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1985918.6

(22)申请日 2018.11.29

(73)专利权人 哈尔滨商业大学

地址 15000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通

达街138号

(72)发明人 冮剑　

(74)专利代理机构 哈尔滨市阳光惠远知识产权

代理有限公司 23211

代理人 刘景祥

(51)Int.Cl.

B02C 21/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药材粉碎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粉碎装置领域，特别是涉及

一种药材粉碎装置，包括底架、粉碎机构和动力

装置，所述的粉碎机构包括上箱体、下箱体、粉碎

转子和筛片，所述的上箱体包括上箱盖板和进料

管，所述的下箱体包括下箱盖板和出料管，所述

的粉碎转子包括粉碎带轮、粉碎刀片和粉碎轴，

所述的动力装置包括电机和双排带轮，所述的底

架包括底板和支腿，所述的切段转刀包括切段带

轮、切段轴、切段轴套、切刀和主动齿轮，所述的

切段辅架包括辅架轴、辅架辊和从动齿轮，本实

用新型能够将一些长杆类中药先切成小段，再将

小段中药粉碎，粉碎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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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药材粉碎装置，包括底架(1)、粉碎机构(2)和动力装置(3)，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粉碎机构(2)包括上箱体(2-1)、下箱体(2-2)、粉碎转子(2-3)和筛片(2-4)，所述的上箱体

(2-1)包括上箱盖板(2-1-1)和进料管(2-1-2)，进料管(2-1-2)焊接在上箱盖板(2-1-1)上，

所述的下箱体(2-2)包括下箱盖板(2-2-1)和出料管(2-2-2)，出料管(2-2-2)焊接在下箱盖

板(2-2-1)下端，下箱盖板(2-2-1)固定连接在底架(1)上，筛片(2-4)通过螺栓固定连接在

下箱盖板(2-2-1)内部下端，筛片(2-4)位于出料管(2-2-2)正上方，上箱盖板(2-1-1)与下

箱盖板(2-2-1)通过螺栓连接固定，所述的粉碎转子(2-3)包括粉碎带轮(2-3-1)、粉碎刀片

(2-3-2)和粉碎轴(2-3-3)，粉碎刀片(2-3-2)设有多个，多个粉碎刀片(2-3-2)并排间隔焊

接在粉碎轴(2-3-3)上，粉碎带轮(2-3-1)键连接在粉碎轴(2-3-3)一端，粉碎刀片(2-3-2)

转动连接在上箱盖板(2-1-1)和下箱盖板(2-2-1)组成的箱体内部，粉碎轴(2-3-3)通过轴

承与上箱盖板(2-1-1)和下箱盖板(2-2-1)组成的箱体转动连接,粉碎带轮(2-3-1)位于上

箱盖板(2-1-1)和下箱盖板(2-2-1)的外端；

所述的动力装置(3)包括电机(3-1)和双排带轮(3-2)，双排带轮(3-2)固定连接在电机

(3-1)输出轴上，电机(3-1)固定连接在底架(1)上，双排带轮(3-2)与粉碎带轮(2-3-1)带传

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药材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底架(1)包括底板(1-

1)和支腿(1-2)，支腿(1-2)设有四个，四个支腿(1-2)分别焊接在底板(1-1)四角处，底板

(1-1)与下箱盖板(2-2-1)通过螺栓连接固定，底板(1-1)与电机(3-1)通过螺栓连接固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药材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一种药材粉碎装置还

包括切段转刀(4)，所述的切段转刀(4)包括切段带轮(4-1)、切段轴(4-2)、切段轴套(4-3)、

切刀(4-4)和主动齿轮(4-5)，切刀(4-4)设有多个，多个切刀(4-4)均匀焊接在切段轴套(4-

3)上，切段轴套(4-3)固定连接在切段轴(4-2)上，切段带轮(4-1)键连接在切段轴(4-2)的

一端，主动齿轮(4-5)键连接在切段轴(4-2)的另一端，切段轴(4-2)与进料管(2-1-2)  转动

连接，切段轴套(4-3)转动连接在进料管(2-1-2)内部，切段带轮(4-1)和主动齿轮(4-5)均

位于进料管(2-1-2)的外端,切段带轮(4-1)与双排带轮(3-2)带传动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药材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一种药材粉碎装置还

