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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可节省单次试验物料和时

间的用于再生橡胶配方试验的再生橡胶脱硫机，

包括匀速进料装置、螺旋输送装置、出料冷却装

置，螺旋输送装置包括第一加热装置、第二加热

装置、第一保温装置和第二保温装置，出料冷却

装置包括第一出料冷却装置和第二出料冷却装

置，第二保温装置的出料口与第一出料冷却装置

的进料口连接，第一出料冷却装置的出料口与第

二冷却装置的进料口连接；的第一出料冷却装置

和第二出料冷却装置均包括螺旋轴输送装置、水

冷装置、冷却水接头和驱动装置，水冷装置设置

在螺旋轴输送装置外，螺旋轴输送装置与驱动装

置连接。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每次脱硫仅需

少量废橡胶及其助剂就能完成，节省了配方试验

的原料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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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再生橡胶脱硫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提升进料装置、暂存进料装置、匀速进料装

置、螺旋输送装置和出料冷却装置，所述提升进料装置的出料口与暂存进料装置的进料口

连接，所述暂存进料装置的出料口与匀速进料装置的进料口连接；

所述螺旋输送装置包括第一加热装置、第二加热装置、第一保温装置和第二保温装置，

所述匀速进料装置的出料口与第一加热装置的进料口连接，第一加热装置的出料口与第二

加热装置的进料口连接，第二加热装置的出料口与第一保温装置的进料口连接，第一保温

装置的出料口与第二保温装置的进料口连接；

所述第一加热装置、第二加热装置、第一保温装置和第二保温装置均包括螺旋轴、传动

机构和缸套，缸套套接在螺旋轴外部，螺旋轴一侧通过联轴器与传动机构的传动轴连接，所

述第一加热装置和第二加热装置的缸套外壁设有红外加热管，所述第一保温装置和第二保

温装置的缸套外壁设有隔热保温层，所述螺旋轴包括输送转轴和设置在输送转轴上的用于

推进物料的输送螺旋叶片；

所述第一加热装置、第二加热装置、第一保温装置的内径逐渐增大，第二保温装置与第

一保温装置内径相同；

所述出料冷却装置包括第一出料冷却装置和第二出料冷却装置，第二保温装置的出料

口与第一出料冷却装置的进料口连接，所述第一出料冷却装置的出料口与第二出料冷却装

置的进料口连接，所述第一出料冷却装置和第二出料冷却装置均包括螺旋轴输送装置、水

冷装置、冷却水接头和驱动装置，水冷装置设置在螺旋轴输送装置外，螺旋轴输送装置与驱

动装置连接；

所述第一出料冷却装置和第二出料冷却装置之间为法兰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再生橡胶脱硫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暂存进料装置，所述暂

存进料装置的出料口与匀速进料装置的进料口连接，所述匀速进料装置的出料口与第一加

热装置的进料口连接，所述暂存进料装置上设有料位检测器；

所述匀速进料装置包括顺次连接的螺旋轴、变频器、电机和减速器；

所述螺旋轴输送装置由单螺旋轴及缸套或双螺旋轴及缸套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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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再生橡胶脱硫机

[0001] 本案是以申请日为2015.05.13，申请号为201510241957.X，名称为“一种再生橡胶

配方试验方法和再生橡胶脱硫机”的发明专利为母案而进行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再生橡胶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用于再生橡胶配方试验的再生橡胶脱

硫机。

背景技术

[0003] 废橡胶的处理是当今人们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为了满足不断提高的材料性能要

求，橡胶朝着高强度、耐磨、稳定和耐老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同时造成了废弃后的橡胶长时

