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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活性炭原料粉碎装置，它包

括机架及设置在机架上的碎料机构、除尘机构和

减震机构,除尘机构包括连接在机架上的T形的

除尘箱、第一驱动电机和第二驱动电机，除尘箱

内位于出料口的下方设有转动轴，转动轴上设有

刮片；除尘箱水平方向的一端设有一排气扇，除

尘箱内位于转动轴与排气扇之间的位置设有弧

形滤网，除尘箱内位于排气扇的一端设有过滤

层；减震机构的底座上设有导向孔，导向孔内滑

动配合一导向杆，导向杆上套设有弹簧；活性炭

原料在碎料机构被粉碎，然后进入除尘箱内，除

尘箱内的排气扇排气，将细小的碳粉颗粒抽出，

并吸附在过滤层上；通过减震机构上弹簧的缓

冲，可以减小活性炭原料粉碎装置的震动，从而

减小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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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活性炭原料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它包括机架(1)及设置在机架(1)上的碎料

机构(2)、除尘机构(3)和减震机构(4)，所述碎料机构(2)用于将活性炭原料进行粉碎，所述

除尘机构(3)用于去除粉碎后的活性炭颗粒中的粉尘，所述减震机构(4)用于减小活性炭原

料粉碎装置的震动；

所述碎料机构(2)包括设置在机架(1)上的碎料箱(200)、第一电机(201)和第二电机

(202)，所述碎料箱(200)的顶部设有一进料口(203)，底部设有一出料口(204)，所述碎料箱

(200)内可转动连接一刀轴(205)，所述刀轴(205)上均匀分布有多个刀片(206)，所述刀轴

(205)的一端设置在碎料箱(200)外，所述第一电机(201)的输出轴与刀轴(205)传动连接，

用于带动刀轴(205)转动；所述碎料箱(200)内位于刀轴(205)的下方可转动连接有两个轴

线平行且对称设置的碾磨辊(207)，所述第二电机(202)的输出轴与两个碾磨辊(207)的转

轴传动连接；

所述除尘机构(3)包括连接在机架(1)上的T形的除尘箱(300)、第一驱动电机(301)和

第二驱动电机(302)，所述除尘箱(300)竖直方向的一端与出料口(204)相连，所述除尘箱

(300)内位于出料口(204)的下方设有一转动轴(303)，所述转动轴(303)上设有沿转动轴

(303)长度方向延伸的刮片(304)，所述第一驱动电机(301)的输出轴与转动轴(303)传动连

接；所述除尘箱(300)水平方向的一端设有一排气扇(305)，所述第二驱动电机(302)与排气

扇(305)的转轴传动连接，所述除尘箱(300)内位于转动轴(303)与排气扇(305)之间的位置

设有一弧形滤网(306)，所述刮片(304)的外边缘与弧形滤网(306)的上表面相贴合，所述除

尘箱(300)内位于排气扇(305)的一端设有过滤层(307)；

所述减震机构(4)包括底座(400)，所述底座(400)上设有至少三个竖直设置的导向孔

(401)，每个导向孔(401)内滑动配合一导向杆(402)，所述导向杆(402)的上端连接在机架

(1)上，导向杆(402)的下端设置在导向孔(401)的外侧，且导向杆(402)的下端设有外径尺

寸大于导向孔(401)内径的径向限位凸起(403)；所述的导向杆(402)上套设有弹簧(404)，

所述弹簧(404)的上端与机架(1)相抵，弹簧(404)的下端与底座(400)的顶部相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活性炭原料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碎料箱(200)内

的两个碾磨辊(207)分别为第一碾磨辊(208)、第二碾磨辊(209)，所述第一碾磨辊(208)的

转轴上设有第一齿轮(210)，所述第二碾磨辊(209)的转轴上与第一齿轮(210)对应的位置

设有第二齿轮(211)，所述第一齿轮(210)与第二齿轮(211)互相啮合传动；所述第一碾磨辊

(208)的转轴上还设有一从动轮(213)，所述第二电机(202)的输出轴上设有一主动轮

(212)，所述主动轮(212)与从动轮(213)传动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活性炭原料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碾磨辊

