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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可兼用搅拌机的榨汁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可兼用搅拌机的榨汁

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可兼用搅拌机的榨汁机的

特征在于，包括：主体，包含：高速旋转的第一电

机和第二电机；第一驱动轴，通过所述第一电机

高速旋转；第二驱动轴，以与所述第一驱动轴同

心圆上双轴的形式配置；减速部，配置在所述第

二驱动轴和所述第二电机的电机轴之间，用于通

过减速所述第二电机的旋转来使所述第二驱动

轴进行低速旋转；搅拌模块，包含与所述第一驱

动轴结合而高速旋转的旋转叶片，所述搅拌模块

安装在所述主体的上部；及榨汁模块，包含与所

述第二驱动轴结合而低速旋转的螺杆，所述榨汁

模块与所述搅拌模块交替安装在所述主体的上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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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兼用搅拌机的榨汁机，包括：

主体，包含：

高速旋转的第一电机和第二电机；

第一驱动轴，通过所述第一电机高速旋转；

第二驱动轴，以与所述第一驱动轴同心圆上双轴的形式配置；

减速部，配置在所述第二驱动轴和所述第二电机的电机轴之间，用于通过减速所述第

二电机的旋转来使所述第二驱动轴进行低速旋转；

搅拌模块，包含与所述第一驱动轴结合而高速旋转的旋转叶片，所述搅拌模块安装在

所述主体的上部；及

榨汁模块，包含与所述第二驱动轴结合而低速旋转的螺杆，所述榨汁模块与所述搅拌

模块交替安装在所述主体的上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兼用搅拌机的榨汁机，其中，

所述减速部由至少一个减速齿轮来形成，该至少一个减速齿轮啮合在所述第二电机的

电机轴和形成于所述第二驱动轴的外径上的齿轮之间而进行旋转。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兼用搅拌机的榨汁机，其中，

所述减速齿轮由与所述第二电机的电机轴啮合的第一减速齿轮及啮合在所述第一减

速齿轮和所述第二驱动轴之间的第二减速齿轮来形成。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可兼用搅拌机的榨汁机，其中，

所述第一减速齿轮由形成在半径相对小的圆周上的第一齿轮系和形成在半径相对大

的圆周上的第二齿轮系来形成为两级齿轮，所述第一减速齿轮的第二齿轮系与所述第二电

机的电机轴啮合，所述第一减速齿轮的第一齿轮系与所述第二减速齿轮啮合。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可兼用搅拌机的榨汁机，其中，

所述第二减速齿轮由形成在半径相对小的圆周上的第一齿轮系和形成在半径相对大

的圆周上的第二齿轮系来形成为两级齿轮，所述第二减速齿轮的第二齿轮系与所述第一减

速齿轮的第一齿轮系啮合，所述第二减速齿轮的第一齿轮系与形成在所述第二驱动轴的外

径上的齿轮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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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兼用搅拌机的榨汁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可兼用搅拌机的榨汁机，更为详细地，涉及一种可同时使用

通过低速旋转的螺杆对蔬菜或水果等材料进行粉碎和压榨而生成榨汁的榨汁机、及通过高

速旋转的旋转刀片将材料粉碎或混合的搅拌机的可兼用搅拌机的榨汁机。

背景技术

[0002] 一般来讲，搅拌机是通过高速旋转的旋转刀片来对蔬菜、水果及谷物类等的食材

料进行粉碎和混合的设备，榨汁机是通过如在韩国公开专利第10-0793852号中公开的在网

筒和低速旋转的螺杆之间对材料进行粉碎和压榨的方法，利用如用磨盘碾磨和压榨的原理

将大豆制成豆浆，并且通过用擦板擦成末及压榨的方式将西红柿、猕猴桃或草莓等黏度较

高的水果等制成汁的家用设备。

[0003] 两台设备均是用电机来使搅拌叶片或螺杆进行旋转，其操作相似，因此能够结合

成一个设备来制作一种兼用设备，但是具有搅拌叶片需要高速旋转且螺杆需要低速旋转的

问题。

[0004] 专利文献：韩国专利第10-0793852号。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是为了解决如上所述的以往问题而提出的，其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兼

用搅拌机的榨汁机，该可兼用搅拌机的榨汁机使用高速旋转的两个电机，使以同心圆上双

轴形式设置的高速驱动轴和低速驱动轴分别进行旋转，并且交替安装用作搅拌机的搅拌模

块和用作榨汁机的榨汁模块，从而能够兼作搅拌机。

[0006]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课题并不局限于上面所提的课题，关于未提到的其他课

