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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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280813.X

(22)申请日 2019.12.13

(71)申请人 李郅恺

地址 322200 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浦阳街

道环城东路57号

(72)发明人 李郅恺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龙图腾专利代理有限公

司 44541

代理人 姜书新

(51)Int.Cl.

B29B 17/04(2006.01)

B29B 17/0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环保型塑料袋回收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具体是一种环保型塑料袋回收设备，

属于环保领域，包括加料箱，以及加装在加料箱

下端的加工箱，该设备还包括按压系统和压缩系

统；所述按压系统安装在所述加料箱内部；所述

压缩系统安装在所述加工箱内部，而加料箱和加

工箱相互连通；其中，所述按压系统上设有液压

缸，而在液压缸下端安装有压板；以及，所述压缩

系统是由两个呈平行分布的碾辊组成，在碾辊下

侧的加工箱上转动固定有两个呈平行分布的粉

碎辊；进而，通过投料口加入塑料袋后，启动液压

缸，液压缸向下带动压板将塑料袋挤压到碾辊

上，被挤压成长条状，而落到粉碎辊上，粉碎辊转

动后可将被挤压成长条状的塑料袋粉碎，实现了

挤压到碾辊上压缩后再粉碎，粉碎彻底且效率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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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环保型塑料袋回收设备，包括加料箱（2），以及加装在加料箱（2）下端的加工箱

（5），在所述加料箱（2）的侧壁上开设有投料口（9），而在所述加工箱（5）加装有排料管（8），

其特征在于，该设备还包括按压系统和压缩系统；

所述按压系统安装在所述加料箱（2）内部；所述压缩系统安装在所述加工箱（5）内部，

而加料箱（2）和加工箱（5）相互连通；

其中，所述按压系统上设有液压缸（12），而在液压缸（12）下端安装有压板（11）；以及，

所述压缩系统是由两个呈平行分布的碾辊（13）组成，在碾辊（13）下侧的加工箱（5）上转动

固定有两个呈平行分布的粉碎辊（1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型塑料袋回收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碾辊（13）通过

固定轴转动固定在齿轮箱（7）上，且粉碎辊（14）通过传动轴转动固定在齿轮箱（7）上，以及

在齿轮箱（7）外部加装有电机（6），电机（6）电性连接有控制面板。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环保型塑料袋回收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齿轮箱（7）内

部设置有多组通过链条连接的齿轮。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环保型塑料袋回收设备，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碾辊

（13）上端固定有铲刀。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型塑料袋回收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加料箱（2）和

加工箱（5）之间通过两个呈平行分布的支撑板（3）连接，而支撑板（3）下端固定在固定台板

（4）上，固定台板（4）设置在加工箱（5）顶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环保型塑料袋回收设备，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加料箱（2）

顶部加装有顶盖（1）。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所述的一种环保型塑料袋回收设备，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加料

箱（2）内部设置有与投料口（9）连通的预处理腔（10），预处理腔（10）通过导料管（103）连通

加料箱（2），预处理腔（10）内部铰接有筛网（105），筛网（105）连接有往复机构。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环保型塑料袋回收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料管（103）

上加装有控制阀。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环保型塑料袋回收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往复机构上设

有气缸伸缩杆（101），而气缸伸缩杆（101）上固定有连接杆（102），而连接杆（102）下端与筛

网（105）铰接。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环保型塑料袋回收设备，其特征在于，在所述预处理腔

（10）底部开设有杂物储存腔（104），杂物储存腔（104）上安装有排杂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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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保型塑料袋回收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环保领域，具体是一种环保型塑料袋回收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塑料袋，是以塑料（常用塑料有聚丙烯、聚酯、尼龙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袋子，是

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常被用来装其他物品。因其廉价、重量极轻、容量大、便于

收纳的优点被广泛使用，但又存在降解周期极长、处理困难等缺点。

[0003] 在生产生活中，塑料袋产品比比皆是，而在使用完后大都是直接丢弃在垃圾桶中，

但针对这个问题，市面上作出的一些针对性回收装置，但该回收装置在粉碎过程中，由于塑

料袋本身重量较轻，悬浮起来绕设贼粉碎刀上造成粉碎不彻底，粉碎效果低。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环保型塑料袋回收设备。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环保型塑料袋回收设备，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

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环保型塑料袋回收设备，包括加料箱，以及加装在加料箱下端的加工箱，在所述加

料箱的侧壁上开设有投料口，而在所述加工箱加装有排料管，所述该设备还包括按压系统

和压缩系统；

为了避免悬浮，所述按压系统安装在所述加料箱内部；为了提高粉碎效率，所述压缩系

统安装在所述加工箱内部，而加料箱和加工箱相互连通；

其中，所述按压系统上设有液压缸，而在液压缸下端安装有压板；以及，所述压缩系统

是由两个呈平行分布的碾辊组成，在碾辊下侧的加工箱上转动固定有两个呈平行分布的粉

碎辊；

进而，通过投料口加入塑料袋后，启动液压缸，液压缸向下带动压板将塑料袋挤压到碾

辊上，被挤压成长条状，而落到粉碎辊上，粉碎辊转动后可将被挤压成长条状的塑料袋粉

碎，实现了挤压到碾辊上压缩后再粉碎，粉碎彻底且效率高。

[0007] 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碾辊通过固定轴转动固定在齿轮箱上，且粉碎辊通过

传动轴转动固定在齿轮箱上，以及在齿轮箱外部加装有电机，电机电性连接有控制面板。

[0008] 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齿轮箱内部设置有多组通过链条连接的齿轮。

[0009] 为了避免粘黏在碾辊上，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在所述碾辊上端固定有铲刀。

[0010] 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加料箱和加工箱之间通过两个呈平行分布的支撑板