(208)和第二碾磨辊(209)的辊面上均匀分布有多个凸点(214)。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活性炭原料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弧形滤网(306)

上孔(308)的孔径大小为0.12-0.18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活性炭原料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层(307)为

过滤棉，所述过滤棉的材质为合成纤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活性炭原料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进料口(203)为上大

下小的漏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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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活性炭原料粉碎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粉碎机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活性炭原料粉碎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活性炭是经过加工处理所得的无定形碳，具有很大的比表面积，对气体、溶液中的

无机或有机物质及胶体颗粒等都有良好的吸附能力，且化学性质稳定，机械强度高，耐酸、

耐碱、耐热，不溶于水与有机溶剂，可以再生使用，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化工、环保、食品加工、

冶金、化学防护等各个领域；活性炭的主要原料是木材、果壳、椰壳、核桃壳、杏壳等富含碳

的有机材料，将这些含碳原料放入活化炉中，在高温和一定压力下通过热解作用被转换成

活性炭，这些活性炭原料大小不一，需要通过粉碎机将它们粉碎成生产需要的大小；现有的

粉碎机多是通过碎料刀高速转动，将活性炭原料粉碎，这种粉碎机会将少量的活性炭原料

粉碎成碳粉状的细小颗粒，这些碳粉颗粒在人体中不能被分解排出，长期吸入或者一次性

吸入很多的话容易造成呼吸道病症，引起肺部疾病，严重的话可以致癌，严重影响生产车间

内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而且当车间内的碳粉颗粒达到一定浓度的话，遇到明火或火星时

极易发生粉尘爆炸，继而发生火灾，给工厂生产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粉碎机在工作时由于

电机的运转会剧烈震动，噪音污染也比较严重。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以上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能够自动去除

生产中产生的碳粉颗粒、噪音较小的一种活性炭原料粉碎装置。

[0004]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具有以下结构的一种活性炭原料粉碎装置，

它包括机架及设置在机架上的碎料机构、除尘机构和减震机构，所述碎料机构用于将活性

炭原料进行粉碎，所述除尘机构用于去除粉碎后的活性炭颗粒中的粉尘，所述减震机构用

于减小活性炭原料粉碎装置的震动；

[0005] 所述碎料机构包括设置在机架上的碎料箱、第一电机和第二电机，所述碎料箱的

顶部设有一进料口，底部设有一出料口，所述碎料箱内可转动连接一刀轴，所述刀轴上均匀

分布有多个刀片，所述刀轴的一端设置在碎料箱外，所述第一电机的输出轴与刀轴传动连

接，用于带动刀轴转动；所述碎料箱内位于刀轴的下方可转动连接有两个轴线平行且对称

设置的碾磨辊，所述第二电机的输出轴与两个碾磨辊的转轴传动连接；

[0006] 所述除尘机构包括连接在机架上的T形的除尘箱、第一驱动电机和第二驱动电机，

所述除尘箱竖直方向的一端与出料口相连，所述除尘箱内位于出料口的下方设有一转动

轴，所述转动轴上设有沿转动轴长度方向延伸且呈螺旋形的刮片，所述第一驱动电机的输

出轴与转动轴传动连接；所述除尘箱水平方向的一端设有一排气扇，所述第二驱动电机与

排气扇的转轴传动连接，所述除尘箱内位于转动轴与排气扇之间的位置设有一弧形滤网，

所述刮片的外边缘与弧形滤网的上表面相贴合，所述除尘箱内位于排气扇的一端设有过滤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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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所述减震机构包括底座，所述底座上设有至少三个竖直设置的导向孔，每个导向

孔内滑动配合一导向杆，所述导向杆的上端连接在机架上，导向杆的下端设置在导向孔的

外侧，且导向杆的下端设有外径尺寸大于导向孔内径的径向限位凸起；所述的导向杆上套

设有弹簧，所述弹簧的上端与机架相抵，弹簧的下端与底座的顶部相抵。

[0008] 采用以上结构后，本发明一种活性炭原料粉碎装置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