题，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能从下面的记载中明确地理解。

[0007] 所述目的可通过本实用新型的可兼用搅拌机的榨汁机来实现，该可兼用搅拌机的

榨汁机包括：主体，包含高速旋转的第一电机和第二电机；第一驱动轴，通过所述第一电机

高速旋转；第二驱动轴，以与所述第一驱动轴同心圆上双轴的形式配置；减速部，配置在所

述第二驱动轴和所述第二电机的电机轴之间，用于通过减速所述第二电机的旋转来使所述

第二驱动轴进行低速旋转；搅拌模块，包含与所述第一驱动轴结合而高速旋转的旋转叶片，

所述搅拌模块安装在所述主体的上部；及榨汁模块，包含与所述第二驱动轴结合而低速旋

转的螺杆，所述榨汁模快与所述搅拌模块交替安装在所述主体的上部。

[0008] 在此，所述减速部可由至少一个减速齿轮来形成，该至少一个减速齿轮啮合在所

述第二电机的电机轴和形成于所述第二驱动轴的外径上的齿轮之间而进行旋转。

[0009] 在此，所述减速齿轮可由与所述第二电机的电机轴啮合的第一减速齿轮及啮合在

所述第一减速齿轮和所述第二驱动轴之间的第二减速齿轮来形成。

[0010] 在此，所述第一减速齿轮可由形成在半径相对小的圆周上的第一齿轮系和形成在

半径相对大的圆周上的第二齿轮系来形成为两级齿轮，所述第一减速齿轮的第二齿轮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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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二电机的电机轴啮合，所述第一减速齿轮的第一齿轮系与所述第二减速齿轮啮合。

[0011] 在此，所述第二减速齿轮可由形成在半径相对小的圆周上的第一齿轮系和形成在

半径相对大的圆周上的第二齿轮系来形成为两级齿轮，所述第二减速齿轮的第二齿轮系与

所述第一减速齿轮的第一齿轮系啮合，所述第二减速齿轮的第一齿轮系与形成在所述第二

驱动轴的外径上的齿轮啮合。

[0012] 根据如上所述的本实用新型的可兼用搅拌机的榨汁机，将高速驱动轴和低速驱动

轴以同心圆上双轴形式形成，且将用作搅拌机的搅拌模块和用作榨汁机的榨汁模块交替安

装，因此具有能够由单个主体兼用搅拌机和榨汁机的优点。

[0013] 此外，还有一个优点是，可利用低价的双电机来构造由单个主体兼用搅拌机和榨

汁机的驱动部。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在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实施例的可兼用搅拌机的榨汁机中，用作榨汁机时

的剖视图。

[0015] 图2是在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实施例的可兼用搅拌机的榨汁机中，用作搅拌机时

的剖视图。

[0016] 图3是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实施例的驱动部的立体图。

[0017] 图4是图3的剖视图。

[0018] 图5表示用作搅拌机时的图4的操作。

[0019] 图6表示用作榨汁机时的图4的操作。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在详细的说明及附图中包括实施例的具体内容。

[0021] 参照下面的结合附图详细描述的实施例能够清楚地理解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和特

点以及实现二者的方法。但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下面公开的实施例，而能够以不同的多

种形式实现，本实施例只是为了完整地公开本实用新型，并为了向本领域技术人员完整地

告知本实用新型的范畴而提供的，本实用新型只由权利要求的范畴定义。在整个说明书中

相同的附图标记表示相同的结构要素。

[0022] 此外，在图中表示的各结构是为了便于说明而表示的，本实用新型并不一定局限

于所表示的结构，为了说明的清楚性和方便性，可能会夸大表示图中所示的结构要素的大

小或形状等。因此，考虑本实用新型结构及作用而特别定义的术语可根据用户及操作者的

意图或惯例而改变，并且对这些术语的定义应以整个说明书中的内容为准。

[0023] 在本说明书中，除非另外特别说明，否则与“上侧”、“上部”、“上端”或与其类似术

语指的是投入材料的一侧或与其相近的部或端，“下侧”、“下部”、“下端”或与其类似术语指

的是投入材料的一侧的相反侧或与其相近的部或端。

[0024] 下面，参照用于说明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可兼用搅拌机的榨汁机的附图，对

本实用新型进行说明。

[0025] 图1是在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实施例的可兼用搅拌机的榨汁机中，用作榨汁机时

