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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片状云母矿料的混合搅拌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片状云母矿料的混合

搅拌装置，包括可倾斜支架、驱动机构、螺旋搅拌

桶、出料机构、强制搅拌机构和液压系统。驱动机

构由液压马达和行星减速器组成；可倾斜支架由

机架I、机架II以及液压缸组成；驱动机构中行星

减速器通过支座固定安装在机架I上，行星减速

器采用法兰盘输出且与螺旋搅拌桶相连接；螺旋

搅拌桶内置双对数螺旋叶片，且通过机架I上的

托轮支撑；机架I和机架II通过铰链连接，并通过

液压缸驱动实现螺旋搅拌桶的倾角可调；通过锥

齿轮将运动传递给强制搅拌叶片，提高云母矿料

混合均匀性。本发明结构简单，强制搅拌叶片的

运动无需额外的动力装置，能有效提高片状云母

矿料的混合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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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片状云母矿料的混合搅拌装置，包括可倾斜支架、驱动机构、螺旋搅拌桶、

出料机构、强制搅拌机构和液压系统；所述的可倾斜支架由机架I(11)、机架II(12)、减速器

支座(13)、液压缸(14)、推轴(15)和托轮支撑组组成；所述的驱动机构由液压马达(21)和行

星减速器(22)组成；所述的螺旋搅拌桶由支撑圈I(31)、进料盖板(32)、进料口(33)和支撑

圈II(34)构成；所述的出料机构包括漏斗(41)、支撑架(42)和溜槽(43)；所述的强制搅拌机

构包括锥齿轮I(51)、轴端挡圈I(52)、键I(53)、锥齿轮II(54)、搅拌叶片(56)、键II(57)、轴

端挡圈II(58)和减速装置；

所述的托轮支撑组包括托轮支座(160)、托轮(161)和托轮轴(162)；

所述的行星减速器(22)通过减速器支座(13)固定安装在机架I(11)上，行星减速器

(22)采用法兰盘输出且与螺旋搅拌桶相连接；

所述的螺旋搅拌桶内置双对数螺旋叶片，所述的支撑圈I(31)焊接在螺旋搅拌桶上，且

通过机架I(11)上的托轮(161)进行支撑；所述的支撑圈II(34)与锥齿轮I(51)用螺栓相连

接，且支撑圈II(34)与机架I(11)固连；所述的螺旋搅拌桶上设置3个进料口(33)，云母片混

合搅拌装置工作时，所述的进料盖板(32)与螺旋搅拌桶用螺钉相连接，对进料口(33)密封；

所述的漏斗(41)与溜槽(43)相连接，支撑架(42)分别焊接在漏斗(41)和机架I(11)上；

所述的减速装置包括减速装置输入轴(550)、减速装置机体(551)、减速装置输出轴

(552)；

所述的锥齿轮II(54)下端采用轴肩定位，上端用轴端挡圈I(52)定位，锥齿轮II(54)与

减速装置输入轴(550)用键I(53)连接，减速装置输出轴(552)与搅拌叶片(56)用键II(57)

连接，且搅拌叶片(56)上端用轴肩定位，下端采用轴端挡圈II(58)定位。

2.根据权利要求1  所述的一种用于片状云母矿料的混合搅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螺旋搅拌桶内置双对数螺旋叶片，且螺旋搅拌桶的安装倾角8～15度可调。

3.根据权利要求1  所述的一种用于片状云母矿料的混合搅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液压系统能提供不低于18MPa的工作压力，流量不低于150mL/r，且具备调压、调速功能；

经液压马达(21)和行星减速器(22)组合后输出扭矩不小于90000Nm，输出转速为0～20rpm

可调，且可实现正反转。

4.根据权利要求1  所述的一种用于片状云母矿料的混合搅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锥齿轮传动比为1:10，所述的减速装置传动比为8:1。

5.根据权利要求1  所述的一种用于片状云母矿料的混合搅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螺旋搅拌桶上设置的3个进料口，可以通过皮带输送方式实现不同颜色片状云母矿料的

进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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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片状云母矿料的混合搅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粉末状搅拌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用于片状云母矿料的混合搅拌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云母纸因其耐高温和再加工性成为目前国际上理想的耐高温绝缘材料，且在电工

