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364894.5

(22)申请日 2019.04.30

(71)申请人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地址 471000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景华路

24号

(72)发明人 李佳佳　杜星霖　陈钢　石惠惠　

袁育洛　

(74)专利代理机构 郑州博派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41137

代理人 伍俊慧

(51)Int.Cl.

B02C 4/10(2006.01)

B02C 23/16(2006.01)

B02C 4/4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具有筛分功能的中药研磨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筛分功能的中药研磨

装置，有效的解决了现有研磨装置不具有在研磨

过程中将已经研磨好的药粉实时分离的问题；其

解决的技术方案包括碾药槽，碾药槽的底部设有

一个可左右震动的过滤网，碾药槽内设有一个碾

药轮，碾药槽的下方设有一个扣合在碾药槽底部

并可跟随碾药轮左右同步移动的U形板，U形板每

个侧板的外侧各设有一个棘轮，每个棘轮下方设

有一个阻碍其顺时针转动的棘爪条，棘轮的内侧

同轴固定有一个摩擦轮，摩擦轮的外侧套有一个

转动连接在U形板上的卷线轮，卷线轮上固定并

缠绕有一个绳索，绳索的另一端与同侧的碾药轮

芯轴端部相连，碾药槽的左端设有一个可驱动碾

药轮左右移动的往复丝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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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筛分功能的中药研磨装置，包括一个船型的碾药槽（1），其特征在于，所述

碾药槽（1）的底部设有一个沿碾药槽（1）长度方向开设的矩形通槽（2），矩形通槽（2）内设有

一个可左右移动过滤网（3），过滤网（3）的左右两端均贯穿并伸出矩形通槽（2）的左右两侧

槽壁，过滤网（3）左端设有凸轮（4），凸轮（4）的转动可挤压过滤网（3）向右运动，过滤网（3）

的右端设有可使其向左复位的第一压簧（5），碾药槽（1）内设有一个碾药轮（6），碾药槽（1）

的下方设有一个扣合在碾药槽（1）底部并可跟随碾药轮（6）左右同步移动的U形板（7），U形

板（7）底板的上端面始终与过滤网（3）底面接触，U形板（7）的两个侧板上开设有可供碾药轮

（6）芯轴上下运动的安装槽（8），碾药轮（6）在安装槽（8）内有向上运动趋势，U形板（7）每个

侧板的外侧各设有一个棘轮（9），每个棘轮（9）下方设有一个阻碍其顺时针转动的棘爪条

（10），棘轮（9）的内侧同轴固定有一个摩擦轮（11），摩擦轮（11）的外侧套有一个转动连接在

U形板（7）上的卷线轮（12），卷线轮（12）上固定并缠绕有一个绳索（13），绳索（13）的另一端

与同侧的碾药轮（6）芯轴端部相连，碾药槽（1）的左端设有一个水平的往复丝杠（14），往复

丝杠（14）上套有一个可驱动往复丝杠（14）左右往复运动的往复丝杠螺母（15），碾药轮（6）

上套有一个与其芯轴转动连接的矩形框体（16），往复丝杠（14）的右端与矩形框体（16）滑动

连接，碾药轮（6）向右运动时，在棘轮（9）棘爪的作用实现卷线轮（12）收紧绳索（13），碾药轮

（6）向下挤压，凸轮（4）停转，碾药轮（6）向左复位时在绳索（13）放松，碾药轮（6）向上运动，

凸轮（4）驱动过滤网（3）震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筛分功能的中药研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U形板

（7）的底板上端面设有凸台，凸台与过滤网（3）下底面始终接触，U形板（7）两个侧板内侧设

有第一滑块（17），碾药槽（1）外侧壁上设有与第一滑块（17）相配合的第一滑槽（18）。

3.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具有筛分功能的中药研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每个安

装槽（8）内设有一个第二压簧（19），第二压簧（19）的一端固定在安装槽（8）的下端槽壁上，

上端安装有一个弧形朝下的弧形板（20），碾药轮（6）芯轴置于弧形板（20）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筛分功能的中药研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往复丝

杠螺母（15）的外侧套装有第一齿轮（21），第一齿轮（21）的外侧啮合有经第一电机驱动的第

二齿轮（22），第一电机转动经第一齿轮（21）、第二齿轮（22）驱动往复丝杠螺母（15）转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筛分功能的中药研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凸轮

（4）的上方同轴固定有第一锥齿轮（23），第一锥齿轮（23）的左侧啮合有经第二电机驱动的

第二锥齿轮（24），碾药槽（1）的右侧设有第二电机的开启按钮（25），矩形框体（16）运动至最

右端位置时挤压第二电机开启按钮（25），第二电机打开，往复丝杠（14）的下方设有第二电

机的关闭按钮（26），往复丝杠（14）的右端部设有一个顶杆（27），碾药轮（6）运动至最左端位

置时，顶杆（27）接触到第二电机的关闭按钮（26）时第二电机关闭。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筛分功能的中药研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矩形框