点：活性炭原料在刀轴上刀片的快速转动下被切碎，再通过碾磨辊碾磨成合适的大小，然后

通过出料口进入除尘箱内，除尘箱内的排气扇排气，将直径小于弧形滤网孔径的碳粉颗粒

抽出，并吸附在过滤层上；第一驱动电机带动转动轴顺时针转动，转动轴上的刮片对除尘箱

内的活性炭颗粒进行搅拌，防止大颗粒的活性炭堵住弧形滤网上的孔，同时将过滤后的活

性炭推出除尘箱；这样设置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粉颗粒就被吸附在过滤层上，不会损害

车间内工人的身体健康，同时消除粉尘爆炸的潜在隐患；通过减震机构上弹簧的缓冲，可以

减小活性炭原料粉碎装置的震动，从而减小噪音。

[0009] 作为优选，所述碎料箱内的两个碾磨辊分别为第一碾磨辊、第二碾磨辊，所述第一

碾磨辊的转轴上设有第一齿轮，所述第二碾磨辊的转轴上与第一齿轮对应的位置设有第二

齿轮，所述第一齿轮与第二齿轮互相啮合传动；所述第一碾磨辊的转轴上还设有一从动轮，

所述第二电机的输出轴上设有一主动轮，所述主动轮与从动轮传动连接。第二电机带动第

一碾磨辊转动，第一碾磨辊上的第一齿轮与第二碾磨辊上的第二齿轮啮合传动，从而实现

一个电机带动第一碾磨辊和第二碾磨辊同时转动。

[0010] 作为优选，所述第一碾磨辊和第二碾磨辊的辊面上均匀分布有多个凸点。在辊面

上设置凸点可以增加活性炭原料与两个辊面之间的摩擦力，更容易磨碎活性炭原料。

[0011] 作为优选，所述弧形滤网上孔的孔径大小为0.12-0.18mm。这样可以过滤掉细小的

碳粉，避免将不会到处漂浮的大颗粒活性炭过滤掉而造成浪费。

[0012] 作为优选，所述过滤层为过滤棉，所述过滤棉的材质为合成纤维。合成纤维过滤棉

和其他同级别的过滤材料相比具有排气阻力小、重量轻、吸附容量大、环保、价格适中等优

点。

[0013] 作为优选，进料口为上大下小的漏斗形。这样设置既方便进料也不会造成活性炭

原料进入碎料箱的流速过快。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一种活性炭原料粉碎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一种活性炭原料粉碎装置的碾磨辊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一种活性炭原料粉碎装置的除尘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图1中的A部放大图。

[0018] 如图所示：

[0019] 1、机架，2、碎料机构，200、碎料箱，201、第一电机，202、第二电机，203、进料口，

204、出料口，205、刀轴，206、刀片，207、碾磨辊，208、第一碾磨辊，209、第二碾磨辊，210、第

一齿轮，211、第二齿轮，212、主动轮，213、从动轮，214、凸点，3、除尘机构,300、除尘箱，301、

第一驱动电机，302、第二驱动电机，303、转动轴，304、刮片，305、排气扇，306、弧形滤网，

307、过滤层，308、孔，4、减震机构，400、底座，401、导向孔，402、导向杆，403、限位凸起，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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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簧。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的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1] 如图1、图2、图3和图4所示；