的剖视图，图2是在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实施例的可兼用搅拌机的榨汁机中，用作搅拌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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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剖视图。

[0026] 如图1所示，将本实用新型的可兼用搅拌机的榨汁机作为榨汁机来使用时，在主体

100上安装包括第一外壳200、螺杆300、用于分离汁和残渣的榨汁筒400及用于盖住外壳的

盖子250的榨汁模块500，并作为榨汁机来使用。

[0027] 此外，如图2所示，将本实用新型的可兼用搅拌机的榨汁机作为搅拌机来使用时，

可在图1中表示的同一个主体100上安装包括第二外壳290的搅拌模块600，并作为搅拌机来

使用。其中，第二外壳290在内部安装有旋转叶片292。已知搅拌机为通过在第二外壳290的

下端部高速旋转的旋转叶片292来对投入到第二外壳290内的食材进行粉碎及混合的设备，

但在本实用新型中，搅拌机的含义可以宽泛地解释为利用高速旋转的旋转叶片292对食材

进行加工的设备。

[0028] 在主体100的上部，高速旋转的第一驱动轴152和低速旋转的第二驱动轴154以同

心圆上双轴形式凸出形成。因此，能够在所述第二驱动轴154上安装榨汁机的螺杆300的下

部旋转轴350，以使螺杆300低速旋转，且在所述第一驱动轴152上安装连接于搅拌机的旋转

叶片292的旋转叶片轴294，以使旋转叶片292高速旋转。

[0029] 包括构造榨汁机的第一外壳200、螺杆300、榨汁筒400和盖子250的榨汁模块500的

结构及包括第二外壳290和旋转叶片292的搅拌模块600的结构为公知结构，因此省略其详

细说明。

[0030] 下面，关于用于使所述以同心圆双轴形式形成的第一驱动轴152和第二驱动轴154

高速及低速旋转的主体100内的驱动部110的结构进行说明。

[0031] 图3是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实施例的驱动部的立体图，图4是图3的剖视图，图5表

示用作搅拌机时的图4的操作，图6表示用作榨汁机时的图4的操作。

[0032]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实施例的驱动部110可包括电机120、125及减速部。

[0033] 电机由第一电机120和第二电机125即双电机来形成。第一电机120和第二电机125

均是高速旋转的电机。

[0034] 此时，在本实用新型中所使用的第一电机120和第二电机125可使用使电机轴进行

单向高速旋转的低价电机。作为一例，第一电机120可使用能够以2500~3000rpm的速度高速

旋转的常用的通用电机，第二电机125可使用能够以1800~3600rpm的速度高速旋转的常用

的AC 电机，但并不局限于此。

[0035] 第一电机120使第一驱动轴152进行高速旋转。此时，第一驱动轴152可为第一电机

120的电机轴，或者沿第一电机120的电机轴的长度方向延伸结合的额外的轴形式。第一驱

动轴152的端部向主体100的上表面外凸出形成。

[0036] 在向主体100外凸出形成的第一驱动轴152的端部上结合有与搅拌模块600的旋转

叶片292连接的旋转叶片轴294。此时，旋转叶片轴294可由中空轴来形成，并以在所述中空

轴中插入第一驱动轴152的形式将第一驱动轴152和旋转叶片轴294相结合。此时，第一驱动

轴152可由角形轴来形成，或者如图所示，将第一驱动轴152设置为其表面上重复设置有凸

出部和槽部的形式，并以与其对应的形状形成旋转叶片轴294的中空轴，从而加强两个部件

152和294之间的结合力。与其相反，也可将第一驱动轴152的端部由中空轴来形成，并将旋

转叶片轴294插入中空中，从而在第一驱动轴152上结合旋转叶片轴294。

[0037] 因此，当在主体100的上部结合搅拌模块600时，能够在高速旋转的第一驱动轴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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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端部上结合与第二外壳290内部的旋转叶片292连接的旋转叶片轴294，从而使旋转叶片

