶盖，震动装置包括

驱动装置、连接轴、上固定板、下固定板、凸轮、上吊紧装置、下吊紧装置、方管和加强盘，上

固定板、下固定板和加强盘焊接在一起形成震动架体，驱动装置带动连接轴转动，凸轮安装

于连接轴上，连接轴插入至上固定板的中心孔下部，凸轮安装于连接轴下部，且位于四根方

管内，凸轮最大的周边圆直径大于四根方管内接圆直径，上吊紧装置安装于上固定板的上

迁移孔内，下吊紧装置安装于下固定板的下迁移孔内，螺旋料斗截面呈梯形，整体成螺旋状

一直延伸至桶体底部，螺旋料斗外边缘安装外侧拉簧，外侧拉簧与桶体内壁固定，外侧拉簧

均匀分布于四个方向；螺旋料斗内边缘安装内侧拉簧，内侧拉簧与震动架体固定，内侧拉簧

均匀分布于四个方向，上吊紧装置包括上吊紧螺栓、上吊紧簧和上吊紧盖，上吊紧螺栓与顶

盖内壁固定，震动架体下部设置有下吊紧装置，下吊紧装置包括下吊紧盖、下吊紧簧和下吊

紧螺栓，螺旋料斗有致密的孔眼，在桶体底部设置有进气系统，进气系统包括进气管和散气

盘管，散气盘管上有致密的气孔，散气盘管正对于螺旋料斗下方，锥形底仓位于桶体底部，

锥形底仓呈锥形结构，锥形底仓四个方向由四根支撑腿支撑，底部有出料口，锥形底仓内部

安装有下轴固定座，下轴固定座三根连接片周边与锥形底焊接，中间连接轴套，下吊紧螺栓

固定于轴套内，排气系统包括内管、中间管、外管、清理孔、排气管、和顶板，上吊紧装置的数

量为4个。

[0005] 震动装置由驱动装置驱动，驱动装置带动连接轴，连接轴上安装有凸轮，驱动装置

启动后带动凸轮做周期性旋转，凸轮不断撞击震动架体产生震动，震动架体通过内侧拉簧

带动旋转料斗震动，物料在剧烈震动下顺着螺旋料斗的梯形槽逐步滑落至桶体底部，最终

通过出料口出料。螺旋料斗有致密的孔眼，热气流可透过孔眼与梯形槽内物料接触，接触后

的气流携带水蒸气从排气系统排出。为了使进入桶体的热气流均匀分散于螺旋料斗底部，

在桶体底部设置有进气系统，进气系统有散气盘管，散气盘管上有致密的气孔，散气盘管正

对于螺旋料斗下方。

[0006] 螺旋料斗：螺旋料斗整体呈螺旋状，截面梯形且有密布的小孔，螺旋料斗是螺旋震

动干燥设备的核心部分，整个螺旋料斗贯穿于整个桶体内部，从桶体上方进料管下部至桶

体底部。螺旋料斗包括梯形槽、孔眼、外侧拉簧、内侧拉簧等，外侧拉簧安装于螺旋料斗外边

缘且均匀分布于四个方向，外侧拉簧另一头与桶体内部固定，内侧拉簧安装于螺旋料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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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且均匀分布于四个方向，内侧拉簧另一头与震动架体固定。

[0007] 震动架体系统：震动架体系统是整个设备的重要部件，螺旋料斗的震动力由震动

装置产生并通过震动架体传递。震动架体上部设置有四根上吊紧装置，上吊紧装置与顶盖

内壁固定；震动架体下部设置有下吊紧装置，下吊紧装置与下轴固定座固定。震动架体系统

包括震动架体、上吊紧装置、下吊紧装置、上固定板、下固定板等，上吊紧装置包括上吊紧螺

栓、上吊紧簧、上吊紧盖、方管、加强盘等，下吊紧装置包括下吊紧螺栓、下吊紧簧、下吊紧盖

等，震动架体内部由四根方管与若干加强盘焊接而成，上部又焊接上固定板，下部又焊接下

固定板。

[0008] 震动装置：震动装置是整个设备的动力来源，也是整个系统的激振力的产生源头，

震动装置能够连续提供稳定的激振力，震动装置是整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震动装置由