包括切段辅架(5)，所述的切段辅架(5)包括辅架轴(5-1)、辅架辊(5-2)和从动齿轮(5-3)，

辅架辊(5-2)固定连接在辅架轴(5-1)上，从动齿轮(5-3)键连接在辅架轴(5-1)的一端，辅

架轴(5-1)与进料管(2-1-2)转动连接，辅架辊(5-2)转动连接在进料管(2-1-2)内部，从动

齿轮(5-3)位于进料管(2-1-2)的外端,从动齿轮(5-3)与主动齿轮(4-5)啮合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药材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辅架辊(5-2)与切刀

(4-4)刀刃贴合。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09205512 U

2



一种药材粉碎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粉碎装置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药材粉碎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中药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通过实践，不断认识，逐渐积

累记载下来的。中药材大部分源自于自然界的植株、昆虫、动物，药材在洗净干燥后通常需

要进行粉碎，从大块的固体物碎成适当的细度，有利于将其制备成各种药物剂型，可以增加

药物表面积，促进药物溶解，便于调配、服用和发挥药效。现有的一些粉碎药材装置，在粉碎

一些长杆类中药时，需要先将其切段后，再将其粉碎处理，粉碎效率低。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药材粉碎装置，能够将一些长杆类中药先切成小

段，再将小段中药粉碎，粉碎效率高。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5] 一种药材粉碎装置，包括底架、粉碎机构和动力装置，所述的粉碎机构包括上箱

体、下箱体、粉碎转子和筛片，所述的上箱体包括上箱盖板和进料管，进料管焊接在上箱盖

板上，所述的下箱体包括下箱盖板和出料管，出料管焊接在下箱盖板下端，下箱盖板固定连

接在底架上，筛片通过螺栓固定连接在下箱盖板内部下端，筛片位于出料管正上方，上箱盖

板与下箱盖板通过螺栓连接固定，所述的粉碎转子包括粉碎带轮、粉碎刀片和粉碎轴，粉碎

刀片设有多个，多个粉碎刀片并排间隔焊接在粉碎轴上，粉碎带轮键连接在粉碎轴一端，粉

碎刀片转动连接在上箱盖板和下箱盖板组成的箱体内部，粉碎轴通过轴承与上箱盖板和下

箱盖板组成的箱体转动连接,粉碎带轮位于上箱盖板和下箱盖板的外端；

[0006] 所述的动力装置包括电机和双排带轮，双排带轮固定连接在电机输出轴上，电机

固定连接在底架上，双排带轮与粉碎带轮带传动连接；

[0007] 所述的底架包括底板和支腿，支腿设有四个，四个支腿分别焊接在底板四角处，底

板与下箱盖板通过螺栓连接固定，底板与电机通过螺栓连接固定；

[0008] 所述的一种药材粉碎装置还包括切段转刀，所述的切段转刀包括切段带轮、切段

轴、切段轴套、切刀和主动齿轮，切刀设有多个，多个切刀均匀焊接在切段轴套上，切段轴套

固定连接在切段轴上，切段带轮键连接在切段轴的一端，主动齿轮键连接在切段轴的另一

端，切段轴与进料管转动连接，切段轴套转动连接在进料管内部，切段带轮和主动齿轮均位

于进料管的外端,切段带轮与双排带轮带传动连接；

[0009] 所述的一种药材粉碎装置还包括切段辅架，所述的切段辅架包括辅架轴、辅架辊

和从动齿轮，辅架辊固定连接在辅架轴上，从动齿轮键连接在辅架轴的一端，辅架轴与进料

管转动连接，辅架辊转动连接在进料管内部，从动齿轮位于进料管的外端,从动齿轮与主动

齿轮啮合连接；

[0010] 所述的辅架辊与切刀刀刃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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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药材粉碎装置，通过使用切段转刀

和切段辅架，能够将一些长杆类中药先切成小段，通过使用粉碎机构，再将小段中药粉碎，

粉碎效率高。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整体剖视示意图；

[0014]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底架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粉碎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粉碎机构剖视示意图；

[0017]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上箱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7是本实用新型的下箱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8是本实用新型的粉碎转子结构示意图

