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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搅拌混合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污泥搅拌混合机，中

空机座顶部中间设有污泥入料口，污泥入料口上

的两侧分别设有辅助介质入料口；中空机座中设

有搅拌犁刀总成，搅拌犁刀总成通过支承轴承架

设在中空机座两侧的封板上且通过第一回转驱

动部件驱动旋转，回转轴表面沿其轴心线延伸方

向螺旋分布设有多个犁刀臂；若干破碎飞刀总成

从正面穿过中空机座壁板并伸入中空机座中，所

述破碎飞刀总成的破碎轴上沿其长度方向均匀

分布套设有多个环形刀片，破碎轴由第二回转驱

动部件驱动旋转。本实用新型工作时污泥不会附

在旋转体上，能有效的消除高粘度污泥在设备内

的粘结成块、起拱搭桥现象，对设备的负荷小；污

泥与添加辅助介质的搅拌混合均匀，能够降低对

设备、人员的危害。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附图3页

CN 209619144 U

2019.11.12

CN
 2
09
61
91
44
 U



1.一种污泥搅拌混合机，其特征在于，包括中空机座(1)，所述中空机座(1)顶部中间设

有污泥入料口(12)，且中空机座(1)的顶部在污泥入料口(12)上的两侧分别设有一辅助介

质入料口(13)；所述中空机座(1)中设有一搅拌犁刀总成，所述搅拌犁刀总成包括回转轴

(21)，回转轴(21)的两端分别通过支承轴承(22)架设在中空机座(1)两侧的封板(11)上且

通过第一回转驱动部件驱动旋转，所述回转轴(21)表面沿其轴心线延伸方向螺旋分布设有

多个犁刀臂(23)，所述犁刀臂(23)的一端固定在回转轴(21)表面，另一端安装有犁刀(23-

1)；若干破碎飞刀总成从正面穿过中空机座(1)壁板并伸入中空机座(1)中，所述破碎飞刀

总成包括破碎轴(31)，所述破碎轴(31)上沿其长度方向均匀分布套设有多个环形刀片

(32)，所述环形刀片(32)的外圈分布设有多个刀齿(32-1)，所述破碎轴(31)由第二回转驱

动部件驱动旋转，所述中空机座(1)底部中间设有混合出料口(1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泥搅拌混合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犁刀臂(23)与回转轴(21)

的轴心线垂直，且相邻的两个犁刀臂(23)错开布置、不在同一平面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泥搅拌混合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破碎轴(31)上在相邻的两

个环形刀片(32)之间设有隔套(3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泥搅拌混合机，其特征在于，每个环形刀片(32)上的刀齿

(32-1)数量为四个，均匀分布设在环形刀片(32)的外圈上，且同一个破碎轴(31)上相邻的

两个环形刀片(32)皆错开布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泥搅拌混合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中空机座(1)为圆筒形，且

中空机座(1)的两侧封板(11)皆与地面垂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泥搅拌混合机，其特征在于，中空机座(1)底部两侧设在对

称设置的支撑架(15)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泥搅拌混合机，其特征在于，中空机座(1)的背面开设有两

个快开式检修仓口，快开式检修仓口上覆盖有一检修门(16)。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泥搅拌混合机，其特征在于，第一回转驱动部件包括设在封

板(11)外部的第一回转电机(41)和第一减速机(42)，所述第一回转电机(41)的输出轴连接

至第一减速机(42)的输入端，第一减速机(42)的输出端与回转轴(21)的一端通过联轴器连

接；所述第二回转驱动部件包括安装在中空机座(1)正面的壁板外部的第二回转电机(51)

和第二减速机(52)，所述第二回转电机(51)的输出轴连接至第二减速机(52)的输入端，第

二减速机(52)的输出端与破碎轴(31)的一端通过联轴器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污泥搅拌混合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回转电机(41)和第二

回转电机(51)皆为变频式电机。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泥搅拌混合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中空机座(1)采用低合金

耐磨钢16Mn制成，且中空机座(1)与物料接触的内壁表面设有耐磨304不锈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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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搅拌混合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混合机，具体是一种污泥搅拌混合机，属于污泥处理处置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在生物质耦合燃煤发电、污泥堆肥以及干化领域中，需要对污泥、原煤以及生物质

