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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造纸法再造烟叶干燥纸机，属于

烟叶干燥技术领域。该造纸法再造烟叶干燥纸机

包括压辊组件、杨克缸、加热件、第一刮件、第二

刮件、凹槽、损纸池、清理件。本发明中的压辊组

件给湿纸张进行挤压为第一干燥纸，杨克缸将第

一干燥纸卷取，加热件在第一干燥纸在杨克缸上

卷取时给第一干燥纸进行加热以将第一干燥纸

加热为第二干燥纸，第一刮件将第一干燥纸从杨

克缸上刮下，接着杨克缸上会残留损纸，第二刮

件将损纸从杨克缸上刮下，凹槽接收从第二刮件

刮下的损纸，清理小车在移动轨道上滑动，动力

结构带动清理辊转动以使清理辊将落入凹槽内

的损纸清理至损纸池内，设备结构简单，操作方

便，效果明显，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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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造纸法再造烟叶干燥纸机，其特征在于：包括用以对湿纸张进行挤压为第一干

燥纸的多个压辊组件（1）、用以将第一干燥纸卷取的杨克缸（2）、设置于杨克缸（2）内部、用

以在第一干燥纸在杨克缸（2）上卷取时给第一干燥纸进行加热以将第一干燥纸加热为第二

干燥纸的加热件、设置于杨克缸（2）一侧、用以将第二干燥纸从杨克缸（2）上刮下的第一刮

件（3）、用以将第一刮件（3）从杨克缸（2）上刮下第二干燥纸时残留的损纸从杨克缸（2）上刮

下的第二刮件（4）、用以接收从第二刮件（4）刮下的损纸的凹槽（5）、设置于凹槽（5）的两侧

的损纸池（7）、设置于凹槽（5）上部、用以将损纸从凹槽（5）内清理至损纸池（7）内的清理件

（6），所述清理件（6）包括对称设置于凹槽（5）顶部两边缘的移动轨道（63）、用以在移动轨道

（63）上滑动的清理小车、设置于清理小车底端、平行于凹槽（5）的中心线的清理辊（61）、设

置于清理小车顶端、用以带动清理辊（61）转动以使清理辊（61）将落入凹槽（5）内的损纸清

理至损纸池（7）内的动力结构。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造纸法再造烟叶干燥纸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刮件（3）

包括设置于杨克缸（2）外周与压辊组件（1）相对一侧的第一刮刀（31）和用以支撑第一刮刀

（31）的第一支撑架（33）。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造纸法再造烟叶干燥纸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刮件（3）

还包括一端连接于第一刮刀（31）、另一端铰接于第一支撑架（33）顶端的第一连杆（32）和用

以在第一连杆（32）绕着其与第一支撑架（33）的铰接处转动第一预设角度后将第一连杆

（32）固定住的第一固定结构。

4.如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造纸法再造烟叶干燥纸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刮

件（4）包括设置于第一刮刀（31）下部的第二刮刀（41）和用以支撑第二刮刀（41）的第二支撑

架（43）。

5.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造纸法再造烟叶干燥纸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刮件

（4）还包括一端连接于第二刮刀（41）、另一端铰接于第二支撑架（43）顶端的第二连杆（42）

和用以在第二连杆（42）绕着其与第二支撑架（43）的铰接处转动第二预设角度后将第二连

杆（42）固定住的第二固定结构。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造纸法再造烟叶干燥纸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清理小车包括

底板（64）、对称设置于底板（64）上表面的2个安装座（651）、设置于安装座（651）顶端的车轴

轴承（652）、套接于车轴轴承（652）的车轴（654）、分别连接于车轴（654）两端的2个车轮

（653）、用以带动车轴（654）的小车驱动电机（655）和一端连接于小车驱动电机（655）、另一

端连接于车轴（654）的减速器（656）。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造纸法再造烟叶干燥纸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力结构包括

