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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珍珠蚌蚌壳粉碎机，
包括粉碎箱、进料装置、第一阻隔板、第二阻隔
板、
碾压滚轮、
挤压板、
连接杆、
推拉装置、
控制装
置，
所述粉碎箱内设有一块第一阻隔板和一块第
二阻隔板，
第一阻隔板位于第二阻隔板的上方，
第一阻隔板和第二阻隔板将粉碎箱内部自上向
下依次分隔成挤压腔、
过渡腔、
碾压腔，
所述粉碎
箱的顶部设有一个进料装置，
进料装置的出料端
设有一个第一电动开合门，
所述挤压腔的左侧侧
壁上穿有一根可左右移动的推拉杆，
推拉杆的左
侧与一个位于粉碎箱外部的推拉装置相连，
推拉
杆的右端设有一块挤压板。
本实用新型通过将碾
压滚轮、挤压板设置在粉碎箱内 ，
使得蚌壳可得
到有效的粉碎，
便于蚌壳的后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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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珍珠蚌蚌壳粉碎机 ，其特征在于 ：包括粉碎箱(1) 、进料装置(5) 、第一阻隔板
(11)、第二阻隔板(15)、
碾压滚轮(40)、
挤压板、
连接杆、
推拉装置(20)、控制装置(6) ，
所述
粉碎箱(1)内设有一块第一阻隔板(11)和一块第二阻隔板(15) ，
第一阻隔板(11)位于第二
阻隔板(15)的上方，
第一阻隔板(11)和第二阻隔板(15)将粉碎箱(1)内部自上向下依次分
隔成挤压腔(2)、
过渡腔(3)、
碾压腔(4)，
所述粉碎箱(1)的顶部设有一个进料装置(5)，
进料
装置(5)的出料端设有一个第一电动开合门(50) ，
所述挤压腔(2)的左侧侧壁上穿有一根可
左右移动的推拉杆(21) ，
推拉杆(21)的左侧与一个位于粉碎箱(1)外部的推拉装置(20)相
连，
推拉杆(21)的右端设有一块挤压板，
所述第一阻隔板(11)为一块水平板，
第一阻隔板
(11)的右端开设有一个第二电动开合门(12) ，
所述碾压腔(4)内设有两个前后走向的碾压
滚轮(40) ，
两个碾压滚轮(40)至少有一个与位于粉碎箱(1)外部的电机(41)相连，
所述第二
阻隔板(15)底部设有一根连通过渡腔(3)和碾压腔(4)的过渡管(16)，
过渡管(16)位于两个
碾压滚轮(40)之间的间隙的正上方，
所述碾压腔(4)底部设有一根出料管(45) ，
所述推拉装
置(20)、
电机(41)、
第一电动开合门(50)、
第二电动开合门(12)均与控制装置(6)相连。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珍珠蚌蚌壳粉碎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挤压腔(2)的顶部设
盖有一块盖板(51) ，
盖板(51)的右端开设有一个第三电 动开合门 (52) ，第三电 动开合门
(52)位于第一电动开合门(50)的正下方，
第三电动开合门(52)与控制装置(6)相连。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珍珠蚌蚌壳粉碎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阻隔板(11)的左
侧端面与粉碎箱(1)的左侧内壁之间形成一条落料缝(13)。
4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珍珠蚌蚌壳粉碎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挤压板的侧壁上设有
可拆卸的毛刷层(23)，
毛刷层(23)末端紧贴挤压腔(2)的侧壁和底壁。
5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珍珠蚌蚌壳粉碎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阻隔板(15)呈漏
斗状，
过渡管(16)位于第二阻隔板(15)的底部中心。