产品中得到广泛应用。据不完全统计，随着我国能源工业的发展，每年需要的云母纸达500

吨以上；除之之外，电子设备每年按20％～30％的维修、更换考虑，则所需的云母纸不断加

大。

[0003] 云母纸以片状云母矿料作为原材料，其加工包括粉碎、分级、制浆、抄造、成型、压

榨、烘干七个工序。由于云母种类多、颜色不一，在进行片状云母矿料粉碎之前，需要对其进

行混合搅拌。目前，由于工厂采用人工对片状云母矿料进行分拣、混合搅拌，造成片状云母

矿料种类和颜色分布不均匀。在进行后续工序时，各工序中得到的云母制品其颜色、性能分

布不均匀，使得加工得到的云母纸质量和稳定性能差；且人工分拣、混合搅拌同时带来生产

效率低、危害工人身体健康、污染环境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片状云母矿料的混合搅拌装置，对破碎前的

片状云母矿料进行混合搅拌，使在云母纸制造工艺的后续工序中，各工序中得到的云母制

品其颜色、性能分布均匀，提高云母纸的质量和稳定性能。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用于片状云母矿料的混合搅拌装置，包括可倾斜支架、驱动机构、螺旋搅拌

桶、出料机构、强制搅拌机构和液压系统；可倾斜支架由机架I、机架II、减速器支座、液压

缸、推轴和托轮支撑组组成；驱动机构由液压马达和行星减速器组成；螺旋搅拌桶由支撑圈

I、进料盖板、进料口和支撑圈II组成；螺旋搅拌桶内置双对数螺旋叶片，且通过机架I上的

托轮支撑；出料机构包括漏斗、支撑架和溜槽；强制搅拌机构包括锥齿轮、轴端挡圈I、键I、

锥齿轮、搅拌叶片、键II、轴端挡圈II和减速装置；螺旋搅拌桶通过锥齿轮将运动传递给强

制搅拌叶片，提高片状云母矿料混合均匀性；

[0007] 进一步的，机架I和机架II通过铰链连接，液压缸和机架II铰链连接，液压缸与推

轴相连接，推轴连接到机架I上，并通过液压缸的伸缩实现螺旋搅拌桶的倾角可调；

[0008] 进一步的，托轮支撑组包括托轮支座、托轮、托轮轴；

[0009] 进一步的，行星减速器通过减速器支座固定安装在机架I上，行星减速器采用法兰

盘输出且与螺旋搅拌桶相连接；

[0010] 进一步的，支撑圈I焊接在螺旋搅拌桶上，锥齿轮I与支撑圈II用螺栓相连接，支撑

圈II与机架I固连；螺旋搅拌桶上设置3个进料口，云母片混合搅拌装置工作时，进料盖板与

螺旋搅拌桶用螺钉相连接，对进料口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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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一步的，漏斗与溜槽相连接，支撑架分别焊接在漏斗和机架I上；

[0012] 进一步的，减速装置包括减速装置输入轴、减速装置机体、减速装置输出轴；

[0013] 进一步的，锥齿轮II下端采用轴肩定位，上端用轴端挡圈定位，锥齿轮II与减速装

置输入轴用键连接，减速装置输出轴与搅拌叶片用键连接，且搅拌叶片上端用轴肩定位，下

端采用轴端挡圈定位。

[0014] 进一步的，螺旋搅拌桶内置双对数螺旋叶片，且螺旋搅拌桶的安装倾角8～15度可

调。

[0015] 进一步的，液压系统能提供不低于18MPa的工作压力，流量不低于150mL/r，且具备

调压、调速功能；经液压马达(21)和行星减速器(22)组合后输出扭矩不小于90000Nm，输出

转速为0～20rpm可调，且可实现正反转。

[0016] 进一步的，锥齿轮传动比为1:10，减速装置传动比为8:1。

[0017] 进一步的，螺旋搅拌桶上设置的3个进料口，可以通过皮带输送方式实现不同颜色

片状云母矿料的进料。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表现为：

[0019] 1、本发明结构简单，且易于安装以及更换；2、搅拌叶片的运动无需额外的动力装

置，能有效提高片状云母矿料的混合效率；3、设置3个进料口，实现不同颜色片状云母矿料

的进料，提高了云母的生产效率；4、采用可倾斜支架，使得螺旋搅拌桶的安装倾角8～15度

可调。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中搅拌本体的剖面视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去掉溜槽后的侧视图。