设置于底板（64）底端的第三支撑架（622）、对称设置于第三支撑架（622）上的两个辊轴承

（621），所述清理辊（61）两端分别套接于辊轴承（621），所述清理辊（61）一端伸出辊轴承

（621），所述动力结构还包括皮带电机、设置于皮带电机上的皮带电机轴（624）、一端套接于

皮带电机轴（624）、另一端套接于清理辊（61）伸出辊轴承（621）的一端的第一皮带（623）。

8.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造纸法再造烟叶干燥纸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杨克缸轴

（24）、套接于杨克缸轴（24）两端的2个第一轴承（25）、第一电机（26）、设置于第一电机（26）

上的第一电机轴、一端套接于第一电机轴、另一端套接于杨克缸轴（24）的第二皮带（27）和

用以支撑第一轴承（25）的第四支撑架（28），所述杨克缸（2）内部中空，所述加热件设置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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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缸（2）内部。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造纸法再造烟叶干燥纸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件包括设

置于杨克缸轴（24）一端的第一输送管（21）、螺旋设置于杨克缸（2）内侧壁上的螺旋管（22）

和一端连接于螺旋管（22）、另一端从杨克缸轴（24）另一端伸出的第二输送管（23）。

10.如权力要求4所述的一种造纸法再造烟叶干燥纸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压辊组件（1）

包括主动辊（11）、从动辊（12）、用以带动主动辊（11）的主动辊电机（15）、缠绕在主动辊（11）

外周、用以增大主动辊（11）摩擦力的第一网（13）、缠绕在从动辊（12）外周、用以增大从动辊

（12）摩擦力的第二网（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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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造纸法再造烟叶干燥纸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烟叶干燥技术领域，涉及一种造纸法再造烟叶干燥纸机。

背景技术

[0002] 造纸法再造烟叶在抄造过程中，随着水分被扬克缸烘出来，里面的细小纤维也被

随之带出，细小纤维粘附在烘缸上，并被刮刀刮下来，在刮刀架以及接料槽上堆积起来。再

造烟叶采用烟梗、烟末作为主要原料，细小纤维含量特别多，在接料槽内堆积速度快，需要

定期清理，造纸法再造烟叶纸机长期处于运行状态，纸毛如果不能及时清理掉，会堆积过

多，甚至掉落在网毯上，导致网毯堵塞，影响再造烟叶的脱水效率；另一方面，采用人工清理

的频次较高，同时由于纸机高速运行，人工清理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最主要的是，再造烟

叶采用烟梗、烟末作为主要原料，细小纤维含量特别多，纸毛带有一定的粘附力，不易清除。

[0003] 现有专利方案主要对刮刀上粘附牢固的纸毛进行清理，没有对接料槽进行清理。

同时，真空抽吸难度较大，无法清理干净。造纸法再造烟叶纸机大缸刮刀产生的纸毛，在刮

刀上粘附较为牢固，堆积较多后脱落在接料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现有的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提供一种造纸法再造烟叶干燥纸机，本

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提供一种造纸法再造烟叶干燥纸机。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可通过下列技术方案来实现：