[0020] 图9是本实用新型的筛片结构示意图；

[0021] 图10是本实用新型的动力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2] 图11是本实用新型的切段转刀结构示意图；

[0023] 图12是本实用新型的切段辅架结构示意图。

[0024] 图中：底架1；底板1-1；支腿1-2；粉碎机构2；上箱体2-1；上箱盖板2-1-1；进料管2-

1-2；下箱体2-2；下箱盖板2-2-1；出料管2-2-2；粉碎转子2-3；粉碎带轮2-3-1；粉碎刀片2-

3-2；粉碎轴2-3-3；筛片2-4；动力装置3；电机3-1；双排带轮3-2；切段转刀4；切段带轮4-1；

切段轴4-2；切段轴套4-3；切刀4-4；主动齿轮4-5；切段辅架5；辅架轴5-1；辅架辊5-2；从动

齿轮5-3。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1-12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6] 具体实施方式一：

[0027] 如图1-12所示，一种药材粉碎装置，包括底架1、粉碎机构2和动力装置3，所述的粉

碎机构2包括上箱体2-1、下箱体2-2、粉碎转子2-3和筛片2-4，所述的上箱体2-1包括上箱盖

板2-1-1和进料管2-1-2，进料管2-1-2焊接在上箱盖板2-1-1上，所述的下箱体2-2包括下箱

盖板2-2-1和出料管2-2-2，出料管2-2-2焊接在下箱盖板2-2-1下端，下箱盖板2-2-1固定连

接在底架1上，筛片2-4通过螺栓固定连接在下箱盖板2-2-1内部下端，筛片2-4位于出料管

2-2-2正上方，上箱盖板2-1-1与下箱盖板2-2-1通过螺栓连接固定，所述的粉碎转子2-3包

括粉碎带轮2-3-1、粉碎刀片2-3-2和粉碎轴2-3-3，粉碎刀片2-3-2设有多个，多个粉碎刀片

2-3-2并排间隔焊接在粉碎轴2-3-3上，粉碎带轮2-3-1键连接在粉碎轴2-3-3一端，粉碎刀

片2-3-2转动连接在上箱盖板2-1-1和下箱盖板2-2-1组成的箱体内部，粉碎轴2-3-3通过轴

承与上箱盖板2-1-1和下箱盖板2-2-1组成的箱体转动连接,粉碎带轮2-3-1位于上箱盖板

2-1-1和下箱盖板2-2-1的外端；所述的动力装置3包括电机3-1和双排带轮3-2，双排带轮3-

2固定连接在电机3-1输出轴上，电机3-1固定连接在底架1上，双排带轮3-2与粉碎带轮2-3-

1带传动连接；所述的底架1包括底板1-1和支腿1-2，支腿1-2设有四个，四个支腿1-2分别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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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在底板1-1四角处，底板1-1与下箱盖板2-2-1通过螺栓连接固定，底板1-1与电机4通过螺