292进行高速旋转。

[0038] 在第一驱动轴152的端部上可形成有围绕第一驱动轴152的第二驱动轴154。即，第

二驱动轴154和第一驱动轴152以同心圆上的双轴形式设置且第二驱动轴154围绕第一驱动

轴152的端部外部。与第一驱动轴152同样地，第二驱动轴154的上端部向主体100外凸出形

成，在第二驱动轴154的上端部上形成有角形凸出部153，该角形凸出部153以角形凸出，以

便插入并结合到形成在螺杆300的下部旋转轴350上的角形轴孔。

[0039] 此时，在第一电机120的一侧上可配置有第二电机125，且所述第二驱动轴154和第

二电机125之间形成有减速部，该减速部通过减速第二电机125的旋转速度来使第二驱动轴

154进行低速旋转。

[0040] 减速部可由至少一个减速齿轮190及194来形成，该至少一个减速齿轮190及194在

第二电机125的电机轴183和形成在第二驱动轴154的下部外周面上的齿轮系155之间啮合

而旋转。如图所示，在第二电机125的电机轴183的上端外周面上可形成有齿轮系184，在所

述齿轮系184上啮合有齿轮比更大的第一减速齿轮190，因此第一减速齿轮190与电机轴183

相比减速旋转。虽然，在本实施例中将在电机轴183的外周面上形成有齿轮系184为例进行

说明，但也可在电机轴183上不形成齿轮系184，而安装有额外的太阳齿轮。

[0041] 此时，如图4所示，在第一减速齿轮190的下端部及上端部上沿圆周方向分别形成

有齿轮系191和192，下端部的齿轮系191与形成在电机轴183上的齿轮系184啮合，上端部的

齿轮系192与在形成于第一减速齿轮190一侧上的第二减速齿轮194上形成的齿轮啮合。此

时，可通过使第一减速齿轮190的上端部的直径小于下端部的直径来减少上端部的齿轮系

192的齿轮数量，从而使第一减速齿轮190和第二减速齿轮194之间的减速比变得更大。

[0042] 在第一减速齿轮190的一侧上配置有第二减速齿轮194，第二减速齿轮194与形成

在第一减速齿轮190的上端上的齿轮系192啮合。与第一减速齿轮190同样地，第二减速齿轮

194也在下端部及上端部上沿圆周方向分别形成有齿轮系195和196。第二减速齿轮194上端

部的齿轮系196与第一减速齿轮190上端部的齿轮系192啮合，第二减速齿轮194下端部的齿

轮系195与形成于第二驱动轴154的下端部外周面上的齿轮系155啮合，从而使第二驱动轴

154进行减速旋转。同样，可通过使第二减速齿轮194下端部的直径变小来减少下端部的齿

轮数量，并且增加在第二驱动轴154上形成齿轮系155的部分的直径来增加齿轮数量，从而

使第二减速齿轮194和第二驱动轴154之间的减速比变得更大。

[0043] 因此，可通过高速旋转的第二电机125和第一减速齿轮190之间的齿轮比来进行减

速，且通过第一减速齿轮190和第二减速齿轮194之间的齿轮比来再次减速，并且通过第二

减速齿轮194和第二驱动轴154之间的齿轮比来进一步减速，以此方法来对第二驱动轴154

进行减速，使之进行低速旋转。

[0044] 关于使本实施例的第一驱动轴152及第二驱动轴154进行高速及低速旋转的驱动

部110的操作进行说明。

[0045] 如图5所示，当使第一电机120高速旋转时，第一驱动轴152能够与第一电机120的

旋转一起进行高速旋转。因此，可通过在第一驱动轴152的端部上结合与搅拌机的旋转叶片

292连接的旋转叶片轴294来作为使旋转叶片292高速旋转的搅拌机来使用。

[0046] 接下来，如图6所示，当第二电机125高速旋转时，可根据通过配置在电机轴183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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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驱动轴154之间的一个以上的减速齿轮190和194的减速比来对第二驱动轴154的旋转

速度进行减速。因此，可通过在第二驱动轴154端部的角形凸出部153上结合螺杆300的下部

旋转轴350，从而使螺杆300低速旋转来作为榨汁机来使用。

[0047] 如上所述，在本实施例中，当用作搅拌机时，在主体的上部结合搅拌模块600来使

用，此时，在第一驱动轴152上结合旋转叶片轴294，并通过第一电机120使第一驱动轴152和

旋转叶片292进行高速旋转。此外，当用作榨汁机时，在主体100的上部结合榨汁模块500来

使用，此时，在第二驱动轴154上结合螺杆300，并通过第二电机125及减速部来使第二驱动

轴154和螺杆300进行低速旋转。因此，可通过独立的电机120和125分别独立地控制第一驱

动轴152和第二驱动轴154。

[0048] 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范围并不限于上述实施例，在所附的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书的

范围内可由多种形式的实施例实现。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书所要求保护的本实用

新型精神的范围内，本实用新型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均能变形的各种范围也属于本实

用新型的权利要求书所记载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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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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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