架与往复丝杠（14）接触的一端固定有一个竖向的第二滑槽（28），往复丝杠（14）的右端设有

置于第二滑槽（28）内并可在第二滑槽（28）内相对上下滑动的第二滑块（29），第二滑块（29）

不可脱离第二滑槽（28）。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筛分功能的中药研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碾药槽

（1）的下方设有支架（30），碾药槽（1）固定在支架（30）上，棘轮（9）条经连接杆固定在碾药槽

（1）外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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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筛分功能的中药研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矩形框

架上贯穿有多个截面为矩形的导向杆（31），导向杆（31）的下端滑动连接碾药槽（1）的内壁

上。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筛分功能的中药研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矩形框

架内侧与碾药轮（6）轮面相对应的位置设有刷毛（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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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筛分功能的中药研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特殊中药研磨设备领域，特别是一种具有筛分功能的中药研磨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随着中西医结合在各医院的开展，对临床病人进行中药敷贴等外用疗

法逐渐增多，这就需要将中药研碾成细粉末，目前医院一般应用两种中药研磨装置，第一种

是通过在密闭腔体内设置高速转动的刀片，通过高速转动刀片将中药破碎，中破碎方式破

碎效率高，但其破碎效果差且在破碎过程中高速转动的刀片与药材之间会产生多余热量，

对于一些名贵或者特殊的药材来说这样的破碎方式会使药物失效或者降低其药用效果，第

二种是传统的碾药方法，药物烘干后，放在铁槽内，用脚蹬撵辊把中药碾成细粉，但这种方

式费时费力，且不能满足临床病人用药的需要，同时这种方式在研磨过程中不能实时的将

已经研磨合格的药粉分离，重复的碾压降低了中药研磨的效率。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情况，为克服现有技术之缺陷，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筛分功能的中药研

磨装置，有效的解决了现有研磨装置不具有在研磨过程中将已经研磨好的药粉实时分离的

问题。

[0004] 其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案包括一个船型的碾药槽，碾药槽的底部设有一个沿碾药槽

长度方向开设的矩形通槽，矩形通槽内设有一个可左右移动过滤网，过滤网的左右两端均

贯穿并伸出矩形通槽的左右两侧槽壁，过滤网左端设有凸轮，凸轮的转动可挤压过滤网向

右运动，过滤网的右端设有可使其向左复位的第一压簧，碾药槽内设有一个碾药轮，碾药槽

的下方设有一个扣合在碾药槽底部并可跟随碾药轮左右同步移动的U形板，U形板底板的上

端面始终与过滤网底面接触，U形板的两个侧板上开设有可供碾药轮芯轴上下运动的安装

槽，碾药轮在安装槽内有向上运动趋势，U形板每个侧板的外侧各设有一个棘轮，每个棘轮

下方设有一个阻碍其顺时针转动的棘爪条，棘轮的内侧同轴固定有一个摩擦轮，摩擦轮的

外侧套有一个转动连接在U形板上的卷线轮，卷线轮上固定并缠绕有一个绳索，绳索的另一

端与同侧的碾药轮芯轴端部相连，碾药槽的左端设有一个水平的往复丝杠，往复丝杠上套

有一个可驱动往复丝杠左右往复运动的往复丝杠螺母，碾药轮上套有一个与其芯轴转动连

接的矩形框体，往复丝杠的右端与矩形框体滑动连接，碾药轮向右运动时，在棘轮棘爪的作

用实现卷线轮收紧绳索，碾药轮向下挤压，凸轮停转，碾药轮向左复位时在绳索放松，碾药

轮向上运动，凸轮驱动过滤网震动。

[0005] 本发明构思新颖，结构巧妙，实用性强，通过碾药轮在一个周期内完成碾药和筛药

且二者互不影响，有效的解决了现有研磨装置不具有在研磨过程中将已经研磨好的药粉实

时分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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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6] 图1为本发明主视图。

[0007] 图2为本发明主视剖面图。

[0008] 图3为本发明俯视图。

[0009] 图4为本发明左视剖面图。

[0010] 图5为本发明往复丝杠及其附属传动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1] 图6为本发明摩擦轮与卷线轮及其附属机构主视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3] 由图1至图6可知,本发明包括一个船型的碾药槽1，碾药槽1的底部设有一个沿碾

