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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PVC膜原料搅拌器，属于

机械领域。本PVC膜原料搅拌器，搅拌器包括工作

台和搅拌箱，搅拌箱具有空腔，所述的搅拌箱空

腔内水平固定有一过滤板，过滤板将搅拌箱空腔

分隔成上空腔和下空腔，搅拌箱顶壁上开设有进

料口一，进料口一与搅拌箱上空腔相连通，搅拌

箱的侧壁上开设有进料口二，进料口二与搅拌箱

下空腔相连通，搅拌箱的侧壁上开设有出料口

一，所述的出料口一与搅拌箱下空腔相连通；搅

拌箱的下空腔设置有搅拌装置一，搅拌箱的上空

腔设置有搅拌装置二。本发明具有能够更加高效

将PVC膜原料原料进行搅拌粉碎后制备成浆料的

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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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PVC膜原料搅拌器，所述的搅拌器包括工作台和固定在工作台上的搅拌箱，所述

的搅拌箱具有空腔，所述的搅拌箱空腔内水平固定有一过滤板，所述的过滤板，所述的过滤

板将搅拌箱空腔分隔成上空腔和下空腔，所述的搅拌箱顶壁上开设有进料口一，进料口一

与搅拌箱上空腔相连通，所述的搅拌箱的侧壁上开设有进料口二，所述的进料口二与搅拌

箱下空腔相连通，搅拌箱的侧壁上开设有出料口一，所述的出料口一与搅拌箱下空腔相连

通；所述搅拌箱的下空腔设置有搅拌装置一，搅拌箱的上空腔设置有搅拌装置二，所述的搅

拌装置一包括丝杠和若干搅拌叶片一，所述的搅拌箱相对的两侧上水平开设有安装孔一和

安装孔二，所述的安装孔一和安装孔二内分别固定有轴承一和轴承二，丝杠的两端分别固

定在轴承一和轴承二的内圈上，所述的丝杠上螺纹连接有一螺母，所述的螺母的外圈套设

有轴承三，所述的搅拌叶片一固定在轴承三外圈上，所述的丝杠的一端穿出安装孔二，且丝

杠的穿出端还设置有传动机构一，所述的传动机构一包括传动电机，所述的工作台上固定

有一竖板，所述的传动电机通过电机座固定在竖板背向搅拌箱的一侧面上，所述的竖板上

开设有穿出孔，传动电机的输出轴穿出穿出孔，传动电机输出轴与穿出孔间隙配合，且传动

电机输出轴的穿出端通过联轴器连接有传动轴一，所述的传动轴一与丝杠穿出安装孔二的

一端连接，所述的搅拌装置二包括搅拌轴和若干搅拌叶片二，所述的搅拌箱的顶壁上竖直

开设有安装孔三，所述的安装孔三的内壁上固定有轴承四，所述的搅拌轴竖直固定在轴承

四的内圈上，所述的搅拌叶片二均固定在搅拌轴上，所述的搅拌轴上还设置有传动机构二，

所述的传动机构二包括主动齿轮、从动齿轮、锥齿轮一和锥齿轮二，所述的竖板上开设有安

装槽，所述的安装槽内固定有轴承五，所述的轴承五的内圈上固定有传动轴二，所述的锥齿

轮一固定在传动轴二上，所述的锥齿轮二固定在搅拌轴上，锥齿轮一和锥齿轮二相互啮合，

所述的主动齿轮固定在传动轴一上，所述的从动齿轮固定在传动轴二上，主动齿轮和从动

齿轮相互啮合，且从动齿轮位于锥齿轮一和竖板之间，所述的主动齿轮的齿数大于从动齿

轮的齿轮齿数，所述的进料口一上连接有进料管一，进料口二上连接有进料管二，出料口上

连接有出料管，所述的进料管一、进料管二，出料管上分别设置有的进料开关一，所述的工

作台的下表面固定有若干减震垫片，所述的搅拌箱的上空腔和下空腔内均固定加热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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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PVC膜原料搅拌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机械技术领域，涉及一种搅拌器，特别是一种PVC膜原料搅拌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家用电器、汽车、手机等部件都大量采用了塑料件，其表面装饰

的要求越来越高。装饰膜在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已广泛应用于室外铝合金门窗，用作覆