进行破碎混合，在混合中常须添加一种或两种介质进行混合工艺处理，一般来说，污泥含水

率基本在50％～65％之间，这种污泥主要有以下特点：

[0003] 1、含水率50％～65％的污泥处于污泥的黏滞区，高粘度，物料状态呈板块状，颗粒

度大于100mm，且其含沙量高，研磨性较大，对于设备有很大的损伤；

[0004] 2、含水率50％～65％的污泥在动态下呈较湿泥饼状态，易结块、易搭桥、易附着粘

贴，在静态下，呈较干泥饼状态，块状强度较高、不易破碎；

[0005] 3、污泥通常含有多种病菌、微生物和重金属等有害成份，处理不当，易造成二次污

染；

[0006] 针对上述状况，现有用于污泥搅拌混合的常用设备主要原理有单螺旋输送搅拌混

合、双螺旋输送搅拌混合、犁式刀臂旋转搅拌混合，此三种搅拌混合原理的设备，在对高粘

度污泥添加辅助介质进行搅拌混合的过程中，均存在高粘度污泥容易附着在设备内的旋转

体上或在设备内相对静止的零(部)上粘贴成块、局部起拱、搭桥，进一步对于设备的正常运

转造成很大的负荷；且高粘度污泥与添加辅助介质搅拌混合不均匀，结块和起拱搭桥的污

泥对设备、维护保养人员均有可能形成损伤和危害。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污泥搅拌混合机，

工作时污泥不会附着设备内的旋转体上，能有效的消除高粘度污泥在设备内的粘结成块、

起拱搭桥现象，对设备的负荷小，工作平稳、生产效率高；污泥与添加辅助介质的搅拌混合

均匀，能够降低对设备、维护保养人员的损伤和危害。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污泥搅拌混合机，包括中空

机座，所述中空机座顶部中间设有污泥入料口，且中空机座的顶部在污泥入料口上的两侧

分别设有一辅助介质入料口；所述中空机座中设有一搅拌犁刀总成，所述搅拌犁刀总成包

括回转轴，回转轴的两端分别通过支承轴承架设在中空机座两侧的封板上且通过第一回转

驱动部件驱动旋转，所述回转轴表面沿其轴心线延伸方向螺旋分布设有多个犁刀臂，所述

犁刀臂的一端固定在回转轴表面，另一端安装有犁刀；若干破碎飞刀总成从正面穿过中空

机座壁板并伸入中空机座中，所述破碎飞刀总成包括破碎轴，所述破碎轴上沿其长度方向

均匀分布套设有多个环形刀片，所述环形刀片的外圈分布设有多个刀齿，所述破碎轴由第

二回转驱动部件驱动旋转，所述中空机座底部中间设有混合出料口。

[0009] 优选的，所述犁刀臂与回转轴的轴心线垂直，且相邻的两个犁刀臂错开布置、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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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平面内。犁刀臂与回转轴的轴心线垂直方便安装，且错开布置的犁刀臂可以提升处理

效率，增大污泥与犁刀的接触概率。

[0010] 优选的，所述破碎轴上在相邻的两个环形刀片之间设有隔套。改变隔套的长度即

可改变相邻的两个环形刀片在沿破碎轴轴向上的间距，当要求较小的污泥破碎粒度时，更

换长度较小的隔套，此时相邻的两个环形刀片之间的距离变小，可以破碎得到更小粒度的

污泥颗粒；当要求较大的污泥破碎粒度时，更换长度较大的隔套，此时相邻的两个环形刀片

之间的距离变大，可以破碎得到大粒度的污泥颗粒。通过上述方法使得污泥破碎粒度可调，

满足更个性化的使用需求。

[0011] 优选的，每个环形刀片上的刀齿数量为四个，均匀分布设在环形刀片的外圈上，且

同一个破碎轴上相邻的两个环形刀片皆错开布置。经试验，采用四个刀齿能够达到最好的

破碎效果，且错开布置的刀齿可以增大污泥与刀齿的接触概率，提升了处理效率。

[0012] 优选的，所述中空机座为圆筒形，且中空机座的两侧封板皆与地面垂直。圆筒形的

中空机座能够容纳较多的污泥，且有利于处理时污泥在中空机座中的流动和搅拌翻滚，圆

筒形状也便于加工。

[0013] 优选的，为了提升机器运行的稳定性，中空机座底部两侧设在对称设置的支撑架

上。

[0014] 进一步，中空机座的正面开设有两个快开式检修仓口，快开式检修仓口上覆盖有

一检修门。打开中空机座上的两个检修门，即可对设备内部进行全面检修、更换零件、清洗

保养等工作，维修更加方便。

[0015] 优选的，第一回转驱动部件包括设在封板外部的第一回转电机和第一减速机，所

述第一回转电机的输出轴连接至第一减速机的输入端，第一减速机的输出端与回转轴的一

端通过联轴器连接；所述第二回转驱动部件包括安装在中空机座正面的壁板外部的第二回

转电机和第二减速机，所述第二回转电机的输出轴连接至第二减速机的输入端，第二减速

机的输出端与破碎轴的一端通过联轴器连接。各回转电机通过输出轴可以带动与其相连的

减速机运转，进而带动联接的轴体发生回转，采用回转电机和减速机可以为回转轴、破碎轴

的旋转提供低的旋转速度和大扭矩。

[0016] 上述第一回转电机和第二回转电机皆为变频式电机。变频式电机使得各轴的破碎

转速可调，保证生产率隨时符合整个生产系统的工艺节拍。

[0017] 优选的，所述中空机座采用低合金耐磨钢16Mn制成，且中空机座与物料接触的内

壁表面设有耐磨304不锈钢板。低合金耐磨钢16Mn强度高，能够抵御污泥的冲击，内壁设有

耐磨304不锈钢板耐腐蚀，延长了使用寿命。

[0018] 将污泥经污泥入料口加入中空机座内，再将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添加介质以一定比