驱动装置、连接轴、凸轮、上吊紧螺栓、上固定板、方管等构成。驱动装置带动连接轴转动，凸

轮安装于连接轴上，连接轴插入至上固定板的中心孔下部，凸轮安装于连接轴下部，位于上

固定板下部且位于四根方管内，凸轮最大的周边圆直径大于四根方管内接圆直径，驱动装

置启动后带动凸轮转动，凸轮连续撞击四根方管，震动架体连同上吊紧装置连续震动。

[0009] 锥形底仓：锥形底仓位于桶体底部，支撑着整个桶体所以部件，锥形底仓呈锥形结

构，锥形底仓四个方向由四根支撑腿支撑，底部有出料口，内部安装有下轴固定座。锥形底

仓包括锥形底、支撑腿、出料口、下轴固定座等。

[0010] 下轴固定座：下轴固定座三根连接片周边与锥形底焊接，中间连接轴套，下吊紧螺

栓固定于轴套内。

[0011] 进气系统：热气流通过进气系统给螺旋料斗内物料加热从而达到干燥的物料的目

的。进气系统包括进气管、散气盘管等，进气管焊接于锥形底仓底部锥形面上并伸入锥形底

仓内部，散气盘管贯穿于进气管且盘旋于锥形底仓内，散气盘管有密集的气孔，气孔可散发

通入的热气流，散气盘管正对于螺旋料斗正下方。

[0012] 排气系统：热气流进入桶体内携带物料蒸发的水蒸气从排气系统排出，物料在干

燥过程中产生小部分飞灰，飞灰与气流一起进入排气系统。飞灰先进入内管，在内管上部遇

到顶板阻挡，一部分飞灰掉落至桶体，另一部分随着气流沿中间管向下流动，遇到顶盖壁

时，又一部分飞灰滞留于顶盖锥形面上方，剩余飞灰随着气流进入外管内并继续上升，遇到

顶板阻挡后掉落顶盖锥形面上方，干净的气流从排气管排出，在外管下部设置有清理孔，清

理孔可清理淤积的飞灰。排气系统包括内管、中间管、外管、清理孔、排气管、顶板、顶盖等。

[0013]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本发明运用领域广泛、自动化程度高、价格适中、操作简单，

解决了背景技术中各类干燥设备的缺陷，适于全面推广和应用。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医疗药物螺旋震动干燥设备立体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医疗药物螺旋震动干燥设备剖示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医疗药物螺旋震动干燥设备的螺旋料斗结构图；

[0017] 图4为本发明医疗药物螺旋震动干燥设备的震动架体结构图；

[0018] 图5为本发明医疗药物螺旋震动干燥设备的震动装置结构图；

[0019] 图6为本发明医疗药物螺旋震动干燥设备的锥形底仓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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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图7为本发明医疗药物螺旋震动干燥设备的出气系统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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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2] 请参阅图1、图2、图3、图4、图5、图6和图7：

[0023] 实施例1

[0024] 医疗药物螺旋震动干燥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桶体3、螺旋料斗8、震动装置1、锥