合装饰膜，21世纪以来装饰膜引进我国。我国传统制造的装饰膜为PVC材料制成，PVC分子结

构中存在较不稳定的活泼Cl-容易形成双键结构，使PVC树脂耐候性变差，在户外使用过程

中容易受太阳光中紫外线破坏而引起PVC树脂发黄、发红等变色现象。在对装饰膜进行加工

过程中需要对PVC膜原料进行搅拌制备浆料。

[0003] 由 于存在上述的问题 ，目前 ，人们研发出了一种P E搅拌器【专利号 ：

ZL201620960167.7；授权公告号：CN206082357U】。这种PE搅拌器，包括搅拌器主体、电机、齿

轮箱、转动轴，电机安装在齿轮箱上，齿轮箱通过固定筋板固定在搅拌器主体上，转动轴安

装在搅拌器主体内部，且转动轴的上端与齿轮箱相连接，转动轴的下端与搅拌器主体内部

安有的轴承座相连接，转动轴上设有内部搅拌器和外部搅拌器，齿轮箱包括正转部分和反

转部分，内部搅拌器和正转部分连接，外部搅拌器和反转部分连接，内部搅拌器包括设置在

转动轴上的耙式搅拌器、桨式搅拌器和框式搅拌器，外部搅拌器上设有若干个刮板。

[0004] 但是，这种搅拌器并不能够更高效的实现对原料进行搅拌粉碎制备成浆料。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的技术存在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PVC膜原料搅拌器，本

PVC膜原料搅拌器具有能够更加高效实现将PVC膜原料进行搅拌粉碎后制备成浆料的特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可通过下列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7] 一种PVC膜原料搅拌器，所述的搅拌器包括工作台和固定在工作台上的搅拌箱，所

述的搅拌箱具有空腔，所述的搅拌箱空腔内水平固定有一过滤板，所述的过滤板将搅拌箱

空腔分隔成上空腔和下空腔，所述的搅拌箱顶壁上开设有进料口一，进料口一与搅拌箱上

空腔相连通，所述的搅拌箱的侧壁上开设有进料口二，所述的进料口二与搅拌箱下空腔相

连通，搅拌箱的侧壁上开设有出料口一，所述的出料口一与搅拌箱下空腔相连通；所述搅拌

箱的下空腔设置有搅拌装置一，搅拌箱的上空腔设置有搅拌装置二。

[0008] 将制备PVC膜层的固态原料通过进料口一添加到搅拌箱的上空腔，通过搅拌装置

二能够对固态原料进行预搅拌，粉碎的原料通过过滤板进入到搅拌箱的下空腔，同时，可通

过进料口二直接向搅拌箱的下空腔添加液态原料，在搅拌装置一的作用下，得到原料浆料，

采用预先粉碎固态原料，从而能够更好的保证固态原料融入到液态原料中，保证浆料稠度。

[0009] 在上述PVC膜原料搅拌器中，所述的搅拌装置一包括丝杠和若干搅拌叶片一，所述

的搅拌箱相对的两侧上水平开设有安装孔一和安装孔二，所述的安装孔一和安装孔二内分

别固定有轴承一和轴承二，丝杠的两端分别固定在轴承一和轴承二的内圈上，所述的丝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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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螺纹连接有一螺母，所述的螺母的外圈套设有轴承三，所述的搅拌叶片一固定在轴承三