例经辅助介质入料口加入中空机座内，启动第一回转驱动部件，驱动回转轴旋转，回转轴周

向表面上的多个犁刀臂上的犁刀对污泥进行剪切、破碎、翻滚、搅拌的同时使污泥与添加介

质沿回转轴的轴向输送，同时从正面穿过中空机座壁板并伸入中空机座中的多组破碎飞刀

总成上的环形刀片对物料多次剪切、破碎、翻滚、搅拌，同时使其沿破碎轴轴向输送。在上述

多种复合作用力和多个方向的输送过程中，中空机座内的高粘度污泥与添加介质均处在不

停的复合运动状态中，最终达到最佳的均匀混合状态后由中空机座底部中间的混合出料口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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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有如下优势：

[0020] (1)本实用新型针对高粘度污泥易附着粘贴结块、局部起拱、搭桥现象，设计制造

了一组犁刀总成，以低速大扭矩的旋转犁刀对高粘度污泥及添加的辅助介质进行剪切、破

碎、搅拌、翻滚的同时使污泥与添加介质沿回转轴的轴向输送；又设计制造破碎飞刀总成，

从正面穿过中空机座壁板并伸入中空机座中的多组破碎飞刀总成上的环形刀片对物料多

次进行剪切、破碎、搅拌、翻滚，同时使其沿破碎轴轴向输送，在多种复合作用力和多个方向

的搅拌输送过程中使得污泥搅拌混合机实现了对喂入内部的高粘度污泥和添加辅助介质

的搅拌、混合工艺处理，可以达到最佳的均匀混合状态且出料粒度均匀；

[0021] (2)搅拌犁刀总成和破碎飞刀总成结合后实现多向的快速搅拌混合能有效的避免

高粘度污泥在仓内因粘滞发生粘结成块、起拱搭桥现象，即使有污泥附着在轴上也会被旁

边轴上的刀刮掉，从而杜绝了粘结成块现象。完全破碎混合均匀的污泥不会对设备的正常

运转造成很大的负荷，设备工作出料速度平稳、生产效率高。

[0022] (3)由于消除了污泥结块和起拱搭桥的现象，设备中不会滞留污泥，减轻了对设备

的损伤，也方便了维护保养、减轻了对维护人员健康的危害。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搅拌犁刀总成示意图；

[0025]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破碎飞刀总成示意图；

[0026] 图4是中空机座的背面示意图；

[0027] 图中，1.中空机座，11.封板，12.污泥入料口，13.辅助介质入料口，14.混合出料

口，15.支撑架，16.检修门，21.回转轴，22.支承轴承，23.犁刀臂，23-1 .犁刀，31.破碎轴，

32.环形刀片，32-1.刀齿，33.隔套，41.第一回转电机，42.第一减速机，51.第二回转电机，

52.第二减速机，53.连接法兰。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9] 如图所示，一种污泥搅拌混合机，包括中空机座1，所述中空机座1顶部中间设有污

泥入料口12，且中空机座1的顶部在污泥入料口12上的两侧分别设有一辅助介质入料口13；

所述中空机座1中设有一搅拌犁刀总成，所述搅拌犁刀总成包括回转轴21，回转轴21的两端

分别通过支承轴承22架设在中空机座1两侧的封板11上且通过第一回转驱动部件驱动旋

转，所述回转轴21表面沿其轴心线延伸方向螺旋分布设有多个犁刀臂23，所述犁刀臂23的

一端固定在回转轴21表面，另一端安装有犁刀23-1；若干破碎飞刀总成从正面穿过中空机

座1壁板并伸入中空机座1中，所述破碎飞刀总成包括破碎轴31，所述破碎轴31上沿其长度

方向均匀分布套设有多个环形刀片32，所述环形刀片32的外圈分布设有多个刀齿32-1，所

述破碎轴31由第二回转驱动部件驱动旋转，所述中空机座1底部中间设有混合出料口14。

[0030] 将污泥经污泥入料口12加入中空机座1内，再将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添加介质以一