6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珍珠蚌蚌壳粉碎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过渡腔(3)内设有一
个动力装置(30) ，动力装置(30)与一根竖直设置的螺杆(31) 相连，
螺杆(31) 伸入过渡管
(16)内，
螺杆(31)与过渡管(16)位于同一轴线上，
螺杆(31)的最大外径小于过渡管(16)的
内径。
7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珍珠蚌蚌壳粉碎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碾压腔(4)底部呈漏
斗装置，
出料管(45)位于碾压腔(4)的底部中心，
粉碎机底部设有若干根支撑柱(10) ，
出料
管(45)的下方设有一个接料槽(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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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珍珠蚌蚌壳粉碎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珍珠生产加工的技术领域，
特别是蚌壳粉碎机的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珍珠是一种具有一定装饰价值、
药用价值的物品，
其往往由蚌壳类生物孕育而成。
有些蚌壳在取完珍珠后会死掉，
其会产生废弃的蚌壳和蚌肉。蚌壳由于体积相对较大，
需要
进行破碎处理。
现有的粉碎机粉碎效果不够理想。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就是解决现有技术中的问题，
提出一种珍珠蚌蚌壳粉碎机，
能
够使蚌壳可得到有效的粉碎。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珍珠蚌蚌壳粉碎机，
包括粉碎箱、
进料装
置、第一阻隔板、第二阻隔板、碾压滚轮、挤压板、
连接杆、推拉装置、控制装置，
所述粉碎箱
内设有一块第一阻隔板和一块第二阻隔板，
第一阻隔板位于第二阻隔板的上方，
第一阻隔
板和第二阻隔板将粉碎箱内部自上向下依次分隔成挤压腔、
过渡腔、
碾压腔，
所述粉碎箱的
顶部设有一个进料装置，
进料装置的出料端设有一个第一电动开合门，
所述挤压腔的左侧
侧壁上穿有一根可左右移动的推拉杆，
推拉杆的左侧与一个位于粉碎箱外部的推拉装置相
连，
推拉杆的右端设有一块挤压板，
所述第一阻隔板为一块水平板，
第一阻隔板的右端开设
有一个第二电动开合门，
所述碾压腔内设有两个前后走向的碾压滚轮，
两个碾压滚轮至少
有一个与位于粉碎箱外部的电机相连，
所述第二阻隔板底部设有一根连通过渡腔和碾压腔
的过渡管，
过渡管位于两个碾压滚轮之间的间隙的正上方，
所述碾压腔底部设有一根出料
管，
所述推拉装置、
电机、
第一电动开合门、
第二电动开合门均与控制装置相连。
[0005] 作为优选，
所述挤压腔的顶部设盖有一块盖板，
盖板的右端开设有一个第三电动
开合门，
第三电动开合门位于第一电动开合门的正下方，
第三电动开合门与控制装置相连。
[0006] 作为优选，
所述第一阻隔板的左侧端面与粉碎箱的的左侧内壁之间形成一条落料
缝。
[0007] 作为优选，
所述挤压板的侧壁上设有可拆卸的毛刷层，
毛刷层末端紧贴挤压腔的
侧壁和底壁。
[0008] 作为优选，
所述第二阻隔板呈漏斗状，
过渡管位于第二阻隔板的底部中心。
[0009] 作为优选，
所述过渡腔内设有一个动力装置，
动力装置与一根竖直设置的螺杆相
连，
螺杆伸入过渡管内，
螺杆与过渡管位于同一轴线上，
螺杆的最大外径小于过渡管的内
径。
[0010] 作为优选，
所述碾压腔底部呈漏斗装置，
出料管位于碾压腔的底部中心，
粉碎机底
部设有若干根支撑柱，
出料管的下方设有一个接料槽。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本实用新型通过将碾压滚轮、
挤压板设置在粉碎箱内，
使
得蚌壳可得到有效的粉碎，
便于蚌壳的后续处理；