[0023] 图中：11‑机架I，12‑机架II，13‑减速器支座，14‑液压缸，15‑推轴，160‑托轮支座，

161‑托轮，162‑托轮轴，21‑液压马达，22‑行星减速器，31‑支撑圈I，32‑进料盖板，33‑进料

口，34‑支撑圈II，41‑漏斗，42‑支撑架，43‑溜槽，51‑锥齿轮I，52‑轴端挡圈I，53‑键I，54‑锥

齿轮II，550‑减速装置输入轴，551‑减速装置机体，552‑减速装置输出轴，56‑搅拌叶片，57‑

键II，58‑轴端挡圈II。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如图1、2、3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片状云母矿料的混合搅拌装置，包括可倾斜

支架、驱动机构、螺旋搅拌桶、出料机构、强制搅拌机构和液压系统；可倾斜支架1由机架

I11、机架II12、减速器支座13、液压缸14、推轴15和托轮支撑组组成；驱动机构由液压马达

21和行星减速器22组成；螺旋搅拌桶由支撑圈I31、进料盖板32、进料口33和支撑圈II34构

成，螺旋搅拌桶内置双对数螺旋叶片，且通过机架I11上的托轮161支撑；出料机构包括漏斗

41、支撑架42和溜槽43；强制搅拌机构包括锥齿轮I51、轴端挡圈I52、键I53、锥齿轮II54、搅

拌叶片56、键II57、轴端挡圈II58和减速装置；螺旋搅拌桶通过锥齿轮将运动传递给强制搅

拌叶片56，提高片状云母矿料混合均匀性；

[0025] 优选的，机架I11和机架II12通过铰链连接，液压缸14和机架II12铰链连接，液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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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14与推轴15相连接，推轴15连接到机架I11上，并通过液压缸14的伸缩实现螺旋搅拌桶的

倾角可调；

[0026] 优选的，托轮支撑组包括托轮支座160、托轮161、托轮轴162；

[0027] 优选的，行星减速器22通过减速器支座13固定安装在机架I11上，行星减速器22采

用法兰盘输出且与螺旋搅拌桶相连接；

[0028] 优选的，支撑圈I31焊接在螺旋搅拌桶上，锥齿轮I51与支撑圈II34用螺栓相连接，

支撑圈II34与机架I11固连，螺旋搅拌桶上设置3个进料口33，云母片混合搅拌装置工作时，

进料盖板32与螺旋搅拌桶用螺钉相连接，对进料口33密封；

[0029] 优选的，漏斗41与溜槽43相连接，支撑架42分别焊接在漏斗41和机架I11上；

[0030] 优选的，减速装置包括减速装置输入轴550、减速装置机体551、减速装置输出轴

552；

[0031] 优选的，锥齿轮II54下端采用轴肩定位，上端用轴端挡圈52定位，锥齿轮II54与减

速装置输入轴550用键53连接，减速装置输出轴552与搅拌叶片56用键57连接，且搅拌叶片

56上端用轴肩定位，下端采用轴端挡圈58定位；

[0032] 优选的，螺旋搅拌桶内置双对数螺旋叶片，且螺旋搅拌桶的安装倾角8～15度可

调；

[0033] 优选的，液压系统能提供不低于18MPa的工作压力，流量不低于150mL/r，且具备调

压、调速功能；经液压马达21和行星减速器22组合后输出扭矩不小于90000Nm，输出转速为0

～20rpm可调，且可实现正反转；

[0034] 优选的，锥齿轮传动比为1:10，减速装置传动比为8:1；

[0035] 优选的，螺旋搅拌桶上设置的3个进料口，可以通过皮带输送方式实现不同颜色片

状云母矿料的进料。

[0036]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为：片状云母矿料经进料口33进入螺旋搅拌桶内，进料盖板32

对进料口33密封，液压缸14通过伸缩调节螺旋搅拌桶的倾角合适，驱动机构驱动螺旋搅拌

桶转动，螺旋搅拌桶内的双对数螺旋叶片对片状云母矿料搅拌，螺旋搅拌桶通过锥齿轮将

运动经减速装置减速后传递给搅拌叶片56，实现对片状云母矿料的强制搅拌；搅拌完成后，

片状云母矿料经双对数螺旋叶片输送到出口后落入出料机构上的漏斗41，随后通过溜槽43

进入提前准备好的收集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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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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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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