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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清除铁屑的整粒机，
包
括整粒箱、出料箱、固定安装架、抽拉式整粒筛
网、
吸附装置、
整粒刀和刮料装置，
所述整粒箱内
安装有固定安装架，
所述固定安装架上设有安装
板，
所述安装板上固定有若干个定位滑座，
所述
抽拉式整粒筛网通过第一滑槽安装在固定安装
架的内侧，
所述吸附装置通过第二滑槽安装在固
定安装架的外侧，
所述吸附装置上设有若干个磁
性吸附条，
所述筛网内设有整粒刀，
所述筛网的
下方设有出料箱，
所述出料箱内设有若干个清洁
刮板，
通过吸附装置去除物料中的磁性物，
通过
在机箱的侧面取下筛网安装框更换筛网，
便于操
作，
清洁刮板对出料箱的内壁进行清洁，
去除内
壁粘附的粉粒，
操作简单清洁彻底，
避免药粉残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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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可清除铁屑的整粒机 ，
其特征在于 ：包括整粒箱（1）、出料箱（2）、固定安装架
（3）、抽拉式整粒筛网（4）、
吸附装置（5）、整粒刀（6）和刮料装置（7），
所述整粒箱（1）的上方
设有进料口（11），
所述整粒箱（1）内安装有固定安装架（3），
所述固定安装架（3）上设有安装
板（31），
所述安装板（31）上固定有若干个定位滑座（32），
所述定位滑座（32）为U字框架，
所
述定位滑座（32）的侧壁开设有若干个第一滑槽（321）和第二滑槽（322），
所述定位滑座（32）
底部设有导向杆（33），
所述抽拉式整粒筛网（4）通过第一滑槽（321）安装在固定安装架（3）
的内侧，
所述吸附装置（5）通过第二滑槽（322）安装在固定安装架（3）的外侧，
所述吸附装置
（5）上设有若干个磁性吸附条（53），
所述抽拉式整粒筛网（4）上安装有筛网（43），
所述筛网
（43）内设有整粒刀（6），
所述整粒刀（6）与动力箱（61）相连，
所述筛网（43）的下方设有出料
箱（2），
所述出料箱（2）与整粒箱（1）的连接处设有过渡连接部（12），
所述过渡连接部（12）的
截面形状自上至下由正方形过渡为圆形，
所述出料箱（2）的下设有滑轨（21），
所述滑轨（21）
上设有从动齿盘（73），
所述出料箱（2）内设有若干个清洁刮板（74），
所述清洁刮板（74）固定
在从动齿盘（73）上，
所述吸附装置（5）上还设有支撑板（51）、第二U形框（52）、第二滑条（54）
和边框（55），
所述支撑板（51）上安装有若干个第二U形框（52），
所述第二U形框（52）底部的
内壁设有第二导向槽（521），
所述第二导向槽（521）与导向杆（33）配合，
所述第二U形框（52）
的外壁设有磁性吸附条（53），
所述第二U形框（52）的内侧设有若干个第二滑条（54），
所述第
二滑条（54）与第二滑槽（322）相配合，
所述支撑板（51）的一端设有边框（55），
所述整粒箱
（1）的侧壁开设有U形槽（15），
所述U形槽（15）与吸附装置（5）相配合，
所述边框（55）的宽度
大于U形槽（15）的宽度，
所述边框（55）与U形槽（15）的连接处设有密封条，
所述边框（55）上
设有抽拉板（551），
所述抽拉板（551）驱动吸附装置（5）从U形槽（15）中移出；
所述刮料装置
（7）上还设有清洁驱动锥齿（71）和驱动直齿盘（72），
所述清洁驱动锥齿（71）上设有摇把
（711），
所述驱动直齿盘（72）上设有同轴锥齿（721），
所述清洁驱动锥齿（71）与同轴锥齿
（721）配合，
所述驱动直齿盘（72）驱动从动齿盘（73）转动。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清除铁屑的整粒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整粒箱（1）上设有
活动窗（13），
所述活动窗（13）铰接在整粒箱（1）的侧壁，
所述活动窗（13）上设有拉手（131），
