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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米机碾米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售米机碾米装置，包

括碾米器和抛光器，所述碾米器设置在外部谷物

储存仓的下方，并与谷物储存仓出料口连接，以

接收谷物储存仓输出的谷物，并碾压褪壳后输

出，所述抛光器设置在碾米器的下方，并与碾米

器连接，以接收碾米器输出的褪壳后米粒，并进

行抛光后输出。本实用新型的售米机碾米装置，

通过抛光器的设置，便可对于褪壳的米粒进行抛

光加工，使得售出新米处于精加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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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售米机碾米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碾米器(3)和抛光器(5)，所述碾米器(3)设

置在外部谷物储存仓的下方，并与谷物储存仓出料口连接，以接收谷物储存仓输出的谷物，

并碾压褪壳后输出，所述抛光器(5)设置在碾米器(3)的下方，并与碾米器(3)连接，以接收

碾米器(3)输出的褪壳后米粒，并进行抛光后输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售米机碾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碾米器(3)包括碾米外壳

(31)、收谷壳装置(33)和可旋转的设置在碾米外壳(31)内的碾米辊组件(32)，所述碾米外

壳(31)的上侧开设有斜向外延伸的入料口(311)，所述碾米外壳(31)固定在机架上，并设置

在谷物储存仓的下方，所述入料口(311)设置在谷物储存仓下侧面的出料开口下方，以接收

出料开口输出的谷物，所述碾米外壳(31)的下侧面设有出壳管(312)，所述出壳管(312)通

过管道与收谷壳装置(33)连接，以将谷壳输出到收谷壳装置(33)内。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售米机碾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谷壳装置(33)包括收谷

壳泵(331)和谷壳储存袋，所述收谷壳泵(331)具有进气端和出气端，所述进气端通过管道

与出壳管(312)连接，所述谷壳储存袋套接在出气端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售米机碾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碾米辊组件(32)包括第一

碾米辊(321)、第二碾米辊(322)和第三碾米辊(323)，所述第一碾米辊(321)、第二碾米辊

(322)和第三碾米辊(323)均可旋转的设置在碾米外壳(31)内，且三个辊从上至下相互交错

设置，并在相互之间形成一条S形的供米通过的通道。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售米机碾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碾米辊(322)与第一

碾米辊(321)之间的通道入口设置在入料口(311)的下方，所述第二碾米辊(322)的上方设

有倾斜设置的挡料板(324)，所述挡料板(324)的上端固定在入料口(311)相对于第二碾米

辊(322)的边沿上，下端倾斜朝向通道入口延伸。

6.根据权利要求3或4或5所述的售米机碾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抛光器(5)包括收

糠装置(53)、抛光外壳(51)和可旋转的设置抛光外壳(51)内的抛光辊(52)，所述抛光外壳

(51)的上侧面开设有入米口(511)，并且该抛光外壳(51)呈中空圆柱状，所述抛光辊(52)与

抛光外壳(51)同轴设置，所述抛光外壳(51)的下侧面设有出糠管(512)，所述出糠管(512)

通过管道与收糠装置(53)连接，以将米糠输出到收糠装置(53)内。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售米机碾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糠装置(53)包括收糠泵

(531)和米糠储存袋，所述收糠泵(531)具有进气端和出气端，所述进气端通过管道与出糠

管(512)连接，所述米糠储存袋套接在出气端上。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售米机碾米装置，其特征在于：外部机架底座上方固定连接有

动力电机(12)，所述动力电机(12)的转轴上套接有皮带轮，所述碾米外壳(31)和抛光外壳

(51)的一侧的侧面上均可旋转的设有与碾米辊组件(32)和抛光辊(52)相联动的皮带轮，所

述收谷壳泵(331)和收糠泵(531)的壳壁上均可旋转设有与其内部叶轮联动的皮带轮，所述

动力电机(12)上的皮带轮与碾米外壳(31)和抛光外壳(51)以及收谷壳泵(331)和收糠泵

(531)上的皮带轮通过皮带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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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米机碾米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碾米器，更具体的说是涉及一种售米机碾米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大米是人们日常饮食中的主食成分，因而整体的销售量相较于其他食物要大得

多，而在出现没有大米的时候，就需要到外部的粮食店进行购买，在出现粮食店离得较远的

时候，就会出现粮食购买不方便的问题。

[0003] 因此现有技术中提供一种自动售米机如专利号为2015209478057的发明专利，原

理依据现有的自动售货机的原理，实现电子支付售米，上述自动售米机主要是通过设置控

制系统进行支付购买，然后通过碾米装置将原生的谷物碾压成成米，如此实现一个售卖新

米的效果，而上述结构的碾米器仅仅只是能够将谷物的外壳褪去，而无法实现对于褪壳后

米粒进行进一步的精加工作用，如此最后售米机售出的米还是存在加工不足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以对于褪去外壳的