一种造纸法再造烟叶干燥纸机，包括用以对湿纸张进行挤压为第一干燥纸的多个压辊

组件、用以将第一干燥纸卷取的杨克缸、设置于杨克缸内部、用以在第一干燥纸在杨克缸上

卷取时给第一干燥纸进行加热以将第一干燥纸加热为第二干燥纸的加热件、设置于杨克缸

一侧、用以将第二干燥纸从杨克缸上刮下的第一刮件、用以将第一刮件从杨克缸上刮下第

二干燥纸时残留的损纸从杨克缸上刮下的第二刮件、用以接收从第二刮件刮下的损纸的凹

槽、设置于凹槽的两侧的损纸池、设置于凹槽上部、用以将损纸从凹槽内清理至损纸池内的

清理件，所述清理件包括对称设置于凹槽顶部两边缘的移动轨道、用以在移动轨道上滑动

的清理小车、设置于清理小车底端、平行于凹槽的中心线的清理辊、设置于清理小车顶端、

用以带动清理辊转动以使清理辊将落入凹槽内的损纸清理至损纸池内的动力结构。

[0006] 优选的，所述第一刮件包括设置于杨克缸外周与压辊组件相对一侧的第一刮刀和

用以支撑第一刮刀的第一支撑架。

[0007] 优选的，所述第一刮件还包括一端连接于第一刮刀、另一端铰接于第一支撑架顶

端的第一连杆和用以在第一连杆绕着其与第一支撑架的铰接处转动第一预设角度后将第

一连杆固定住的第一固定结构。

[0008] 优选的，所述第二刮件包括设置于第一刮刀下部的第二刮刀和用以支撑第二刮刀

的第二支撑架。

[0009] 优选的，所述第二刮件包括一端连接于第二刮刀、另一端铰接于第二支撑架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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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连杆和用以在第二连杆绕着其与第二支撑架的铰接处转动第二预设角度后将第二

连杆固定住的第二固定结构。

[0010] 优选的，所述清理小车包括底板、对称设置于底板上表面的2个安装座、设置于安

装座顶端的车轴轴承、套接于车轴轴承的车轴、分别连接于车轴两端的2个车轮、用以带动

车轴的小车驱动电机和一端连接于小车驱动电机、另一端连接于车轴的减速器。

[0011] 优选的，所述动力结构包括设置于底板底端的第三支撑架、对称设置于第三支撑

架上的两个辊轴承，所述清理辊两端分别套接于辊轴承，所述清理辊一端伸出辊轴承，所述

动力结构还包括皮带电机、设置于皮带电机上的皮带电机轴、一端套接于皮带电机轴、另一

端套接于清理辊伸出辊轴承的一端的第一皮带。

[0012] 优选的，还包括杨克缸轴、套接于杨克缸轴两端的2个第一轴承、第一电机、设置于

第一电机上的第一电机轴、一端套接于第一电机轴、另一端套接于杨克缸轴的第二皮带和

用以支撑第一轴承的第四支撑架，所述杨克缸套接于第一轴承外侧，所述杨克缸内部中空，

所述加热件设置于杨克缸内部。

[0013] 优选的，所述加热件包括设置于杨克缸轴一端的第一输送管、螺旋设置于杨克缸

内侧壁上的螺旋管和一端连接于螺旋管、另一端从杨克缸轴另一端伸出的第二输送管。

[0014] 优选的，所述压辊组件包括主动辊、从动辊、用以带动主动辊的主动辊电机、缠绕

在主动辊外周、用以增大主动辊摩擦力的第一网、缠绕在从动辊外周、用以增大从动辊摩擦

力的第二网。

[0015] 本发明中的压辊组件给湿纸张进行挤压为第一干燥纸，杨克缸将第一干燥纸卷

取，加热件在第一干燥纸在杨克缸上卷取时给第一干燥纸进行加热以将第一干燥纸加热为

第二干燥纸，杨克缸在转动时，给第一干燥纸加热为第二干燥纸，第一刮件将第一干燥纸从

杨克缸上刮下，接着杨克缸上会残留损纸，第二刮件将损纸从杨克缸上刮下，凹槽接收从第

二刮件刮下的损纸，移动轨道设置于凹槽顶部两边缘，清理小车在移动轨道上滑动，动力结

构带动清理辊转动以使清理辊将落入凹槽内的损纸清理至损纸池内，设备结构简单，操作

方便，效果明显，成本低。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中的外壳上的压辊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的中的杨克缸的第一侧视图；

图4是本发明的中的螺旋管的结构示意图；

图5是本发明的中的杨克缸的第二侧视图；

图6是本发明的中的清理件设置于凹槽上的结构示意图；

图7是本发明的中的清理件的结构示意图；

图8是本发明的中的清理件省略移动轨道并翻转时的结构示意图；

图9是本发明的中的第四支撑架支撑第一轴承、第一电机通过第二皮带带动杨克缸转

动时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中：1-压辊组件，11-主动辊，12-从动辊，13-第一网，14-第二网，15-主动辊电

机，2-杨克缸，21-第一输送管，22-螺旋管，23-第二输送管，24-杨克缸轴，25-第一轴承，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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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电机，27-第二皮带，28-第四支撑架，3-第一刮件，31-第一刮刀，32-第一连杆，33-第一