所述整粒箱（1）的侧壁还设有若干个锁扣（14），
所述锁扣（14）固定在U形槽（15）的外壁，
所
述锁扣（14）与活动窗（13）、
边框（55）相配合。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清除铁屑的整粒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抽拉式整粒筛网
（4）上还设有第一U形框（41）和第一滑条（42），
所述第一U形框（41）底部的外壁设有第一导
向槽（411），
所述第一导向槽（411）与导向杆（33）配合，
所述第一U形框（41）的外侧设有若干
个第一滑条（42）所述第一滑条（42）与第一滑槽（321）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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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清除铁屑的整粒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整粒机的技术领域，
特别是一种可清除铁屑的整粒机的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整粒机应用于颗粒产品的生产，
其作用是对碎粒后的物料进行整粒，
产生规
定大小的合格颗粒产品。其工作原理是：
被加工物料通过进料斗进入锥形工作腔，
由旋转的
回转刀对物料起旋流作用，
并将颗粒甩向锥形筛网，
由回转刀与筛网产生剪切作用，
将物料
粉碎，
并由筛网孔排出。
目前市场上通用的整粒装置室采用整粒刀推动物料挤压过筛网的
方式造粒或通过撞击进行破碎物料，
颗粒在回转刀与筛网之间被粉碎成小颗粒并经筛网孔
排出，
粉碎的颗粒大小由筛网的目数、
回转刀与筛网间的间距以及回转刀转速的快慢来调
节。在物料整粒过筛后可能含有磁性异物，
如铁屑、铁丝等。因为大批量物料经过整粒机筛
网时不可避免地与筛网产生摩擦造成生产物料在压片前掺杂有铁屑等磁性异物。此磁性异
物一方面损坏压片机冲头；
另一方面严重影响产品质量，
极大地降低产品的合格率，
整粒机
里面一般都需安装“U”型筛网，
而该“U”型网是易损件，
需经常更换，
原先的破碎、整粒机是
整体式，
筛网需先装上后再装轴及破碎整粒刀，
且破碎机及整粒机是连成一体，
直接与压实
机出口相接，
更换筛网时，
需整体吊下，
全部拆开后，
才能换筛网，
更换筛网较为困难，
块状
原料粉碎的过程中产生的粉粒会粘附在下料漏斗的内壁上，
仅依靠重力难以从出料口中排
出，
造成药粉滞留，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可清除铁屑的整粒机。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解决现有技术中的问题，
提出一种可清除铁屑的整粒机，
通过
吸附装置去除物料中的磁性物，
通过在机箱的侧面取下筛网安装框更换筛网，
便于操作，
清
洁刮板对出料箱的内壁进行清洁，
去除内壁粘附的粉粒，
操作简单清洁彻底，
避免药粉残
留。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可清除铁屑的整粒机，
包括整粒箱、出料箱、
固定安装架、抽拉式整粒筛网、
吸附装置、整粒刀和刮料装置，
所述整粒箱的上方设有进料
口，
所述整粒箱内安装有固定安装架，
所述固定安装架上设有安装板，
所述安装板上固定有
若干个定位滑座，
所述定位滑座为U字框架，
所述定位滑座的侧壁开设有若干个第一滑槽和
第二滑槽，
所述定位滑座底部设有导向杆，
所述抽拉式整粒筛网通过第一滑槽安装在固定
安装架的内侧，
所述吸附装置通过第二滑槽安装在固定安装架的外侧，
所述吸附装置上设
有若干个磁性吸附条，
所述抽拉式整粒筛网上安装有筛网，
所述筛网内设有整粒刀，
所述整
粒刀与动力箱相连，
所述筛网的下方设有出料箱，
所述出料箱与整粒箱的连接处设有过渡
连接部，
所述过渡连接部的截面形状自上至下由正方形过渡为圆形，
所述出料箱的下设有
滑轨，
所述滑轨上设有从动齿盘，