外圈上，所述的丝杠的一端穿出安装孔二，且丝杠的穿出端还设置有传动机构一。

[0010] 传动机构一带动丝杆转动，从而能够带动螺母随丝杆传动，在轴承三的作用下，从

而能够带动搅拌叶片一随丝杠传动，实现对将粉碎后的固态原料融入到液态原料中形成浆

料。

[0011] 在上述PVC膜原料搅拌器中，所述的传动机构一包括传动电机，所述的工作台上固

定有一竖板，所述的传动电机通过电机座固定在竖板背向搅拌箱的一侧面上，所述的竖板

上开设有穿出孔，传动电机的输出轴穿出穿出孔，传动电机输出轴与穿出孔间隙配合，且传

动电机输出轴的穿出端通过联轴器连接有传动轴一，所述的传动轴一与丝杠穿出安装孔二

的一端连接。传动电机通过传动轴一带动丝杠转动，从而能够实现螺母随丝杆传动。

[0012] 在上述PVC膜原料搅拌器中，所述的搅拌装置二包括搅拌轴和若干搅拌叶片二，所

述的搅拌箱的顶壁上竖直开设有安装孔三，所述的安装孔三的内壁上固定有轴承四，所述

的搅拌轴竖直固定在轴承四的内圈上，所述的搅拌叶片二均固定在搅拌轴上，所述的搅拌

轴上还设置有传动机构二。传动机构二带动搅拌轴转动搅拌轴转动，从而带动搅拌轴的上

搅拌叶片转动，实现对固态原料进行粉碎。

[0013] 在上述PVC膜原料搅拌器中，所述的传动机构二包括主动齿轮、从动齿轮、锥齿轮

一和锥齿轮二，所述的竖板上开设有安装槽，所述的安装槽内固定有轴承五，所述的轴承五

的内圈上固定有传动轴二，所述的锥齿轮一固定在传动轴二上，所述的锥齿轮二固定在搅

拌轴上，锥齿轮一和锥齿轮二相互啮合，所述的主动齿轮固定在传动轴一上，所述的从动齿

轮固定在传动轴二上，主动齿轮和从动齿轮相互啮合，且从动齿轮位于锥齿轮一和竖板之

间。

[0014] 传动电机带动传动轴一转动，主动齿轮和从动齿轮相互啮合，从而带动的传动轴

二转动，传动轴二带动锥齿轮一转动，锥齿轮一和锥齿轮二相互啮合，从而实现搅拌轴转

动，实现对搅拌箱上空腔的固态原料粉碎。

[0015] 在上述PVC膜原料搅拌器中，所述的主动齿轮的齿数大于从动齿轮的齿轮齿数。从

而能够实现搅拌轴的转速大于丝杠的转速。

[0016] 在上述PVC膜原料搅拌器中，所述的进料口一上连接有进料管一，进料口二上连接

有进料管二，出料口上连接有出料管。

[0017] 在上述PVC膜原料搅拌器中，所述的进料管一、进料管二，出料管上分别设置有的

进料开关一。

[0018] 在上述PVC膜原料搅拌器中，所述的工作台的下表面固定有若干减震垫片。

[0019] 在上述PVC膜原料搅拌器中，所述的搅拌箱的上空腔和下空腔内均固定加热块。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PVC膜原料搅拌器具有以下优点：

[0021] 1、本发明将固态原料添加到搅拌箱的上空腔，搅拌轴带动搅拌叶片二转动，能够

对固态原料进行预搅拌粉碎，粉碎的原料通过过滤板进入到搅拌箱的下空腔，同时，丝杠转

动能够使螺母随丝杆传动，带动搅拌叶片一转动，使粉碎后的固态原料融入到液态原料，到

原料浆料，采用预先粉碎固态原料，能够更好的保证固态原料融入到液态原料中，保证浆料

稠度。

[0022] 2、本发明的传动电机通过传动轴一带动丝杠转动，从而能够实现螺母随丝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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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主动齿轮固定在传动轴一上，主动齿轮和从动齿轮相互啮合，从而带动的传动轴二转

动，传动轴二带动锥齿轮一转动，锥齿轮一和锥齿轮二相互啮合，从而实现搅拌轴转动，从

而能够提高动力能源的利用率。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中搅拌器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中，1、搅拌箱；2、过滤板；3、上空腔；4、下空腔；5、丝杠；6、搅拌叶片一；7、传动电