形底仓12、进气系统4、排气系统2和顶盖7，震动装置1包括驱动装置34、连接轴33、上固定板

17、下固定板22、凸轮31、上吊紧装置29、下吊紧装置、方管19和加强盘21，上固定板17、下固

定板22和加强盘21焊接在一起形成震动架体20，驱动装置34带动连接轴33转动，凸轮31安

装于连接轴33上，连接轴33插入至上固定板17的中心孔18下部，凸轮31安装于连接轴33下

部，且位于四根方管19内，凸轮31最大的周边圆直径大于四根方管内接圆直径，上吊紧装置

29安装于上固定板17的上迁移孔16内，下吊紧装置安装于下固定板22的下迁移孔23内，螺

旋料斗8截面呈梯形，整体成螺旋状一直延伸至桶体底部，螺旋料斗8外边缘安装外侧拉簧

13，外侧拉簧13与桶体3内壁固定，外侧拉簧13均匀分布于四个方向；螺旋料斗8内边缘安装

内侧拉簧9，内侧拉簧9与震动架体20固定，内侧拉簧9均匀分布于四个方向，上吊紧装置包

括上吊紧螺栓26、上吊紧簧27和上吊紧盖28，上吊紧螺栓26与顶盖7内壁固定，震动架体20

下部设置有下吊紧装置，下吊紧装置包括下吊紧盖24、下吊紧簧25和下吊紧螺栓26，螺旋料

斗8有致密的孔眼14，在桶体3底部设置有进气系统4，进气系统4包括进气管和散气盘管37，

散气盘管37上有致密的气孔41，散气盘管37正对于螺旋料斗8下方，锥形底仓12位于桶体3

底部，锥形底仓12呈锥形结构，锥形底仓12四个方向由四根支撑腿35支撑，底部有出料口

36，锥形底仓12内部安装有下轴固定座38，下轴固定座38三根连接片40周边与锥形底焊接，

中间连接轴套38，下吊紧螺栓26固定于轴套38内，排气系统2包括内管15、中间管43、外管

30、清理孔11、排气管42、和顶板44，上吊紧装置29的数量为4个。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如下：将

医疗药物从顶盖上方左侧进料管进入桶体3内部，进料管下方正对于螺旋料斗8，且位于螺

旋料斗8的最上方起始位置，进入进料管大的物料掉入螺旋料斗8的梯形槽内，螺旋料斗8截

面呈梯形且整体成螺旋状一直延伸至桶体3底部，螺旋料斗8外边缘安装外侧拉簧，外侧拉

簧与桶体内壁固定，且外侧拉簧均匀分布于四个方向；螺旋料斗内边缘安装内侧拉簧，内侧

拉簧与震动架体20固定，且内侧拉簧均匀分布于四个方向，震动装置由驱动装置驱动，驱动

装置带动连接轴，连接轴上安装有凸轮，驱动装置启动后带动凸轮做周期性旋转，凸轮不断

撞击震动架体20产生震动，震动架体20通过内侧拉簧带动旋转料斗震动，物料在剧烈震动

下顺着螺旋料斗的梯形槽逐步滑落至桶体底部，最终通过出料口出料。螺旋料斗有致密的

孔眼，热气流可透过孔眼与梯形槽内物料接触，接触后的气流携带水蒸气从排气系统排出。

为了使进入桶体的热气流均匀分散于螺旋料斗底部，在桶体底部设置有进气系统，进气系

统有散气盘管，散气盘管上有致密的气孔，散气盘管正对于螺旋料斗下方。顶盖安装于整个

桶体上部，顶盖锥形结构，进料管安装于顶盖锥形面上且通过顶盖伸入至桶体内部，顶部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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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锥形面上安装有排气系统，排气系统的内管贯穿于锥形面并伸入至桶体一段距离，顶盖