期不能自然降解的问题，大量的废旧橡胶造成了比塑料污染(白色污染)更难处理的黑色污

染。另一方面浪费了宝贵的橡胶资源。全世界每年有数百万吨废橡胶产生，数量如此巨大，

如何对其进行有效处理已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为此，除将堆积如山的废弃橡胶制

品当燃料焚烧外，自1910年开始，各国科学家纷纷研究更为有效的废橡胶再生处理技术。再

生橡胶是指废旧硫化橡胶经过粉碎、加热、机械处理等物理化学过程，使其从弹性状态变成

具有塑性和粘性的、能够再硫化的橡胶。再生过程的实质是在热、氧、机械作用和再生剂的

化学与物理作用等的综合作用下，使硫化胶网络破坏降解，断裂位置既有交联键，也有交联

键之间的大分子键。

[0004] 废旧硫化橡胶经过再生后，能成为具有塑性的可硫化胶料。但由于多品种合成橡

胶的并用，及对回收的废旧硫化橡胶分类不严，再生原料胶的组成复杂，变动甚大，难以用

某一固定的再生条件达到完全再生的目的，因而再生橡胶生产前需要进行配方试验。对再

生橡胶进行配方试验可以鉴别再生程度，为改变再生条件、提高再生橡胶质量提供参考。为

确定各种原材料之间的配比，传统的配方试验采用动态脱硫罐来破坏硫链接，其原理是采

用高温、高压、加水以及各种辅助断硫材料，使硫化橡胶粉断硫塑化成为再生橡胶。动态脱

硫以高压饱和蒸汽为热源，脱硫温度在220摄氏度左右，蒸汽压力高达2.5MPa，在高温高压

和再生剂作用下胶粉发生溶胀，这种溶胀具有一定时间的持续性，占领大分子回弹的空间，

迫使大分子慢慢丧失弹性，使分子逐渐变小，橡胶溶胀到最大程度时需要保持一定的时间，

即大分子丧失弹性记忆的必要时间，这也导致了这种脱硫方式的耗时太长。这种配方试验

方法的脱硫过程存在着压力高不安全、产生废水废气排放、产量低、能耗高等缺陷，且每次

脱硫需要投递大量的原料，单次试验的脱硫过程需花费3小时以上，由于配方试验需反复进

行，这种脱硫方式用于配方试验使得原料和时间成本投入极大。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可节省单次试验的物料和时间的用于再

生橡胶配方试验的再生橡胶脱硫机。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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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再生橡胶脱硫机，包括提升进料装置、暂存进料装

置、匀速进料装置、螺旋输送装置和出料冷却装置，所述提升进料装置的出料口与暂存进料

装置的进料口连接，所述暂存进料装置的出料口与匀速进料装置的进料口连接；

[0008] 所述螺旋输送装置包括第一加热装置、第二加热装置、第一保温装置和第二保温

装置，所述匀速进料装置的出料口与第一加热装置的进料口连接，第一加热装置的出料口

与第二加热装置的进料口连接，第二加热装置的出料口与第一保温装置的进料口连接，第

一保温装置的出料口与第二保温装置的进料口连接；

[0009] 所述第一加热装置、第二加热装置、第一保温装置和第二保温装置均包括螺旋轴、

传动机构和缸套，缸套套接在螺旋轴外部，螺旋轴一侧通过联轴器与传动机构的传动轴连

接，所述第一加热装置和第二加热装置的缸套外壁设有红外加热管，所述第一保温装置和

第二保温装置的缸套外壁设有隔热保温层，所述螺旋轴包括输送转轴和设置在输送转轴上

的用于推进物料的输送螺旋叶片；

[0010] 所述第一加热装置、第二加热装置、第一保温装置的内径逐渐增大，第二保温装置

与第一保温装置内径相同；

[0011] 所述出料冷却装置包括第一出料冷却装置和第二出料冷却装置，第二保温装置的

出料口与第一出料冷却装置的进料口连接，所述第一出料冷却装置的出料口与第二出料冷

却装置的进料口连接，所述第一出料冷却装置和第二出料冷却装置均包括螺旋轴输送装

置、水冷装置、冷却水接头和驱动装置，水冷装置设置在螺旋轴输送装置外，螺旋轴输送装

置与驱动装置连接；

[0012] 所述第一出料冷却装置和第二出料冷却装置之间为法兰连接。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再生橡胶脱硫机中，废橡胶粉依次经过提升进料