机；8、竖板；9、传动轴一；10、搅拌轴；11、搅拌叶片二；12、传动轴二；13、主动齿轮；14、从动

齿轮；15、锥齿轮一；16、锥齿轮二；17、加热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描述，

但本发明并不限于这些实施例。

[0026] 如图1所示，搅拌器包括工作台和固定在工作台上的搅拌箱1，搅拌箱1具有空腔，

搅拌箱1空腔内水平固定有一过滤板2，过滤板2，过滤板2将搅拌箱1空腔分隔成上空腔3和

下空腔4，搅拌箱1顶壁上开设有进料口一，进料口一与搅拌箱1上空腔3相连通，搅拌箱1的

侧壁上开设有进料口二，进料口二与搅拌箱1下空腔4相连通，搅拌箱1的侧壁上开设有出料

口一，出料口一与搅拌箱1下空腔4相连通；搅拌箱1的下空腔4设置有搅拌装置一，搅拌箱1

的上空腔3设置有搅拌装置二。

[0027] 将制备PVC膜层19的固态原料通过进料口一添加到搅拌箱1的上空腔3，通过搅拌

装置二能够对固态原料进行预搅拌，粉碎的原料通过过滤板2进入到搅拌箱1的下空腔4，同

时，可通过进料口二直接向搅拌箱1的下空腔4添加液态原料，在搅拌装置一的作用下，得到

原料浆料，采用预先粉碎固态原料，从而能够更好的保证固态原料融入到液态原料中，保证

浆料稠度。

[0028] 搅拌装置一包括丝杠5和若干搅拌叶片一6，搅拌箱1相对的两侧上水平开设有安

装孔一和安装孔二，安装孔一和安装孔二内分别固定有轴承一和轴承二，丝杠5的两端分别

固定在轴承一和轴承二的内圈上，丝杠5上螺纹连接有一螺母，螺母的外圈套设有轴承三，

搅拌叶片一6固定在轴承三外圈上，丝杠5的一端穿出安装孔二，且丝杠5的穿出端还设置有

传动机构一。传动机构一带动丝杆转动，从而能够带动螺母随丝杆传动，在轴承三的作用

下，从而能够带动搅拌叶片一6随丝杠5传动，实现对将粉碎后的固态原料融入到液态原料

中形成浆料。传动机构一包括传动电机7，工作台上固定有一竖板8，传动电机7通过电机座

固定在竖板8背向搅拌箱1的一侧面上，竖板8上开设有穿出孔，传动电机7的输出轴穿出穿

出孔，传动电机7输出轴与穿出孔间隙配合，且传动电机7输出轴的穿出端通过联轴器连接

有传动轴一9，传动轴一9与丝杠5穿出安装孔二的一端连接。传动电机7通过传动轴一9带动

丝杠5转动，从而能够实现螺母随丝杆传动。

[0029] 搅拌装置二包括搅拌轴10和若干搅拌叶片二11，搅拌箱1的顶壁上竖直开设有安

装孔三，安装孔三的内壁上固定有轴承四，搅拌轴10竖直固定在轴承四的内圈上，搅拌叶片

二11均固定在搅拌轴10上，搅拌轴10上还设置有传动机构二。传动机构二带动搅拌轴10转

动搅拌轴10转动，从而带动搅拌轴10的上搅拌叶片转动，实现对固态原料进行粉碎。传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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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二包括主动齿轮13、从动齿轮14、锥齿轮一15和锥齿轮二16，竖板8上开设有安装槽，安装

槽内固定有轴承五，轴承五的内圈上固定有传动轴二12，锥齿轮一15固定在传动轴二12上，

锥齿轮二16固定在搅拌轴10上，锥齿轮一15和锥齿轮二16相互啮合，主动齿轮13固定在传

动轴一9上，从动齿轮14固定在传动轴二12上，主动齿轮13和从动齿轮14相互啮合，且从动

齿轮14位于锥齿轮一15和竖板8之间。传动电机7带动传动轴一9转动，主动齿轮13和从动齿

轮14相互啮合，从而带动的传动轴二12转动，传动轴二12带动锥齿轮一15转动，锥齿轮一15

和锥齿轮二16相互啮合，从而实现搅拌轴10转动，实现对搅拌箱1上空腔3的固态原料粉碎。

主动齿轮13的齿数大于从动齿轮14的齿轮齿数。从而能够实现搅拌轴10的转速大于丝杠5

的转速。

[0030] 进料口一上连接有进料管一，进料口二上连接有进料管二，出料口上连接有出料

管。进料管一、进料管二，出料管上分别设置有的进料开关一。工作台的下表面固定有若干

减震垫片。搅拌箱1的上空腔3和下空腔4内均固定加热块17。

[0031]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

代，但并不会偏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0032] 尽管本文较多地使用了1、搅拌箱；2、过滤板；3、上空腔；4、下空腔；5、丝杠；6、搅拌

叶片一；7、传动电机；8、竖板；9、传动轴一；10、搅拌轴；11、搅拌叶片二；12、传动轴二；13、主

动齿轮；14、从动齿轮；15、锥齿轮一；16、锥齿轮二；17、加热块等术语，但并不排除使用其它

术语的可能性。使用这些术语仅仅是为了更方便地描述和解释本发明的本质；把它们解释

成任何一种附加的限制都是与本发明精神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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