[0022]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具有以下结构的一种活性炭原料粉碎装置，

它包括机架1及设置在机架1上的碎料机构2、除尘机构3和减震机构4，碎料机构2用于将活

性炭原料进行粉碎，除尘机构3用于去除粉碎后的活性炭颗粒中的粉尘，减震机构4用于减

小活性炭原料粉碎装置的震动；碎料机构2包括设置在机架1上的碎料箱200、第一电机201

和第二电机202，碎料箱200的顶部设有一进料口203，底部设有一出料口204，碎料箱200内

可转动连接一刀轴205，刀轴205上均匀分布有多个刀片206，刀轴205的一端设置在碎料箱

200外，第一电机201的输出轴与刀轴205传动连接，用于带动刀轴205转动；碎料箱200内位

于刀轴205的下方可转动连接有两个轴线平行且对称设置的碾磨辊207，第二电机202的输

出轴与两个碾磨辊207的转轴传动连接；除尘机构3包括连接在机架1上的T形的除尘箱300、

第一驱动电机301和第二驱动电机302，除尘箱300竖直方向的一端与出料口204相连，除尘

箱300内位于出料口204的下方设有一转动轴303，转动轴303上设有沿转动轴303长度方向

延伸且呈螺旋形的刮片304，第一驱动电机301的输出轴与转动轴303传动连接；除尘箱300

水平方向的一端设有一排气扇305，第二驱动电机302与排气扇305的转轴传动连接，除尘箱

300内位于转动轴303与排气扇305之间的位置设有一弧形滤网306，刮片304的外边缘与弧

形滤网306的上表面相贴合，除尘箱300内位于排气扇305的一端设有过滤层307；减震机构4

包括底座400，底座400上设有至少三个竖直设置的导向孔401，每个导向孔401内滑动配合

一导向杆402，导向杆402的上端连接在机架1上，导向杆402的下端设置在导向孔401的外

侧，且导向杆402的下端设有外径尺寸大于导向孔401内径的径向限位凸起403；导向杆402

上套设有弹簧404，弹簧404的上端与机架1相抵，弹簧404的下端与底座400的顶部相抵。活

性炭原料在刀轴205上刀片206的快速转动下被切碎，再通过碾磨辊207碾磨成合适的大小，

然后通过出料口204进入除尘箱300内，除尘箱300内的排气扇305排气，将直径小于弧形滤

网306孔径的碳粉颗粒抽出，并吸附在过滤层307上；第一驱动电机301带动转动轴303顺时

针转动，转动轴303上的刮片304对除尘箱300内的活性炭颗粒进行搅拌，防止大颗粒的活性

炭堵住弧形滤网306上的孔308，同时将过滤后的活性炭推出除尘箱300；这样设置后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碳粉颗粒就被吸附在过滤层307上，不会损害车间内工人的身体健康，同时消除

粉尘爆炸的潜在隐患；通过减震机构4上弹簧404的缓冲，可以减小活性炭原料粉碎装置的

震动，从而减小噪音。

[0023] 碎料箱200内的两个碾磨辊207分别为第一碾磨辊208、第二碾磨辊209，第一碾磨

辊208的转轴上设有第一齿轮210，第二碾磨辊209的转轴上与第一齿轮210对应的位置设有

第二齿轮211，第一齿轮210与第二齿轮211互相啮合传动；第一碾磨辊208的转轴上还设有

一从动轮213，第二电机202的输出轴上设有一主动轮212，主动轮212与从动轮213传动连

接。第二电机202带动第一碾磨辊208转动，第一碾磨辊208上的第一齿轮210与第二碾磨辊

209上的第二齿轮211啮合传动，从而实现一个电机带动第一碾磨辊208和第二碾磨辊209同

时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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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第一碾磨辊208和第二碾磨辊209的辊面上均匀分布有多个凸点214。在辊面上设

置凸点214可以增加活性炭原料与两个辊面之间的摩擦力，更容易磨碎活性炭原料。

[0025] 弧形滤网306上孔308的孔径大小为0.12-0.18mm。这样可以过滤掉细小的碳粉，避

免将不会到处漂浮的大颗粒活性炭过滤掉而造成浪费。

[0026] 过滤层307为过滤棉，过滤棉的材质为合成纤维。合成纤维过滤棉和其他同级别的

过滤材料相比具有排气阻力小、重量轻、吸附容量大、环保、价格适中等优点。

[0027] 进料口203为上大下小的漏斗形。这样设置既方便进料也不会造成活性炭原料进

入碎料箱200的流速过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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