装置、暂存进料装置、匀速进料装置、第一加热装置、第二加热装置、第一保温装置、第二保

温装置、第一出料冷却装置和第二出料冷却装置，在第一加热装置中被预热，避免了温度骤

升导致橡胶颗粒结焦现象；经过二次冷却，延长物料在出料冷却装置中的时间，可加快冷却

速度，提高生产效率；采用高温常压工艺，与传统工艺中采用高温高压工艺的动态脱硫罐相

比，无废气和废水的排放，节能环保；采用红外加热方式，节能高效无污染，大大降低了生产

成本；加热过程中无需向物料添加水来加快冷却速度，可使物料保持一定的干燥度，使生产

的再生橡胶质量稳定，且不产生废水；也无需另设排气孔或其他除水装置，结构较为简单；

橡胶粉在第一保温装置和第二保温装置内充分膨胀，混合均匀，生产得到的再生橡胶质量

优良、品质稳定。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2再生橡胶脱硫机示意图。

[0015] 标号说明：

[0016] 1、暂存进料装置；2、匀速进料装置；31、第一加热装置；32、第二加热装置；33、第一

保温装置；34、第二保温装置；41、第一出料冷却装置；42、第二出料冷却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详细说明本发明的技术内容、所实现目的及效果，以下结合实施方式并配合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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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予以说明。

[0018] 本发明最关键的构思在于：在常压下混料依次经过预热、加热、保温和冷却过程，

保温时螺杆转速减小，冷却时螺杆转速增大，以延长保温时间、加速冷却，在螺杆的剪切挤

压作用下，只需投递少量混料也能达到与大量投递混料相同的效果，避免了废橡胶骤冷骤

热下品质不稳定，最终将脱硫过程的时间控制在15～19min，极大地节省了配方试验的时间

和原料成本。

[0019] 本发明提供的一个技术方案为：

[0020] 一种再生橡胶配方试验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1] 步骤1、将废橡胶粉碎成20～30目的废橡胶粉；

[0022] 步骤2、将废橡胶粉、活化剂、软化剂和其他助剂混合后的混料在常压下依次经过

连续的预热、加热、保温和冷却后得到再生橡胶，其中，预热、加热、保温和冷却过程均通过

各自独立的螺杆输送，预热、加热是通过红外加热方式使混料升温，预热温度为50～60℃，

加热温度为280～300℃，预热和加热时螺杆转速均为24r/min，预热和加热时间一共是5～

6min；保温时螺杆转速为16r/min，保温时间为7～9min；冷却时螺杆转速为30r/min，冷却时

间为3～4min。

[0023] 从上述描述可知，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废橡胶粉、活化剂、软化剂和其他助剂

混合后的混料加热前在50～60℃条件下预热，由于废橡胶粉已经粉碎成20～30目的颗粒，

通过红外加热方式加热，可以缓慢受热且受热均匀，避免了橡胶导热慢、温度骤升导致废橡

胶粉在加热输送过程中出现的结焦现象进而影响到最终产物的质量；预热和加热一共控制

在5～6min，加热后保温7～9min，保温时转速降低至16r/min，可以给橡胶颗粒一个充分膨

胀的时间和空间，保温得到的再生橡胶更稳定、品质均一；保温7～9min后冷却3～4min，冷

却时螺杆转速为30r/min，不仅加快冷却速度，更不会出现向橡胶粉中加水导致的影响橡胶

粉品质的问题，在常压下混料依次经过以上预热、加热、保温和冷却过程，保温时螺杆转速

减小，冷却时螺杆转速增大，以延长保温时间、加速冷却，在螺杆的剪切挤压作用下，只需投

递少量混料也能达到与大量投递混料相同的效果，避免了废橡胶骤冷骤热下品质不稳定，

最终将脱硫过程的时间控制在15～19min，极大地节省了配方试验的时间和原料成本。

[0024] 进一步的，还包括步骤3：将再生橡胶按GB/T13460  2008进行化学、物理性能指标

测试，若测试结果不符合GB/T13460  2008，则改变废橡胶粉、活化剂和软化剂的比例，重复

进行步骤2和步骤3。

[0025] 进一步的，步骤2中进行常压连续脱硫前将废橡胶粉、活化剂、软化剂和其他助剂

用高速搅拌机搅拌均匀。

[0026] 由上述描述可知，进行常压连续脱硫前将废橡胶粉、活化剂、软化剂和其他助剂用

高速搅拌机搅拌均匀可使得到的再生橡胶品质均一。

[0027] 进一步的，所述软化剂为煤焦油，所述活化剂为RX－680，所述其他助剂包括二丁

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镍、2～硫醇基苯骈噻唑。

[0028] 请参照图1，本发明提供的另一技术方案为：包括提升进料装置、暂存进料装置1、

匀速进料装置2、螺旋输送装置、出料冷却装置和电气控制装置，所述提升进料装置的出料

口与暂存进料装置1的进料口连接，所述暂存进料装置1的出料口与匀速进料装置2的进料

口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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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所述螺旋输送装置包括第一加热装置31、第二加热装置32、第一保温装置33和第