定比例经辅助介质入料口13加入中空机座1内，启动第一回转驱动部件，驱动回转轴21旋

转，回转轴21周向表面上的多个犁刀臂23上的犁刀23-1对污泥进行剪切、破碎、翻滚、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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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使污泥与添加介质沿回转轴21的轴向输送，同时从正面穿过中空机座1壁板并伸入

中空机座1中的多组破碎飞刀总成上的环形刀片32对物料再次剪切、破碎、翻滚、搅拌，同时

使其沿破碎轴31轴向输送。在上述多种复合作用力和多个方向的输送过程中，中空机座1内

的高粘度污泥与添加介质均处在不停的复合运动状态中，最终达到最佳的均匀混合状态后

打开中空机座1底部中间的混合出料口14，将破碎混合均匀的污泥由混合出料口14输出。

[0031] 优选的，所述犁刀臂23与回转轴21的轴心线垂直，且相邻的两个犁刀臂23错开布

置、不在同一平面内。犁刀臂23与回转轴21的轴心线垂直方便安装，且错开布置的犁刀臂23

可以提升处理效率，增大污泥与犁刀23-1的接触概率。

[0032] 优选的，所述破碎轴31上在相邻的两个环形刀片32之间设有隔套33。改变隔套33

的长度即可改变相邻的两个环形刀片32在沿破碎轴31轴向上的间距，当要求较小的污泥破

碎粒度时，更换长度较小的隔套33，此时相邻的两个环形刀片32之间的距离变小，可以破碎

得到更小粒度的污泥颗粒；当要求较大的污泥破碎粒度时，更换长度较大的隔套33，此时相

邻的两个环形刀片32之间的距离变大，可以破碎得到大粒度的污泥颗粒。通过上述方法使

得污泥破碎粒度可调，满足更个性化的使用需求。

[0033] 优选的，每个环形刀片32上的刀齿32-1数量为四个，均匀分布设在环形刀片32的

外圈上，且同一个破碎轴31上相邻的两个环形刀片32皆错开布置。经试验，采用四个刀齿

32-1能够达到最好的破碎效果，且错开布置的刀齿32-1可以增大污泥与刀齿32-1的接触概

率，提升了处理效率。

[0034] 优选的，所述中空机座1为圆筒形，且中空机座1的两侧封板11皆与地面垂直。圆筒

形的中空机座1能够容纳较多的污泥，且有利于处理时污泥在中空机座1中的流动和搅拌翻

滚，圆筒形状也便于加工。

[0035] 优选的，为了提升机器运行的稳定性，中空机座1底部两侧设在对称设置的支撑架

15上。

[0036] 进一步，中空机座1的背面开设有两个快开式检修仓口，快开式检修仓口上覆盖有

一检修门16。打开中空机座1上的两个检修门16，即可对设备内部进行全面检修、更换零件、

清洗保养等工作，维修更加方便。

[0037] 优选的，第一回转驱动部件包括设在封板11外部的第一回转电机41和第一减速机

42，所述第一回转电机41的输出轴连接至第一减速机42的输入端，第一减速机42的输出端

与回转轴21的一端通过联轴器连接；所述第二回转驱动部件包括安装在中空机座1正面的

壁板外部的第二回转电机51和第二减速机52，所述第二回转电机51的输出轴连接至第二减

速机52的输入端，第二减速机52的输出端与破碎轴31的一端通过联轴器连接，所述第二减

速机52通过连接法兰53固定在中空机座1正面的壁板上。各回转电机通过输出轴可以带动

与其相连的减速机运转，进而带动联接的轴体发生回转，采用回转电机和减速机可以为回

转轴21、破碎轴31的旋转提供低的旋转速度和大扭矩。

[0038] 上述第一回转电机41和第二回转电机51皆为变频式电机。变频式电机使得各轴的

破碎转速可调，保证生产率隨时符合整个生产系统的工艺节拍。

[0039] 优选的，所述中空机座1采用低合金耐磨钢16Mn制成，且中空机座1与物料接触的

内壁表面设有耐磨304不锈钢板。低合金耐磨钢16Mn强度高，能够抵御污泥的冲击，内壁设

有耐磨304不锈钢板耐腐蚀，延长了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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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所述回转轴21为高碳合金钢40Cr制成，犁刀臂23由耐磨304合金不锈钢制成；所述

搅拌轴为高碳合金钢40Cr制成，环形刀片32由耐磨304合金不锈钢制成。耐磨304合金不锈

钢具有较高的强度和硬度且耐腐蚀，可以延长使用寿命。

[0041] 上述犁刀臂23、环形刀片32可采用止口定位、镶嵌式螺栓压板固定在相应的回转

轴21和破碎轴31上。该连接方式安全可靠，且更换方便、便于维护；也可以直接焊接在相应

的轴体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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