所述出料箱内设有若干个清洁刮板，
所述清洁刮板固定在
从动齿盘上。
[0005] 作为优选，
所述吸附装置上还设有支撑板、第二U形框、第二滑条和边框，
所述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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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安装有若干个第二U形框，
所述第二U形框底部的内壁设有第二导向槽，
所述第二导向
槽与导向杆配合，
所述第二U形框的外壁设有磁性吸附条，
所述第二U形框的内侧设有若干
个第二滑条，
所述第二滑条与第二滑槽相配合，
所述支撑板的一端设有边框。
[0006] 作为优选，
所述整粒箱的侧壁开设有U形槽，
所述U形槽与吸附装置相配合，
所述边
框的宽度大于U形槽的宽度，
所述边框与U形槽的连接处设有密封条，
所述边框上设有抽拉
板，
所述抽拉板驱动吸附装置从U形槽中移出。
[0007] 作为优选，
所述整粒箱上设有活动窗，
所述活动窗铰接在整粒箱的侧壁，
所述活动
窗上设有拉手，
所述整粒箱的侧壁还设有若干个锁扣，
所述锁扣固定在U形槽的外壁，
所述
锁扣与活动窗、
边框相配合。
[0008] 作为优选，
所述抽拉式整粒筛网上还设有第一U形框和第一滑条，
所述第一U形框
底部的外壁设有第一导向槽，
所述第一导向槽与导向杆配合，
所述第一U形框的外侧设有若
干个第一滑条所述第一滑条与第一滑槽配合。
[0009] 作为优选，
所述刮料装置上还设有清洁驱动锥齿和驱动直齿盘，
所述清洁驱动锥
齿上设有摇把，
所述驱动直齿盘上设有同轴锥齿，
所述清洁驱动锥齿与同轴锥齿配合，
所述
驱动直齿盘驱动从动齿盘转动。
[001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本发明通过整粒箱、
出料箱、
固定安装架、抽拉式整粒筛网、
吸
附装置、
整粒刀和刮料装置等的配合，
通过吸附装置去除物料中的磁性物，
然后将吸附有杂
质的吸附装置从机箱的侧壁抽拉出来进行清洁，
同时可以通过活动窗中取出整粒筛网更换
筛网，
便于操作，
清洁刮板对出料箱的内壁进行清洁，
去除内壁粘附的粉粒，
清洁彻底，
避免
药粉残留。
[0011] 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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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2] 图1是本发明一种可清除铁屑的整粒机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是本发明一种可清除铁屑的整粒机的主视图；
[0014] 图3是本发明一种可清除铁屑的整粒机固定安装架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是本发明一种可清除铁屑的整粒机抽拉式整粒筛网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是本发明一种可清除铁屑的整粒机吸附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6是本发明一种可清除铁屑的整粒机刮料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参阅图1至图6，
本发明一种可清除铁屑的整粒机，
包括整粒箱1、出料箱2、
固定安
装架3、抽拉式整粒筛网4、
吸附装置5、整粒刀6和刮料装置7，
所述整粒箱1的上方设有进料
口11，
所述整粒箱1内安装有固定安装架3，
所述固定安装架3上设有安装板31，
所述安装板
31上固定有若干个定位滑座32，
所述定位滑座32为U字框架，
所述定位滑座32的侧壁开设有
若干个第一滑槽321和第二滑槽322，
所述定位滑座32底部设有导向杆33，
所述抽拉式整粒
筛网4通过第一滑槽321安装在固定安装架3的内侧，
所述吸附装置5通过第二滑槽322安装
在固定安装架3的外侧，
所述吸附装置5上设有若干个磁性吸附条53，