二保温装置34，所述匀速进料装置2的出料口与第一加热装置31的进料口连接，第一加热装

置31的出料口与第二加热装置32的进料口连接，第二加热装置32的出料口与第一保温装置

33的进料口连接，第一保温装置33的出料口与第二保温装置34的进料口连接；所述第一加

热装置31、第二加热装置32、第一保温装置33和第二保温装置34均包括螺旋轴、缸套和传动

机构，螺旋轴外部套接有缸套，螺旋轴一侧通过联轴器与传动机构的传动轴连接，所述第一

加热装置31和第二加热装置32的缸套外壁设有红外加热管，所述第一保温装置33和第二保

温装置34的缸套外壁设有隔热保温层；

[0030] 所述出料冷却装置包括第一出料冷却装置41和第二出料冷却装置42，第二保温装

置34的出料口与第一出料冷却装置41的进料口连接，所述第一出料冷却装置41的出料口与

第二冷却装置的进料口连接；所述的第一出料冷却装置41和第二出料冷却装置42均包括螺

旋轴输送装置、水冷装置、冷却水接头和驱动装置，水冷装置设置在螺旋轴输送装置外，螺

旋轴输送装置与驱动装置连接；

[0031] 所述第一加热装置31、第二加热装置32、第一保温装置33的内径逐渐增大，第二保

温装置34与第一保温装置33内径相同。

[0032] 废橡胶粉进行脱硫前，应先检查再生橡胶脱硫机内是否有杂物，清理干净后开启

第一出料冷却装置41的水冷装置和第二出料冷却装置42的水冷装置，待第一加热装置31温

度达到100摄氏度时向提升进料机构供料，废橡胶粉被运送到暂存进料装置1，然后进入匀

速进料装置2，再进入到第一加热装置31中预热，预热后进入第二加热装置32，依次经过第

一保温装置33、第二保温装置34充分反应后，最后在第一出料冷却装置41和第二出料冷却

装置42中通过水冷却，从第二出料冷却装置42的出料口得到的产品即为再生橡胶粉。物料

在整个再生橡胶脱硫机内流动时间为15～30分钟即完成脱硫，得再生橡胶粉。

[0033] 进一步的，向第一出料冷却装置41管外通冷却水，向第二出料冷却装置42管外通

过冷水，可加快物料冷却过程。

[0034] 本发明再生橡胶脱硫机中，第一加热装置31、第二加热装置32、第一保温装置33的

内径是逐渐增大的，第二保温装置34与第一保温装置33内径相同，第一保温装置33和第二

保温装置34给橡胶提供膨胀空间，不仅使生产出来的再生橡胶品质优良，同时节约了电能，

第一保温装置33和第二保温装置34无需加热；橡胶粉的速度在第一加热装置31、第二加热

装置32、第一保温装置33中逐渐减小，以延长保温时间，使橡胶粉混合充分，使得到的再生

橡胶品质稳定。

[0035] 在再生橡胶脱硫机中，橡胶粉末在传递的过程中发生化学反应并最终成型。然而

在这个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对反应时间和废橡胶粉的量的多少都有一定要求。现有技术中