上部安装有驱动装置，驱动装置包括电机、减速机等。驱动装置的连接轴穿过顶盖，凸轮安

装于长轴底部。螺旋料斗整体呈螺旋状，截面梯形且有密布的小孔，螺旋料斗是螺旋震动干

燥设备的核心部分，整个螺旋料斗贯穿于整个桶体内部，从桶体上方进料管下部至桶体底

部。螺旋料斗包括梯形槽、孔眼、外侧拉簧、内侧拉簧等，外侧拉簧安装于螺旋料斗外边缘且

均匀分布于四个方向，外侧拉簧另一头与桶体内部固定，内侧拉簧安装于螺旋料斗内边缘

且均匀分布于四个方向，内侧拉簧另一头与震动架体固定。为了更好的固定梯形槽内物料，

可选择性的加设螺旋料斗盖，螺旋料斗盖上面设置密布小孔，螺旋料斗盖盖住螺旋料斗，能

够抵挡住物料干燥后的一部分飞灰，是否需要加设螺旋料斗盖可根据具体物料特性而定。

螺旋料斗的震动力由震动装置产生并通过震动架体传递。震动架体上部设置有四根上吊紧

装置，上吊紧装置与顶盖内壁固定；震动架体下部设置有下吊紧装置，下吊紧装置与下轴固

定座固定。震动架体内部由四根方管与若干加强盘焊接而成，上部又焊接上固定板，下部又

焊接下固定板。震动架体上方上固定板中间开设有中心孔，中心孔直径大于凸轮最大周边

圆直径，凸轮可顺利穿过中心。上固定板四个角落开设四只上迁移孔，上迁移孔直径大于上

吊紧螺栓直径五倍以上，上吊紧装置安装于上迁移孔内，上吊紧簧直径大于上迁移孔，上吊

紧簧上端压紧上迁移孔周边，下端压紧上吊紧盖，上吊紧盖下部用螺丝固定，上吊紧螺栓上

部与顶盖内壁固定，震动装置凸轮撞击震动架体方管时，震动架体在上吊紧簧作用下可沿

轴线上下震动，且可在上迁移孔内做左右或前后横向震动，这里左右前后只是局部阐述震

动方向，实际震动方向会发散至所有方向任何角度。震动架体下部焊接有下固定板，下固定

板中间开设下迁移孔，下吊紧螺栓安装于下迁移孔内，下迁移孔直径大于下吊紧螺栓直径

五倍以上，下吊紧螺栓上部安装有下吊紧盖，下吊紧盖直径大于下迁移孔，且位于下迁移孔

上方盖住下迁移孔，下吊紧盖上方用螺丝固定，下迁移孔下方由下吊紧簧抵压，下吊紧簧直

径大于下迁移孔且安装在下吊紧螺栓内，下吊紧螺栓下部安装于下轴固定座中间的轴套

内，下吊紧簧下端抵压在轴套的上边缘。震动装置凸轮撞击震动架体方管时，震动架体在下

吊紧簧作用下可沿轴线上下震动，且可在下迁移孔内做左右或前后横向震动，这里左右前

后只是局部阐述震动方向，实际震动方向会发散至所有方向任何角度。震动装置是整个设

备的动力来源，也是整个系统的激振力的产生源头，震动装置能够连续提供稳定的激振力，

震动装置是整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驱动装置带动连接轴转动，凸轮安装于连接轴上，连

接轴插入至上固定板的中心孔下部，凸轮安装于连接轴下部，位于上固定板下部且位于四

根方管内，凸轮最大的周边圆直径大于四根方管内接圆直径，驱动装置启动后带动凸轮转

动，凸轮连续撞击四根方管，震动架体连同上吊紧装置连续震动。下轴固定座三根连接片周

边与锥形底焊接，中间连接轴套，下吊紧螺栓固定于轴套内。热气流通过进气系统给螺旋料

斗内物料加热从而达到干燥的物料的目的。进气管焊接于锥形底仓底部锥形面上并伸入锥

形底仓内部，散气盘管贯穿于进气管且盘旋于锥形底仓内，散气盘管有密集的气孔，气孔可

散发通入的热气流，散气盘管正对于螺旋料斗正下方。热气流进入桶体内携带物料蒸发的

水蒸气从排气系统排出，物料在干燥过程中产生小部分飞灰，飞灰与气流一起进入排气系

统。飞灰先进入内管，在内管上部遇到顶板阻挡，一部分飞灰掉落至桶体，另一部分随着气

流沿中间管向下流动，遇到顶盖壁时，又一部分飞灰滞留于顶盖锥形面上方，剩余飞灰随着

气流进入外管内并继续上升，遇到顶板阻挡后掉落顶盖锥形面上方，干净的气流从排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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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出，在外管下部设置有清理孔，清理孔可清理淤积的飞灰。

[0025]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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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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明　书　附　图 5/7 页

13

CN 111422564 B

13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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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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