米粒进行进一步精加工的售米机碾米装置。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售米机碾米装置，包括碾

米器和抛光器，所述碾米器设置在外部谷物储存仓的下方，并与谷物储存仓出料口连接，以

接收谷物储存仓输出的谷物，并碾压褪壳后输出，所述抛光器设置在碾米器的下方，并与碾

米器连接，以接收碾米器输出的褪壳后米粒，并进行抛光后输出。

[0006]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碾米器包括碾米外壳、收谷壳装置和可旋转

的设置在碾米外壳内的碾米辊组件，所述碾米外壳的上侧开设有斜向外延伸的入料口，所

述碾米外壳固定在机架上，并设置在谷物储存仓的下方，所述入料口设置在谷物储存仓下

侧面的出料开口下方，以接收出料开口输出的谷物，所述碾米外壳的下侧面设有出壳管，所

述出壳管通过管道与收谷壳装置连接，以将谷壳输出到收谷壳装置内。

[000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收谷壳装置包括收谷壳泵和谷壳储存袋，所

述收谷壳泵具有进气端和出气端，所述进气端通过管道与出壳管连接，所述谷壳储存袋套

接在出气端上。

[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碾米辊组件包括第一碾米辊、第二碾米辊和

第三碾米辊，所述第一碾米辊、第二碾米辊和第三碾米辊均可旋转的设置在碾米外壳内，且

三个辊从上至下相互交错设置，并在相互之间形成一条S形的供米通过的通道。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第二碾米辊与第一碾米辊之间的通道入口设

置在入料口的下方，所述第二碾米辊的上方设有倾斜设置的挡料板，所述挡料板的上端固

定在入料口相对于第二碾米辊的边沿上，下端倾斜朝向通道入口延伸。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抛光器包括收糠装置、抛光外壳和可旋转的

设置抛光外壳内的抛光辊，所述抛光外壳的上侧面开设有入米口，并且该抛光外壳呈中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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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柱状，所述抛光辊与抛光外壳同轴设置，所述抛光外壳的下侧面设有出糠管，所述出糠管

通过管道与收糠装置连接，以将米糠输出到收糠装置内。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收糠装置包括收糠泵和米糠储存袋，所述收

糠泵具有进气端和出气端，所述进气端通过管道与出糠管连接，所述米糠储存袋套接在出

气端上。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外部机架底座上方固定连接有动力电机，所述动

力电机的转轴上套接有皮带轮，所述碾米外壳和抛光外壳的一侧的侧面上均可旋转的设有

与碾米辊组件和抛光辊相联动的皮带轮，所述收谷壳泵和收糠泵的壳壁上均可旋转设有与

其内部叶轮联动的皮带轮，所述动力电机上的皮带轮与碾米外壳和抛光外壳以及收谷壳泵

和收糠泵上的皮带轮通过皮带联动。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通过碾米器和抛光器的组合设置，便可有效的实现将外

部谷物储存仓所输送过来的谷物进行碾压褪壳以后再进行一个抛光的作用，如此便可有效

的实现售米机最终售出的米是经过了抛光加工的米，如此相比于现有技术中的碾米装置结

构，有效的避免了米粒加工不足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售米机碾米装置的整体结构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售米机碾米装置的背视图；

[0016] 图3为图1中的碾米器的整体结构图；

[0017] 图4为图1中的抛光器的整体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将结合附图所给出的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详述。

[0019] 参照图1至4所示，本实施例的一种售米机碾米装置，包括碾米器3和抛光器  5，所

述碾米器3设置在外部谷物储存仓的下方，并与谷物储存仓出料口连接，以接收谷物储存仓

输出的谷物，并碾压褪壳后输出，所述抛光器5设置在碾米器  3的下方，并与碾米器3连接，

以接收碾米器3输出的褪壳后米粒，并进行抛光后输出，在使用本实施例的碾米装置的过程

中，只需要将整个碾米装置安装到外部机架内，然后将碾米器3设置在外部谷物储存仓的下

方，接收外部谷物储存仓输出的谷物，然后再对谷物进行碾米作用，以将谷物储存仓内的谷

物褪壳成米，然后输入到抛光器5内，然后通过抛光器5的抛光作用实现对于米粒的进一步

加工，如此有效的避免现有技术中因为米粒加工不足的问题。

[0020]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碾米器3包括碾米外壳31、收谷壳装置  33和