的输送装置，从头到尾都是均一的结构，螺旋轴输送废橡胶粉的时间和输送量与加工要求

不相匹配，由于橡胶导热慢，导致废橡胶粉在加热输送过程中出现结焦现象，进而影响到最

终产物的质量；而本发明通过暂存装置和匀速进料装置2控制了输送量，采取先预热，再加

热，再保温，最后冷却，每一阶段的物料停留时间都是独立控制的，物料在输送过程中温度

是先升高再逐步降低的，无需在整个输送过程中都加热，大大节约了能源，同时得到的是稳

定性好的再生橡胶。

[0036] 从上述描述可知，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说　明　书 4/7 页

6

CN 107141506 B

6



[0037] 1、废橡胶粉依次经过提升进料装置、暂存进料装置1、匀速进料装置2、第一加热装

置31、第二加热装置32、第一保温装置33、第二保温装置34、第一出料冷却装置41和第二出

料冷却装置42，在第一加热装置31中被预热，避免了温度骤升导致橡胶颗粒结焦现象；

[0038] 2、经过二次冷却，延长物料在出料冷却装置中的时间，可加快冷却速度，提高生产

效率；

[0039] 3、采用高温常压工艺，与传统工艺中采用高温高压工艺的动态脱硫罐相比，无废

气和废水的排放，实现再生橡胶低碳制造、清洁化生产、绿色发展，在常压条件下生产，避免

了在高压条件下产生的安全隐患，真正实现了安全生产；

[0040] 4、采用红外加热方式，避免了传统方法水、汽相变热能转换消耗，与动态法相比，

可节约能源30％左右，节能高效无污染；

[0041] 5、省去锅炉、蒸汽发生器、尾气净化装置以及油气管道的投入，可以节省投资

50％，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

[0042] 6、加热过程中无需向物料添加水来加快冷却速度，可使物料保持一定的干燥度，

使生产的再生橡胶质量稳定，且不产生废水；也无需另设排气孔或其他除水装置，结构较为

简单；

[0043] 7、实现了连续化生产，改变了传统再生橡胶间歇生产的历史；

[0044] 8、提高了生产自动化程度，减少用人，减轻了劳动强度，改善了生产环境；

[0045] 9、既可生产废旧轮胎再生胶，又可生产丁基再生胶、三元乙丙再生胶、丁睛再生胶

等，真正实现了一机多用；

[0046] 10、橡胶粉在第一保温装置33和第二保温装置34内充分膨胀，混合均匀，生产得到

的再生橡胶质量优良、品质稳定。

[0047] 进一步的，所述暂存装置上设有料位检测器。

[0048] 进一步的，所述的传动机构包括变频器、电机、减速器、齿轮运动副和链轮运动副，

变频器、电机和减速器顺次连接。

[0049] 进一步的，所述匀速进料装置2包括顺次连接的螺旋轴、变频器、电机和减速器。

[0050] 进一步的，所述的螺旋轴输送装置由单螺旋轴及缸套或双螺旋轴及缸套组成。

[0051] 进一步的，所述螺旋轴包括输送转轴和设置在输送转轴上的用于推进物料的输送

螺旋叶片。

[0052]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出料冷却装置41和第二出料冷却装置42之间为法兰连接。

[0053] 本发明的实施例1为：取粒径为20目的废钢丝轮胎100Kg，向其中加入活化剂

1.5Kg、再加软化剂16Kg后，把混料放入再生橡胶脱硫机中脱硫，混料依次经过预热、加热、

保温和冷却，其中：先在55℃温度下预热，加热转速为每分钟24转，加热温度为280～300℃，

加热时间为5分钟；保温转速为每分钟16转，保温时间为8分钟；冷却转速为每分钟30转，时

间为3分钟。冷却后的橡胶粉用手轻轻一握可以成团但不粘手，脱硫程度较高，可进行拉力

试验及硫化试验。

[0054] 对比例1

[0055] 取粒径为20目的废钢丝轮胎100Kg，加入体积为6立方米的动态脱硫罐中，向其中

加入活化剂1.5Kg和软化剂16Kg后，将混料通过在220摄氏度、蒸汽压力2.5MPa条件下脱硫3

小时，橡胶粉结焦在脱硫罐内部，无法取出进行后续的拉力试验及硫化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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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对比例2

