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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废旧纺织品处理装置包

括粉碎箱、送料机构、粉碎机构、筛选机构及回收

机构，所述粉碎机构包括设于粉碎箱内的两个相

互啮合的粉碎辊和驱动粉碎辊转动的驱动部件，

所述筛选机构设于粉碎辊下方，筛选机构包括风

选部件、用于分隔纺织品的分隔组件及用于收集

纺织品的收集组件，本发明可以通过风选部件将

粉碎后的纺织品中的异物分离出去，便于废旧纺

织品后续回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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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废旧纺织品处理装置，包括粉碎箱（1）、送料机构、粉碎机构、筛选机构及回收机

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粉碎机构包括设于粉碎箱（1）内的两个相互啮合的粉碎辊（31）和驱动

粉碎辊（31）转动的驱动部件，所述筛选机构设于粉碎辊（31）下方，该筛选机构包括风选部

件、用于分隔纺织品的分隔组件及用于收集纺织品的收集组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旧纺织品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隔组件包括设于粉

碎箱（1）内壁上的第一挡板（43）、设于粉碎箱（1）内壁上的第二挡板（44）、垂直设于第一挡

板（43）上的第一隔板（45）、垂直设于第二挡板（44）上的第二隔板（46）及固连于第二挡板

（44）上的第三隔板（47），所述第一隔板（45）设有第一弯曲部（451）和第二弯曲部（452），所

述第一弯曲部（44）由第一隔板（45）上端向外弯曲形成，所述第二弯曲部（452）由第一弯曲

部（451）向下弯曲形成，所述第二隔板（46）形状和第一隔板（45）相同。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旧纺织品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送料机构包括送料

筒（20）、设于送料筒（20）一端的送料口（21）、设于送料筒（20）另一端的下料口（23）、用于将

物料从送料口（21）运输到下料口（23）的螺旋杆（22）、及驱动螺旋杆（22）转动的第一驱动组

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旧纺织品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回收机构包括倾斜设

于粉碎箱（1）内的接料板（51）、驱动接料板上下抖动的第二驱动组件、设于粉碎箱（1）侧壁

的出料口（42）、一端连通出料口（42）的回收板（41）、设于回收板（41）内的推料组件及用于

将回收板（41）中的物料运输到送料口（21）的运输组件。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废旧纺织品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驱动组件包括设

于接料板下方的凸轮（521）、驱动凸轮转动的驱动件、固连于接料板上的连接块（522）、固连

于粉碎箱内壁的固定板（523）及连接固定板（523）和连接块（522）的第一弹性件（524），所述

接料板（51）与粉碎箱内壁活动连接，且在接料板（51）与粉碎箱内壁的连接部上方设有橡胶

层（53）。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废旧纺织品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推料组件包括设于回

收板（41）内的转盘（60）、均匀设于转盘（60）上的固定杆（61）、可拆卸连于所述固定杆（61）

的物料刷（62）、固定物料刷（62）的固定部件及驱动转盘转动的驱动部件。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废旧纺织品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部件包括设于固

定杆（61）内的内腔、设于内腔侧壁的第二凹槽（63）、与所述第二凹槽（63）相配合的锁杆

（64）、与所述锁杆（64）相连的按压杆（65）及与所述按压杆（65）相连第二弹性件（66）。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废旧纺织品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回收板（41）内设有用

于清理物料刷的清理组件，所述清理组件包括固连于回收板（41）内壁的第一连接板（672）、

活动连接于第一连接板（672）上的固定块（678）、固连于固定块（678）上的第一清洁板

（679）、固连于固定块（678）上的第二清洁板及用于按压第一清洁板的按压部件。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废旧纺织品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按压部件包括设有螺

纹孔的压板（674）、第三弹性件（673）、设于第三弹性件（673）一端的第一弹簧固定块（675）、

设于第三弹性件（673）另一端的第二弹簧固定块（677）、设于第一连接板（672）内供第二弹

簧固定块（677）插入的内腔、第四弹性件（681）及球型推块（682），所述第四弹性件（681）一

端与第二连接板固连，另一端与球型推块（682）接触，所述球型推块（682）设于所述内腔且

与第二固定块（677）接触；所述第一弹簧固定块（675）螺接于所述压板（67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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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废旧纺织品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连接板（672）设

有第一延伸部（6721），所述固定块（677）设有与第一延伸部（6721）铰连的第二延伸部

（6771），所述第二延伸部（6771）设有球型凸物（6772），所述第一延伸部（6721）设有与球型

凸物相配合的第三凹槽（6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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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废旧纺织品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粉碎机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废旧纺织品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据统计我国每年产生的废旧纺织品在2600万吨左右，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社会资