螺杆的设置使得过渡腔内的粉碎料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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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塞过渡管，
保证了装置的有效运行；
毛刷层配合落料缝使得蚌壳碎屑不易卡住挤压板。
[0012] 本实用新型的特征及优点将通过实施例结合附图进行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珍珠蚌蚌壳粉碎机的主视图。
[0014] 图中：
1-粉碎箱、2-挤压腔、3-过渡腔、4-碾压腔、5-进料装置、6-控制装置、
10-支
撑柱、
11-第一阻隔板、
12-第二电动开合门、
13-落料缝、
15-第二阻隔板、
16-过渡管、20-推
拉装置、
21-推拉杆、
22-加压板、
23-毛刷层、
30-动力装置、
31-螺杆、
40-碾压滚轮、
41-电机、
45-出料管、
46-接料槽、
50-第一电动开合门、
51-盖板、
52-第三电动开合门。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参阅图1，
本实用新型一种珍珠蚌蚌壳粉碎机，
包括粉碎箱1、
进料装置5、第一阻隔
板11、第二阻隔板15、
碾压滚轮40、
挤压板、
连接杆、
推拉装置20、
控制装置6，
所述粉碎箱1内
设有一块第一阻隔板11和一块第二阻隔板15，
第一阻隔板11位于第二阻隔板15的上方，
第
一阻隔板11和第二阻隔板15将粉碎箱1内部自上向下依次分隔成挤压腔2、
过渡腔3、
碾压腔
4，
所述粉碎箱1的顶部设有一个进料装置5，
进料装置5的出料端设有一个第一电动开合门
50，
所述挤压腔2的左侧侧壁上穿有一根可左右移动的推拉杆21，
推拉杆21的左侧与一个位
于粉碎箱1外部的推拉装置20相连，
推拉杆21的右端设有一块挤压板，
所述第一阻隔板11为
一块水平板，
第一阻隔板11的右端开设有一个第二电动开合门12，
所述碾压腔4内设有两个
前后走向的碾压滚轮40，
两个碾压滚轮40至少有一个与位于粉碎箱1外部的电机41相连，
所
述第二阻隔板15底部设有一根连通过渡腔3和碾压腔4的过渡管16，
过渡管16位于两个碾压
滚轮40之间的间隙的正上方，
所述碾压腔4底部设有一根出料管45，
所述推拉装置20、
电机
41、第一电动开合门50、第二电动开合门12均与控制装置6相连，
所述挤压腔2的顶部设盖有
一块盖板51，
盖板51的右端开设有一个第三电动开合门52，
第三电动开合门52位于第一电
动开合门50的正下方，
第三电动开合门52与控制装置6相连，
所述第一阻隔板11的左侧端面
与粉碎箱1的的左侧内壁之间形成一条落料缝13，
所述挤压板的侧壁上设有可拆卸的毛刷
层23，
毛刷层23末端紧贴挤压腔2的侧壁和底壁，
所述第二阻隔板15呈漏斗状，
过渡管16位
于第二阻隔板15的底部中心，
所述过渡腔3内设有一个动力装置30，
动力装置30与一根竖直
设置的螺杆31相连，
螺杆31伸入过渡管16内，
螺杆31与过渡管16位于同一轴线上，
螺杆31的
最大外径小于过渡管16的内径，
所述碾压腔4底部呈漏斗装置，
出料管45位于碾压腔4的底
部中心，
粉碎机底部设有若干根支撑柱10，
出料管45的下方设有一个接料槽46。
[0016] 本实用新型工作过程：
[0017] 本实用新型一种珍珠蚌蚌壳粉碎机在工作过程中，
碾压滚轮40、挤压板22设置在
粉碎箱1内，
使得蚌壳可得到有效的粉碎，
便于蚌壳的后续处理；
螺杆31的设置使得过渡腔3
内的粉碎料不易堵塞过渡管16，
保证了装置的有效运行；
毛刷层23配合落料缝13使得蚌壳
碎屑不易卡住挤压板22。
[0018] 上述实施例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说明，
不是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定，
任何对本实用新
型简单变换后的方案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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