所述抽拉式整粒筛网4
上安装有筛网43，
所述筛网43内设有整粒刀6，
所述整粒刀6与动力箱61相连，
所述筛网43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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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设有出料箱2，
所述出料箱12与整粒箱1的连接处设有过渡连接部12，
所述过渡连接部
12的截面形状自上至下由正方形过渡为圆形，
所述出料箱2的下设有滑轨21，
所述滑轨21上
设有从动齿盘73，
所述出料箱2内设有若干个清洁刮板74，
所述清洁刮板74固定在从动齿盘
73上。所述吸附装置5上还设有支撑板51、第二U形框52、第二滑条54和边框55，
所述支撑板
51上安装有若干个第二U形框52，
所述第二U形框52底部的内壁设有第二导向槽521，
所述第
二导向槽521与导向杆33配合，
所述第二U形框52的外壁设有磁性吸附条53，
所述第二U形框
52的内侧设有若干个第二滑条54，
所述第二滑条54与第二滑槽322相配合，
所述支撑板51的
一端设有边框55。所述整粒箱1的侧壁开设有U形槽15，
所述U形槽15与吸附装置5相配合，
所
述边框55的宽度大于U形槽15的宽度，
所述边框55与U形槽15的连接处设有密封条，
所述边
框55上设有抽拉板551，
所述抽拉板551驱动吸附装置5从U形槽15中移出。所述整粒箱1上设
有活动窗13，
所述活动窗13铰接在整粒箱1的侧壁，
所述活动窗13上设有拉手131，
所述整粒
箱1的侧壁还设有若干个锁扣14，
所述锁扣14固定在U形槽15的外壁，
所述锁扣14与活动窗
13、
边框55相配合。所述抽拉式整粒筛网4上还设有第一U形框41和第一滑条42，
所述第一U
形框41底部的外壁设有第一导向槽411，
所述第一导向槽411与导向杆33配合，
所述第一U形
框41的外侧设有若干个第一滑条42所述第一滑条42与第一滑槽321配合。所述刮料装置7上
还设有清洁驱动锥齿71和驱动直齿盘72，
所述清洁驱动锥齿71上设有摇把711，
所述驱动直
齿盘72上设有同轴锥齿721，
所述清洁驱动锥齿71与同轴锥齿721配合，
所述驱动直齿盘72
驱动从动齿盘73转动。
[0019] 本发明工作过程：
[0020] 本发明一种可清除铁屑的整粒机在工作过程中，
将原料从进料口11中投入，
动力
箱61驱动整粒刀6转动，
由旋转的整粒刀6对物料起旋流作用，
并将颗粒甩向筛网43上，
两者
产生剪切作用，
将物料粉碎，
并由筛网43的筛孔甩出，
经由吸附装置5时，
磁性吸附条53将磁
性杂质吸除，
然后从出料箱2中排出，
当所有的物料排出，
然后打开锁扣14，
通过外拉抽拉板
551将吸附装置5取出，
便于将磁性吸附条53上的杂质清理干净，
然后安装回原位置，
并通过
锁扣14进行固定，
边框55上设有密封条，
保证整粒箱1的密封性，
手动转动摇把711，
清洁驱
动锥齿71驱动同轴锥齿721转动，
从动齿盘73沿着滑轨21转动，
清洁刮板74紧贴出料箱2的
内壁，
将出料箱2内壁粘附的药粉全部刮下，
达到去除下料斗内壁粘附粉粒的目的，
操作简
单，
清洁彻底，
避免药粉残留。当需要更换筛网时，
将锁扣14松开，
并打开活动窗13，
取下12
打开，
取下抽拉式整粒筛网4与固定安装架3上的螺栓，
然后将抽拉式整粒筛网4从窗口取
出，
通过向外抽拉抽拉式整粒筛网4，
第一滑条42与第一滑槽321相配合，
可以轻松的从固定
安装架3中取出更换筛网44，
其中导向支架33具有导向作用便于安装，
然后关闭活动窗13，
然后用锁扣14锁紧。第一安装架31和第二安装架41上的紧定螺栓，
然后将筛网安装框4安装
回可调支架3上并用螺栓进行定位，
[0021] 上述实施例是对本发明的说明，
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定，
任何对本发明简单变换后
的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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