源，如何更好地对废旧纺织品进行再次回收利用对于推动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具有

重大意义。

[0003] 废旧纺织品回收再利用方法有：

零级回收：回收得到的废旧纺织品，对其进行清洗、修补后卖入二手服装市场，从而流

入农村或偏远地区。

[0004] 初级回收：对于生产中产生的废料、废丝及未使用的边角料，这些废料相对洁净，

为了提高这类废料的性能往往将其与新材料混合，制成新的纺织材料。

[0005] 能量回收：将废旧纺织品中热值较高的化学纤维通过焚烧转化为热量，用于火力

发电的回收再利用。

[0006] 物理回收：用机械辅助分解或粉碎纺织品，不破坏聚酯的化学结构，不改变其组

成，通过将其收集、分类、净化、干燥、添加必要的添加剂进行加工处理，然后重新用于纺织

品的生产。

[0007] 化学回收：采用化学方法将废旧纺织品中材料降解或分解，重新聚合成高分子，并

用以制备再生纤维，或利用降解产物小分子用于非纺织材料用途。

[0008] 现在大多采用物理回收，对废旧纺织品粉碎处理，但是废旧的纺织品在使用的过

程中，其多数含有纽扣等刚性的异物，在对废旧纺织品进行分离后，需要重新人工对固体异

物进行分离，该过程造成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分离效率低，成本升高。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自动分离异物且粉碎和分离可同时进

行的废旧纺织品处理装置。

[0010]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废旧纺织品处理装置包括粉

碎箱、送料机构、粉碎机构、筛选机构及回收机构，所述粉碎机构包括设于粉碎箱内的两个

相互啮合的粉碎辊和驱动粉碎辊转动的驱动部件，所述筛选机构设于粉碎辊下方，筛选机

构包括风选部件、用于分隔纺织品的分隔组件及用于收集纺织品的收集组件。本发明通过

风选部件将粉碎后的纺织品中的粉碎完全的纺织品、连有异物的纺织品和粉碎不完全的纺

织品、异物吹落在分隔组件的不同位置，粉碎完全的纺织品通过收集组件直接回收，粉碎不

完全的纺织品和连有异物的纺织品进行再次粉碎回收，使得异物和纺织品可以完全分离，

便于废旧纺织品后续回收处理，该过程中可将绝大部分的刚性固体异物和纺织品进行自动

分离，在分离完成之后基本无需人工再进行操作，其提高了整体的分离效率，减少了人工操

作的强度，具有工作效率高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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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一步，所述分隔组件包括设于粉碎箱内壁上的第一挡板、设于粉碎箱内壁上的