连接，而支撑板下端固定在固定台板上，固定台板设置在加工箱顶部。

[0011] 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在所述加料箱顶部加装有顶盖。

[0012] 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在所述加料箱内部设置有与投料口连通的预处理腔，预

处理腔通过导料管连通加料箱，预处理腔内部铰接有筛网，筛网连接有往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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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导料管上加装有控制阀。

[0014] 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往复机构上设有气缸伸缩杆，而气缸伸缩杆上固定

有连接杆，而连接杆下端与筛网铰接。

[0015] 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在所述预处理腔底部开设有杂物储存腔，杂物储存腔上

安装有排杂管。

[0016] 进而，往复机构上的气缸伸缩杆可带动筛网上下震动，实现了将塑料袋中的灰尘

等杂质筛除，避免影响后续的加工。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通过投料口加入塑料袋后，启动液压缸，液压缸向下带动压板将塑料袋挤压到碾辊

上，被挤压成长条状，而落到粉碎辊上，粉碎辊转动后可将被挤压成长条状的塑料袋粉碎，

实现了挤压到碾辊上压缩后再粉碎，粉碎彻底且效率高；

2、往复机构上的气缸伸缩杆可带动筛网上下震动，实现了将塑料袋中的灰尘等杂质筛

除，避免影响后续的加工。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环保型塑料袋回收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图1的横向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图2中预处理腔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

1-顶盖；2-加料箱；3-支撑板；4-固定台板；5-加工箱；6-电机；7-齿轮箱；8-排料管；9-

投料口；10-预处理腔；11-压板；12-液压缸；13-碾辊；14-粉碎辊；

101-气缸伸缩杆；102-连接杆；103-导料管；104-杂物储存腔；105-筛网。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地说明。

[0023] 实施例1

塑料袋，是以塑料（常用塑料有聚丙烯、聚酯、尼龙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袋子，是人们

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常被用来装其他物品。因其廉价、重量极轻、容量大、便于收纳

的优点被广泛使用，但又存在降解周期极长、处理困难等缺点。

[0024] 在生产生活中，塑料袋产品比比皆是，而在使用完后大都是直接丢弃在垃圾桶中，

但针对这个问题，市面上作出的一些针对性回收装置，但该回收装置在粉碎过程中，由于塑

料袋本身重量较轻，悬浮起来绕设贼粉碎刀上造成粉碎不彻底，粉碎效果低。

[0025]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环保型塑料袋回收设备。

[0026] 具体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环保型塑料袋回收设备，包括加料箱2，以及加装在加

料箱2下端的加工箱5，在所述加料箱2的侧壁上开设有投料口9，而在所述加工箱5加装有排

料管8，所述该设备还包括按压系统和压缩系统；

为了避免悬浮，所述按压系统安装在所述加料箱2内部；为了提高粉碎效率，所述压缩

系统安装在所述加工箱5内部，而加料箱2和加工箱5相互连通；

其中，所述按压系统上设有液压缸12，而在液压缸12下端安装有压板11；以及，所述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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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系统是由两个呈平行分布的碾辊13组成，在碾辊13下侧的加工箱5上转动固定有两个呈

平行分布的粉碎辊14；

进而，通过投料口9加入塑料袋后，启动液压缸12，液压缸12向下带动压板11将塑料袋

挤压到碾辊13上，被挤压成长条状，而落到粉碎辊14上，粉碎辊14转动后可将被挤压成长条

状的塑料袋粉碎，实现了挤压到碾辊13上压缩后再粉碎，粉碎彻底且效率高。

[0027] 为了进行进一步的说明，具体的：

所述碾辊13通过固定轴转动固定在齿轮箱7上，且粉碎辊14通过传动轴转动固定在齿

轮箱7上，以及在齿轮箱7外部加装有电机6，电机6电性连接有控制面板。

[0028] 所述齿轮箱7内部设置有多组通过链条连接的齿轮。

[0029] 为了避免粘黏在碾辊13上，在所述碾辊13上端固定有铲刀。

[0030] 所述加料箱2和加工箱5之间通过两个呈平行分布的支撑板3连接，而支撑板3下端

固定在固定台板4上，固定台板4设置在加工箱5顶部。

[0031] 优化的，在所述加料箱2顶部加装有顶盖1。

[0032] 实施例2

本发明实施例是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进行的进一步的限定。

[0033] 请参阅图2和图3，在所述加料箱2内部设置有与投料口9连通的预处理腔10，预处

理腔10通过导料管103连通加料箱2，预处理腔10内部铰接有筛网105，筛网105连接有往复

机构。

[0034] 所述导料管103上加装有控制阀。

[0035] 所述往复机构上设有气缸伸缩杆101，而气缸伸缩杆101上固定有连接杆102，而连

接杆102下端与筛网105铰接。

[0036] 在所述预处理腔10底部开设有杂物储存腔104，杂物储存腔104上安装有排杂管。

[0037] 进而，往复机构上的气缸伸缩杆101可带动筛网105上下震动，实现了将塑料袋中

的灰尘等杂质筛除，避免影响后续的加工。

[0038]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本发明环保型塑料袋回收设备，通过投料口9加入塑料袋

后，启动液压缸12，液压缸12向下带动压板11将塑料袋挤压到碾辊13上，被挤压成长条状，

而落到粉碎辊14上，粉碎辊14转动后可将被挤压成长条状的塑料袋粉碎，实现了挤压到碾

辊13上压缩后再粉碎，粉碎彻底且效率高；往复机构上的气缸伸缩杆101可带动筛网105上

下震动，实现了将塑料袋中的灰尘等杂质筛除，避免影响后续的加工。

[0039]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除非另有说明，“多个”的含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

[0040]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相

连”、“连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

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

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通过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

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41] 上面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

式，在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提下

作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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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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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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