可旋转的设置在碾米外壳31内的碾米辊组件32，所述碾米外壳31的上侧开设有斜向外延伸

的入料口311，所述碾米外壳31固定在机架上，并设置在谷物储存仓的下方，所述入料口311

设置在谷物储存仓下侧面的出料开口下方，以接收出料开口输出的谷物，所述碾米外壳31

的下侧面设有出壳管312，所述出壳管312  通过管道与收谷壳装置33连接，以将谷壳输出到

收谷壳装置33内，通过碾米辊组件32的设置，便可通过碾压的方式将谷壳与米粒分离，然后

通过收谷壳装置  33的收取作用，可将谷壳进行有效的收取。

[0021]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收谷壳装置33包括收谷壳泵331和谷壳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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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所述收谷壳泵331具有进气端和出气端，所述进气端通过管道与出壳管  312连接，所述

谷壳储存袋套接在出气端上，通过上述结构便可采用吸气的方式将谷壳收取到谷壳储存袋

内，如此收取效率更高。

[0022]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碾米辊组件32包括第一碾米辊321、第二碾米

辊322和第三碾米辊323，所述第一碾米辊321、第二碾米辊322和第三碾米辊323均可旋转的

设置在碾米外壳31内，且三个辊从上至下相互交错设置，并在相互之间形成一条S形的供米

通过的通道，这样便可增加碾米的面积和时间，使得米粒上的谷壳能够更加充分的分离。

[0023]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第二碾米辊322与第一碾米辊321之间的通道

入口设置在入料口311的下方，所述第二碾米辊322的上方设有倾斜设置的挡料板324，所述

挡料板324的上端固定在入料口311相对于第二碾米辊322的边沿上，下端倾斜朝向通道入

口延伸，这样谷物在通过入料口311进入到碾米外壳31内的时候，就会下落到通道入口内，

这样便能够有效的进行碾米作用，而通过挡料板324的设置，便可将下落过程中散开的谷物

引导输入到通道入口内，以实现能够更好的对于谷物进行碾米作用了，而通道入口相对于

挡料板324的另一边由于有第一碾米辊321的存在，因此便可通过第一碾米辊321便可将散

开的米粒阻挡到通道入口内，因此便不需要额外的设置挡料板324了，以节约碾米外壳31的

内部空间。

[0024]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抛光器5包括收糠装置53、抛光外壳51  和可

旋转的设置抛光外壳51内的抛光辊52，所述抛光外壳51的上侧面开设有入米口511，并且该

抛光外壳51呈中空圆柱状，所述抛光辊52与抛光外壳51同轴设置，所述抛光外壳51的下侧

面设有出糠管512，所述出糠管512通过管道与收糠装置53连接，以将米糠输出到收糠装置

53内，通过上述结构，便可通过抛光辊  52的挤压旋转实现对于米粒的抛光作用，如此便可

简单有效的实现对于米粒的进一步精加工。

[0025]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收糠装置53包括收糠泵531和米糠储存袋，所

述收糠泵531具有进气端和出气端，所述进气端通过管道与出糠管512连接，所述米糠储存

袋套接在出气端上，通过上述结构便可采用吸气的方式将米糠收取到米糠储存袋内，如此

收取效率更高，也减少了米糠收取过程中的遗漏。

[0026] 其中上述的谷壳储存袋和米糠储存袋均是采用绳子绑到收谷壳泵331和收糠泵

531出气端上。

[0027]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外部机架底座上方固定连接有动力电机12，所述

动力电机12的转轴上套接有皮带轮，所述碾米外壳31和抛光外壳51的一侧的侧面上均可旋

转的设有与碾米辊组件32和抛光辊52相联动的皮带轮，所述收谷壳泵331和收糠泵531的壳

壁上均可旋转设有与其内部叶轮联动的皮带轮，所述动力电机12上的皮带轮与碾米外壳31

和抛光外壳51以及收谷壳泵331和收糠泵531上的皮带轮通过皮带联动，如此便可实现上部

各个机构只需要通过一个动力电机12便可同步动作，一方面有效的增加了工作过程中的协

调性，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动力源的使用，节约了机架1的内部空间。

[0028] 综上所述，通过碾米器3和抛光器5的设置，便可有效的实现一个接收谷物进行褪

壳然后再进行抛光的作用，如此相比于现有技术中的碾米装置，可有效的实现了对于米粒

进行二段精加工的效果，很好的避免了现场售米导致的加工不足的问题。

[0029]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10935117 U

5



上述实施例，凡属于本实用新型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当指

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

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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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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