第二挡板、垂直设于第一挡板上的第一隔板、垂直设于第二挡板上的第二隔板及固连于第

二挡板上的第三隔板，所述第一隔板设有第一弯曲部和第二弯曲部，所述第一弯曲部由第

一隔板上端向外弯曲形成，所述第二弯曲部由第一弯曲部向下弯曲形成，所述第二隔板形

状和第一隔板相同；通过三个隔板和两个挡板的配合可以分隔出三个空间，用于隔离分离

出物料，防止再次混合，影响分离质量；设置第一弯曲部可以防止粉碎后的废旧纺织品悬挂

在第一和第二隔板上，设置第二弯曲部既可以增大回收范围，防止未粉碎完全的废旧纺织

品直接被收集，设置第二弯曲部还可以使落在隔板上的废旧纺织品滑入到接料板上。

[0012] 进一步，所述送料机构包括送料筒、设于送料筒一端的送料口、设于送料筒另一端

的下料口、用于将物料从送料口运输到下料口的螺旋杆、及驱动螺旋杆转动的第一驱动组

件；通过旋转的螺旋杆可以将废旧纺织品均匀运送到下料口，达到均匀下料，以免下料不均

使粉碎辊卡死。

[0013] 进一步，所述回收机构包括倾斜设于粉碎箱内的接料板、驱动接料板抖动的第二

驱动组件、设于粉碎箱侧壁的出料口、一端连通出料口的回收板、设于回收板内的推料组件

及连通回收板和送料口的运输组件；通过倾斜设置的接料板可以将粉碎不完全的废旧纺织

品和连有异物的废旧纺织品运送到回收板，再通过推料组件和运输组件可将其运输到送料

筒，进行二次加工，使废旧纺织品可以粉碎完全以及分离完全，便于后续回收加工。

[0014] 进一步，所述第二驱动组件包括设于接料板下方的凸轮、驱动凸轮转动的驱动件、

固连于接料板上的连接块、固连于粉碎箱内壁的固定板及连接固定板和连接块的弹性件；

通过凸轮和弹性件可以使接料板上下晃动，使得接料板上的物料可以滑入回收板，以防物

料堆积在接料板上。

[0015] 进一步，所述凸轮与接料板接触一端设有滚珠，所述接料板设有与滚珠相配合的

凹槽；设置滚珠和凹槽既可以减小凸轮和接料板件间摩擦力来减小凸轮的磨损，还可以使

凸轮推动接料板时更加平稳，增加装置的寿命。

[0016] 进一步，所述推料组件包括设于回收板内的转盘、均匀设于转盘上的固定杆、可拆

卸连于固定杆的物料刷、固定物料刷的固定部件及驱动转盘转动的驱动部件，所述固定杆

内部镂空；通过转动转盘驱动物料刷转动，可以物料刷向运输组件,防止物料堆积在回收

板。

[0017] 进一步，所述固定部件包括设于固定杆内的第二凹槽、与凹槽相配合的锁杆、与所

述锁杆相连的按压杆及与所述按压杆相连第二弹性件；通过控制按压杆可以使物料刷从固

定杆中脱离，便于更换物料刷。

[0018] 进一步，所述回收板内设有用于清理物料刷的清理组件，所述清理组件包括固连

于回收板内壁的第一连接板、活动连接于第一连接板上的固定块、固连于固定块上的第一

清洁板、固连于固定块上的第二清洁板及用于按压第一清洁板的按压部件；设置两个清洁

板可以对刷毛进行多次清理，清理效果更好，且两个清洁板清理范围不同，可以防止清洁板

一次清理过多而导致清洁板堵塞。

[0019] 进一步，所述按压部件包括设有螺纹孔的压板、第三弹性件、设于第三弹性件一端

螺接于压板的第一弹簧固定块、设于第三弹性件另一端的第二弹簧固定块、设于第一连接

板内供第二弹簧固定块插入的内腔、第四弹性件及球型推块，所述第四弹性件一端与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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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板固连，另一端与球型推块接触，所述球型推块设于所述内腔且与第二固定块接触；在

清理物料刷的过程中，在物料刷的推力作用下，清洁板会向上运动通过压板挤压第三弹性

件，第三弹性件压缩到一定程度会推动清洁板猛然向下移动，使得堵塞在清洁板上的物料

脱落，以免影响清洁板的清理效果。

[0020] 进一步，所述第一连接板设有第一延伸部，所述固定块设有与第一延伸部铰链连

接的第二延伸部，所述第二延伸部设有球型凸物，所述第一延伸部设有与球型凸物相配合

的第三凹槽；通过第三凹槽和球型凸物的配合，可以限制清洁板的转动范围，以免清洁板转

动幅度过大，使得清洁板和物料刷不能接触。

[0021] 综上所述，本发明可以通过风选部件将粉碎后的纺织品中的粉碎完全的纺织品、

连有异物的纺织品和粉碎不完全的纺织品、异物吹落在分隔组件的不同位置，粉碎完全的

纺织品通过收集组件直接回收，粉碎不完全的纺织品和连有异物的纺织品进行再次粉碎回

收，使得异物和纺织品可以完全分离，便于废旧纺织品后续回收处理。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图1中C的放大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清洁板的配合图。

[0025] 图4为图1的A处的放大图。

[0026] 图5为图1的B处的放大图。

[0027] 图6为本发明物料刷和固定杆的装配图。

[0028] 图7为本发明第一隔板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的理解本发明方案，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

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的描述。

[0030] 如图1-7所示，一种废旧纺织品处理装置，包括粉碎箱1、送料机构、粉碎机构、筛选

机构及回收机构，所述送料机构包括送料筒20、送料口21、螺旋杆22、下料口23及驱动螺旋

杆22转动的第一驱动组件28，所述送料口21为设于送料筒左上方的开口，该送料口与料斗

29相连通，所述螺旋杆22通过轴承与送料筒20转动连接，所述第一驱动组件包括市场上可

以购买的常规电机和固连于电机输出端的轴，所述轴与螺旋杆22左端固连，进而通过电机

可以带动螺旋杆22转动，使从送料口21进入的物料均匀运输到下料口排出。

[0031] 所述粉碎机构包括进料口31、两个粉碎辊32及驱动粉碎辊转动的驱动部件，所述

进料口31开设于粉碎箱1顶部，且进料口31通过管道粉碎箱内部相连通，所述两个粉碎辊32

可相互啮合，且啮合位置处于进料口31正下方，所述驱动部件包括主动轴、从动轴及电机，

所述主动轴一端和粉碎辊固连，另一端和电机的输出端固连，所述从动轴一端和粉碎辊固

连，另一端和粉碎箱内壁转动连接，所述电机为市场上可以购买的常规电机，通过转动的电

机可以带动粉碎辊转动，进而将从进料口31落下的废旧纺织品粉碎。

[0032] 所述筛选机构包括风选部件、分隔组件及收集组件，所述风选部件包括鼓风机410

和通风管420，所述鼓风机为市场上可以购买的常规鼓风机，所述鼓风机410固定连接于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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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箱侧壁上，所述通风管420一端连通鼓风机410，另一端水平方向穿过粉碎箱壁；所述分隔