[0057] 取粒径为20目的废橡胶粉1.5T，加入体积为6立方米的动态脱硫罐中，向其中加入

活化剂5Kg、软化剂270Kg后，将混料通过在220摄氏度、蒸汽压力2.5MPa条件下脱硫3小时

后，脱硫后的胶粉用手轻轻一握可以成团但不粘手，脱硫程度较高，脱硫后的物料可进行拉

力试验及硫化试验。

[0058] 请参照图1，本发明的实施例2为：一种再生橡胶脱硫机，包括提升进料装置、暂存

进料装置1、匀速进料装置2、螺旋输送装置、出料冷却装置和电气控制装置，所述提升进料

装置的出料口与暂存进料装置1的进料口连接，所述暂存进料装置1的出料口与匀速进料装

置2的进料口连接；所述螺旋输送装置包括第一加热装置31、第二加热装置32、第一保温装

置33和第二保温装置34，所述匀速进料装置2的出料口与第一加热装置31的进料口连接，第

一加热装置31的出料口与第二加热装置32的进料口连接，第二加热装置32的出料口与第一

保温装置33的进料口连接，第一保温装置33的出料口与第二保温装置34的进料口连接；所

述第一加热装置31、第二加热装置32、第一保温装置33和第二保温装置34均包括螺旋轴、缸

套和传动机构，螺旋轴外部套接有缸套，螺旋轴一侧通过联轴器与传动机构的传动轴连接，

所述第一加热装置31和第二加热装置32的缸套外壁设有红外加热管，所述第一保温装置33

和第二保温装置34的缸套外壁设有隔热保温层；所述出料冷却装置包括第一出料冷却装置

41和第二出料冷却装置42，第二保温装置34的出料口与第一出料冷却装置41的进料口连

接，所述第一出料冷却装置41的出料口与第二冷却装置的进料口连接；所述的第一出料冷

却装置41和第二出料冷却装置42均包括螺旋轴输送装置、水冷装置、冷却水接头和驱动装

置，水冷装置设置在螺旋轴输送装置外，螺旋轴输送装置与驱动装置连接；所述第一加热装

置31、第二加热装置32、第一保温装置33的内径逐渐增大，第二保温装置34与第一保温装置

33内径相同。所述暂存装置上设有料位检测器。所述的传动机构包括变频器、电机、减速器、

齿轮运动副和链轮运动副，变频器、电机和减速器顺次连接。所述匀速进料装置2包括顺次

连接的螺旋轴、变频器、电机和减速器。所述的螺旋轴输送装置由单螺旋轴及缸套或双螺旋

轴及缸套组成。所述螺旋轴包括输送转轴和设置在输送转轴上的用于推进物料的输送螺旋

叶片。

[0059]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的再生橡胶试验方法及再生橡胶脱硫机的有益效果在于：

本发明再生橡胶配方试验方法中，废橡胶粉、活化剂、软化剂和其他助剂混合后的混料加热

前在50～60℃条件下预热，由于废橡胶粉已经粉碎成20～30目的颗粒，通过红外加热方式

加热，可以缓慢受热且受热均匀，避免了橡胶导热慢、温度骤升导致废橡胶粉在加热输送过

程中出现的结焦现象进而影响到最终产物的质量；预热和加热一共控制在5～6min，加热后

保温7～9min，保温时转速降低至16r/min，可以给橡胶颗粒一个充分膨胀的时间和空间，保

温得到的再生橡胶更稳定、品质均一；保温7～9min后通过管外的流动水冷却3～4min，冷却

时螺杆转速为30r/min，不仅加快冷却速度，更不会出现向橡胶粉中加水冷却导致的影响橡

胶粉品质的问题，在常压下混料依次经过以上预热、加热、保温和冷却过程，保温时螺杆转

速减小，冷却时螺杆转速增大，以延长保温时间、加速冷却，在螺杆的剪切挤压作用下，只需

投递少量混料也能达到与大量投递混料相同的效果，避免了废橡胶骤冷骤热下品质不稳

定，最终将脱硫过程的时间控制在15～19min，极大地节省了配方试验的时间和原料成本。

本发明再生橡胶脱硫机中，废橡胶粉依次经过提升进料装置、暂存进料装置、匀速进料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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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第一加热装置、第二加热装置、第一保温装置、第二保温装置、第一出料冷却装置和第二

出料冷却装置，在第一加热装置中被预热，避免了温度骤升导致橡胶颗粒结焦现象；经过二

次冷却，延长物料在出料冷却装置中的时间，可加快冷却速度，提高生产效率；采用高温常

压工艺，与传统工艺中采用高温高压工艺的动态脱硫罐相比，无废气和废水的排放，节能环

保；采用红外加热方式，节能高效无污染，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加热过程中无需向物料添

加水来加快冷却速度，可使物料保持一定的干燥度，使生产的再生橡胶质量稳定，且不产生

废水；也无需另设排气孔或其他除水装置，结构较为简单；橡胶粉在第一保温装置和第二保

温装置内充分膨胀，混合均匀，生产得到的再生橡胶质量优良、品质稳定。

[006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

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同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

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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