药槽1长度方向开设的矩形通槽2，矩形通槽2内设有一个可左右移动过滤网3，过滤网3的左

右两端均贯穿并伸出矩形通槽2的左右两侧槽壁，过滤网3左端设有凸轮4，凸轮4的转动可

挤压过滤网3向右运动，过滤网3的右端设有可使其向左复位的第一压簧5，碾药槽1内设有

一个碾药轮6，碾药槽1的下方设有一个扣合在碾药槽1底部并可跟随碾药轮6左右同步移动

的U形板7，U形板7底板的上端面始终与过滤网3底面接触，U形板7的两个侧板上开设有可供

碾药轮6芯轴上下运动的安装槽8，碾药轮6在安装槽8内有向上运动趋势，U形板7每个侧板

的外侧各设有一个棘轮9，每个棘轮9下方设有一个阻碍其顺时针转动的棘爪条10，棘轮9的

内侧同轴固定有一个摩擦轮11，摩擦轮11的外侧套有一个转动连接在U形板7上的卷线轮

12，卷线轮12上固定并缠绕有一个绳索13，绳索13的另一端与同侧的碾药轮6芯轴端部相

连，碾药槽1的左端设有一个水平的往复丝杠14，往复丝杠14上套有一个可驱动往复丝杠14

左右往复运动的往复丝杠螺母15，碾药轮6上套有一个与其芯轴转动连接的矩形框体16，往

复丝杠14的右端与矩形框体16滑动连接，碾药轮6向右运动时，在棘轮9棘爪的作用实现卷

线轮12收紧绳索13，碾药轮6向下挤压，凸轮4停转，碾药轮6向左复位时在绳索13放松，碾药

轮6向上运动，凸轮4驱动过滤网3震动。

[0014] 为了实现支撑板与碾药轮6保持同步左右移动，所述U形板7的底板上端面设有凸

台，凸台与过滤网3下底面始终接触，U形板7两个侧板内侧设有第一滑块17，碾药槽1外侧壁

上设有与第一滑块17相配合的第一滑槽18。

[0015] 为了实现碾药轮6向左运动时能向上运动，所述每个安装槽8内设有一个第二压簧

19，第二压簧19的一端固定在安装槽8的下端槽壁上，上端安装有一个弧形朝下的弧形板

20，碾药轮6芯轴置于弧形板20上。

[0016] 为了实现往复丝杠螺母15的转动，所述往复丝杠螺母15的外侧套装有第一齿轮

21，第一齿轮21的外侧啮合有经第一电机驱动的第二齿轮22，第一电机转动经第一齿轮21、

第二齿轮22驱动往复丝杠螺母15转动。

[0017] 为了实现碾药轮6松开过滤网3后凸轮4快速转动，所述凸轮4的上方同轴固定有第

一锥齿轮23，第一锥齿轮23的左侧啮合有经第二电机驱动的第二锥齿轮24，碾药槽1的右侧

设有第二电机的开启按钮25，矩形框体16运动至最右端位置时挤压第二电机开启按钮25，

第二电机打开，往复丝杠14的下方设有第二电机的关闭按钮26，往复丝杠14的右端部设有

一个顶杆27，碾药轮6运动至最左端位置时，顶杆27接触到第二电机的关闭按钮26时第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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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闭。