栓连接固定。

[0028] 在使用时，启动电机3-1，电机3-1输出轴上的双排带轮3-2开始转动，转动的双排

带轮3-2通过带传动使粉碎带轮2-3-1，粉碎带轮2-3-1带动粉碎轴2-3-3转动，转动的粉碎

轴2-3-3带动粉碎刀片2-3-2开始转动，将长杆的药材投放进入进料管2-1-2上端口，药材在

进料管2-1-2内部经过切段转刀4和切段辅架5时，药材被切成段状，段状的药材进入上箱盖

板2-1-1与下箱盖板2-2-1组成的箱体内部，在箱体内部经历粉碎刀片2-3-2的剪切，开始粉

碎，当药材达到粉碎尺寸后，会通过筛片2-4上的筛孔进入出料管2-2-2，再由出料管2-2-2

将粉碎后的药材收集起来，从而达到将药材粉碎的目的，未达到粉碎尺寸的药材继续在箱

体内部撞击粉碎，直至达到粉碎尺寸后通过出料管2-2-2被收集。

[0029] 具体实施方式二：

[0030] 如图1-12所示，所述的一种药材粉碎装置还包括切段转刀4，所述的切段转刀4包

括切段带轮4-1、切段轴4-2、切段轴套4-3、切刀4-4和主动齿轮4-5，切刀4-4设有多个，多个

切刀4-4均匀焊接在切段轴套4-3上，切段轴套4-3固定连接在切段轴4-2上，切段带轮4-1键

连接在切段轴4-2的一端，主动齿轮4-5键连接在切段轴4-2的另一端，切段轴4-2与进料管

2-1-2转动连接，切段轴套4-3转动连接在进料管2-1-2内部，切段带轮4-1和主动齿轮4-5均

位于进料管2-1-2的外端,切段带轮4-1与双排带轮3-2带传动连接；所述的一种药材粉碎装

置还包括切段辅架5，所述的切段辅架5包括辅架轴5-1、辅架辊5-2和从动齿轮5-3，辅架辊

5-2固定连接在辅架轴5-1上，从动齿轮5-3键连接在辅架轴5-1的一端，辅架轴5-1与进料管

2-1-2转动连接，辅架辊5-2转动连接在进料管2-1-2内部，从动齿轮5-3位于进料管2-1-2的

外端,从动齿轮5-3与主动齿轮4-5啮合连接；所述的辅架辊5-2与切刀4-4刀刃贴合。

[0031] 在长杆药材由进料管2-1-2端口进入上箱盖板2-1-1与下箱盖板2-2-1组成的箱体

内部的过程中，药材会先到达进切段转刀4和切段辅架5处，通过电机3-1输出轴上的双排带

轮3-2带传动切段带轮4-1，转动的切段带轮4-1带动切段轴4-2转动，切段轴4-2通过切段轴

套4-3带动切刀4-4转动，同时切段轴4-2上的主动齿轮4-5啮合传动从动齿轮5-3，从动齿轮

5-3带动辅架轴5-1，辅架轴5-1带动辅架辊5-2转动，当长杆类药材经过辅架辊5-2与切段轴

套4-3之间时，与辅架辊5-2贴合的切刀4-4刀刃会将长杆类药材切断，在切刀4-4与辅架辊

5-2对向转动的过程中，长杆类药材会被切成段状，段状的药材再通过进料管2-1-2进入箱

体内部，从而被粉碎成需要的粉碎尺寸。

[0032] 本实用新型一种药材粉碎装置，其使用原理为：在使用时，启动电机3-1，电机3-1

输出轴上的双排带轮3-2开始转动，转动的双排带轮3-2通过带传动使粉碎带轮2-3-1，粉碎

带轮2-3-1带动粉碎轴2-3-3转动，转动的粉碎轴2-3-3带动粉碎刀片2-3-2开始转动，将长

杆的药材投放进入进料管2-1-2上端口，药材在进料管2-1-2内部经过切段转刀4和切段辅

架5时，药材被切成段状，段状的药材进入上箱盖板2-1-1与下箱盖板2-2-1组成的箱体内

部，在箱体内部经历粉碎刀片2-3-2的剪切，开始粉碎，当药材达到粉碎尺寸后，会通过筛片

2-4上的筛孔进入出料管2-2-2，再由出料管2-2-2将粉碎后的药材收集起来，从而达到将药

材粉碎的目的，未达到粉碎尺寸的药材继续在箱体内部撞击粉碎，直至达到粉碎尺寸后通

过出料管2-2-2被收集。在长杆药材由进料管2-1-2端口进入上箱盖板2-1-1与下箱盖板2-

2-1组成的箱体内部的过程中，药材会先到达进切段转刀4和切段辅架5处，通过电机3-1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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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轴上的双排带轮3-2带传动切段带轮4-1，转动的切段带轮4-1带动切段轴4-2转动，切段

轴4-2通过切段轴套4-3带动切刀4-4转动，同时切段轴4-2上的主动齿轮4-5啮合传动从动

齿轮5-3，从动齿轮5-3带动辅架轴5-1，辅架轴5-1带动辅架辊5-2转动，当长杆类药材经过

辅架辊5-2与切段轴套4-3之间时，与辅架辊5-2贴合的切刀4-4刀刃会将长杆类药材切断，

在切刀4-4与辅架辊5-2对向转动的过程中，长杆类药材会被切成段状，段状的药材再通过

进料管2-1-2进入箱体内部，从而被粉碎成需要的粉碎尺寸。

[0033] 当然，上述说明并非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本实用新型也不仅限于上述举例，本技

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的实质范围内所做出的变化；改型；添加或替换，也属

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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