组件包括均为金属制成的第一挡板43、第二挡板44、第一隔板45、第二隔板46及第三隔板

47，所述第一挡板43宽度和粉碎箱宽度相同，且第一挡板固定在粉碎箱内壁上，所述第二挡

板44宽度和粉碎箱宽度相同，且第二挡板固定在粉碎箱内壁上，所述第一隔板45固连于第

一挡板43右侧，所述第二隔板46长度和第二挡板宽度相同，且第二隔板46固连于第二挡板

左侧，所述第三隔板47和第二挡板44宽度相同，且第二隔板46固连于第二挡板44上表面，通

过三个隔板和两个挡板的配合可以分隔出三个空间，用于隔离分离出物料，防止再次混合，

影响分离质量；所述第一隔板45和第二隔板46上部均有第一弯曲部451和第二弯曲部452，

所述第一弯曲部44由第一隔板45上端向外弯曲形成，所述第二弯曲部452由第一弯曲部451

向下弯曲形成，所述第二隔板46形状和第一隔板45相同；设置第一弯曲部451可以防止粉碎

后的废旧纺织品悬挂在第一、第二隔板上，设置第二弯曲部452既可以增大回收范围，防止

未粉碎完全的废旧纺织品直接被收集，设置第二弯曲部还可以使落在隔板上的废旧纺织品

滑入到接料板上；所述收集组件用于收集粉碎完全的废旧纺织品，包括收集管48、罗茨风机

49及收集箱481，所述收集管48一端连通粉碎箱1，另一端连通收集箱481，所述罗茨风机49

和收集管48相连通，通过罗茨风机49可以将粉碎完全的废旧纺织品从粉碎箱内运送到收集

箱内。

[0033] 所述回收机构包括接料板51、出料口42、驱动接料板抖动的第二驱动组件、回收板

41、推料组件及运输组件，所述接料板51与粉碎箱1内壁铰链连接，且在接料板51与粉碎箱

内壁的连接部上方设有橡胶层53，所述第二驱动组件包括设于接料板下方的凸轮521、驱动

凸轮转动的驱动件、固连于接料板上的连接块522、固连于粉碎箱内壁的固定板523及连接

固定板523和连接块522的第一弹性件524，所述驱动件选用市场上可以购买的常规电机，所

述第一弹性件524选用多组弹簧，弹簧选用常规的金属弹簧，通过凸轮和弹性件可以使接料

板上下晃动，使得接料板上的物料可以滑入回收板，以防物料堆积在接料板上；所述凸轮

521与接料板接触一端设有滚珠5211，所述接料板51设有与滚珠5211相配合的第一凹槽

511，设置滚珠和第一凹槽511既可以减小凸轮和接料板件间摩擦力来减小凸轮的磨损，还

可以使凸轮推动接料板时更加平稳，增加装置的寿命；所述推料组件包括设于回收板41内

的转盘60、均匀设于转盘60上的固定杆61、可拆卸连于所述固定杆61的物料刷62、固定物料

刷62的固定部件及驱动转盘转动的驱动部件，所述物料刷62为毛刷；所述固定杆61内部镂

空，通过转动转盘驱动物料刷转动，可以物料刷向运输组件,防止物料堆积在回收板。

[0034] 所述回收板41内设有用于清理物料刷的清理组件，所述清理组件包括固连于回收

板41内壁的第二连接板671、固连于回收板41内壁的第一连接板672、第三弹性件673、设有

螺纹孔的压板674、螺接于压板674的第一弹簧固定块675、设有凸部676的第二弹簧固定块

677、活动连接于连于第一连接板672上的固定块678、固连于固定块678上的两个清洁板

679、第四弹性件681及球型推块682，所述第三弹性件673选用常规的金属弹簧，所述第一连

接板672设有空腔，所述第二弹簧固定块677可卡接于所述内腔，所述第四弹性件681选用常

规的金属弹簧，第四弹性件一端与第二连接板固连，另一端与球型推块682固连，所述球型

推块682设于所述内腔且与第二固定块677接触，所述第一连接板672设有第一延伸部6721，

所述固定块677设有与第一延伸部6721铰链连接的第二延伸部6771，所述第二延伸部6771

设有球型凸物6772，所述第一延伸部6721设有与球型凸物相配合的第三凹槽6722设置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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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板可以对刷毛进行多次清理，清理效果更好，且两个清洁板清理范围不同，可以防止清

洁板一次清理过多而导致清洁板堵塞；清洁板通过固定块与滑动板连接，在清理物料刷的

过程中，在物料刷的推力和第三弹性件的弹力作用下，清洁板会不停上下运动，使得堵塞在

清洁板上的物料脱落，以免影响清洁板的清理效果。

[0035]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应当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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