[0018] 为了实现往复丝杠14与矩形框架的滑动连接，所述矩形框架与往复丝杠14接触的

一端固定有一个竖向的第二滑槽28，往复丝杠14的右端设有置于第二滑槽28内并可在第二

滑槽28内相对上下滑动的第二滑块29，第二滑块29不可脱离第二滑槽28。

[0019] 为了实现本装置的固定，所述碾药槽1的下方设有支架30，碾药槽1固定在支架30

上，棘轮9条经连接杆固定在碾药槽1外壁上。

[0020] 为了实现矩形框架在移动时能够保持始终水平，所述矩形框架上贯穿有多个截面

为矩形的导向杆31，导向杆31的下端滑动连接碾药槽1的内壁上。

[0021] 为了实现在碾药轮6碾压中药时不发生洒落，所述矩形框架内侧与碾药轮6轮面相

对应的位置设有刷毛32。

[0022] 本发明的具体工作过程：本装置在使用时将已经烘干的中药置于碾药槽1内，根据

需要碾压的力来选择不同摩擦系数的摩擦轮11与卷线轮12配合，此时打开第一电机的使得

第一电机转动，第一电机转动经第一齿轮21、第二齿轮22驱动往复丝杠螺母15转动，往复丝

杠螺母15的转动带动往复丝杠14的左右移动,过滤网下方设有收集盒。

[0023] 本装置以初始位置为碾药轮6置于碾药槽1的最左端进行描述，此时第二电机的关

闭按钮26并接触此时第二电机不转动，往复丝杠螺母15的转动驱动往复丝杠螺母15向右运

动，往复丝杠14经第二滑块29与第二滑槽28的配合驱动矩形框架向右运动，矩形框架向右

运动带动碾药轮6向右运动，此时碾药轮6芯轴在安装槽8侧壁的驱动下带动U形板7与碾药

轮6保持同步移动，此过程中U形板7底板上的凸台始终与过滤网3的下端面接触，碾药轮6始

终挤压在被凸台支撑着的过滤网3上。

[0024] 随着往复丝杠14驱动碾药轮6向右运动，  U形板7跟随碾药轮6向右运动，此时固定

在U形板7两侧板外侧的棘轮9在棘爪条10上移动，由于棘爪条10能够阻碍棘轮9顺时针转

动，因此在碾药轮6向右运动时，在棘爪条10的阻碍作用下棘轮9转动，棘轮9转动带动与其

同轴的摩擦轮11转动，摩擦轮11转动经摩擦力驱动卷线轮12转动，此时卷线轮12收紧绳索

13，使得碾药轮6沿着安装槽8向下移动，此过程第二压簧19受到挤压并使其具有反弹的趋

势和弹性势能，当第二压簧19受到的挤压力小于摩擦轮11驱动卷线轮12的摩擦力时，碾药

轮6向下移动，当二者力平衡后摩擦轮11开始与卷线轮12空转，此时碾药轮6保持压缩第二

压簧19的状态同时使其碾压碾药槽1内的中药。

[0025] 当矩形框架接触第二电机开启按钮25之前，棘轮9率先一步运动到棘爪条10的尽

头，此时棘爪条10不在束缚棘轮9转动，在第二压簧19的复位作用下实现卷线轮12的反转并

使碾药轮6沿着安装槽8向上移动，使得碾药轮6的上移带动矩形框架上移，碾药轮6不在压

紧过滤网3，随着碾药轮6持续右移，矩形框架接触第二电机的开启按钮25，第二电机开始转

动，此时经第一锥齿轮23、第二锥齿轮24驱动的凸轮4开始转动，凸轮4转动挤压过滤网3向

右运动，过滤网3向右运动压紧第一压簧5，第一压簧5受挤压并具有反弹的趋势和弹性势

能，在高速转动的第二电机的驱动下实现过滤网3的快速左右移动将已经压好的药粉筛滤。

[0026] 与此同时在往复丝杠14的的作用下，矩形框架带动碾药轮6向左复位，此过程在第

二压簧19的作用下使得碾药轮6不压紧过滤网3，碾药轮6运动至最左端位置后，顶杆27接触

第二电机的关闭按钮26，第二电机关闭，此时过滤网3停止筛动，与此同时往复丝杠14再一

次开始带动矩形框架及碾药轮6向右运动，从而开始新的一轮碾药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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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本装置对比有以下好处：

1、本装置通过将碾压槽的槽底设置矩形通槽2实现将碾压槽槽底打通，在矩形通槽2内

安装可左右移动过滤网3，并在过滤网3下方设置一个跟随碾药轮6同步左右移动并始终与

过滤网3下端面接触的支撑板，当碾药轮6左右运动压紧过滤网3时，过滤网3始终支撑着碾

药轮6挤压过滤网3的位置，使得过滤网3在挤压时不会被压坏。

[0028] 2、本装置通过棘轮9与棘爪条10的配合实先碾药轮6向右运动时经棘爪条10阻挡

棘轮9可实现棘轮9的转动，棘轮9转动经摩擦轮11驱动卷线轮12收紧绳索13，从而实现绳索

13收紧后碾药轮6向下运动从而压紧中药进行研磨，当碾药轮6向左复位的过程中，棘轮9棘

爪不在限制因此在第二压簧19的复位作用下实现碾药轮6上移从而不在压紧过滤网3，与此

配合的第二电机的打开实先碾药轮6不在压紧过滤网3的时候进行过滤网3的左右震动从而

实现药粉的筛落

3、本装置将碾药运动分别为两个步骤，碾药轮6向右运动时碾药轮6受力向下挤压时下

挤压被支撑的过滤网3从而实现中药的研磨，当碾药轮6向左复位时，碾药轮6上移不在挤压

过滤网3从而为过滤网3的左右震动提供空间使得碾药和筛药在一个周期内完成，使得本装

置工作分配更加合理，同时在矩形框架内侧设置刷毛32在运动过程中将碾药轮6清理，有效

防止了药粉的洒落。

[0029] 4、通过机械驱动方式代替传统手动碾药，在不破坏中药原有药效的前提下提高了

碾药效率同时解放了劳动力。

[0030] 本发明构思新颖，结构巧妙，实用性强，通过碾药轮在一个周期内完成碾药和筛药

且二者互不影响，有效的解决了现有研磨装置不具有在研磨过程中将已经研磨好的药粉实

时分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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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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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10

CN 109954544 A

10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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