支撑架，4-第二刮件，41-第二刮刀，42-第二连杆，43-第二支撑架，5-凹槽，6-清理件，61-清

理辊，621-辊轴承，622-第三支撑架，623-第一皮带，624-皮带电机轴，63-移动轨道，64-底

板，651-安装座，652-车轴轴承，653-车轮，654-车轴，655—小车驱动电机，656-减速器，7-

损纸池。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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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9] 请参阅图1、图2、图3、图4、图5、图6、图7、图8、图9，本实施例中的造纸法再造烟叶

干燥纸机，包括用以对湿纸张进行挤压为第一干燥纸的多个压辊组件1、用以将第一干燥纸

卷取的杨克缸2、设置于杨克缸2内部、用以在第一干燥纸在杨克缸2上卷取时给第一干燥纸

进行加热以将第一干燥纸加热为第二干燥纸的加热件、设置于杨克缸2一侧、用以将第二干

燥纸从杨克缸2上刮下的第一刮件3、用以将第一刮件3从杨克缸2上刮下第二干燥纸时残留

的损纸从杨克缸2上刮下的第二刮件4、用以接收从第二刮件4刮下的损纸的凹槽5、设置于

凹槽5的两侧的损纸池7、设置于凹槽5上部、用以将损纸从凹槽5内清理至损纸池7内的清理

件6，清理件6包括对称设置于凹槽5顶部两边缘的移动轨道63、用以在移动轨道63上滑动的

清理小车、设置于清理小车底端、平行于凹槽5的中心线的清理辊61、设置于清理小车顶端、

用以带动清理辊61转动以使清理辊61将落入凹槽5内的损纸清理至损纸池7内的动力结构。

[0020] 此处，压辊组件1给湿纸张进行挤压为第一干燥纸，杨克缸2将第一干燥纸卷取，加

热件在第一干燥纸在杨克缸2上卷取时给第一干燥纸进行加热以将第一干燥纸加热为第二

干燥纸，杨克缸2在转动时，给第一干燥纸加热为第二干燥纸，第一刮件3将第一干燥纸从杨

克缸2上刮下，接着杨克缸2上会残留损纸，第二刮件4将损纸从杨克缸2上刮下，凹槽5接收

从第二刮件4刮下的损纸，移动轨道63设置于凹槽5顶部两边缘，清理小车在移动轨道63上

滑动，动力结构带动清理辊61转动以使清理辊61将落入凹槽5内的损纸清理至损纸池7内，

设备结构简单，操作方便，效果明显，成本低。清理辊61可以为橡胶清理辊61。凹槽5可以为U

型凹槽5。

[0021] 第一刮件3可以包括设置于杨克缸2外周与压辊组件1相对一侧的第一刮刀31和用

以支撑第一刮刀31的第一支撑架33。

[0022] 第一刮件3还可以包括一端连接于第一刮刀31、另一端铰接于第一支撑架33顶端

的第一连杆32和用以在第一连杆32绕着其与第一支撑架33的铰接处转动第一预设角度后

将第一连杆32固定住的第一固定结构。第一固定结构可以包括设置于第一连杆32上的第一

圆环、设置于第一支撑架33顶端的第二圆环和一端依次穿过第一圆环、第二圆环并与其另

一端通过钳子拧在一起的第一铁丝，保证第一连杆32绕着其与第一支撑架33的铰接处转动

第一预设角度后将第一连杆32固定住。

[0023] 第二刮件4可以包括设置于第一刮刀31下部的第二刮刀41和用以支撑第二刮刀41

的第二支撑架43。第二刮件4和第一刮件3设置于杨克缸2外周的同侧，压辊组件1设置于第

一刮件3的对侧。

[0024] 第二刮件4还可以包括一端连接于第二刮刀41、另一端铰接于第二支撑架43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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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连杆42和用以在第二连杆42绕着其与第二支撑架43的铰接处转动第二预设角度后

将第二连杆42固定住的第二固定结构。第二固定结构可以包括设置于第二连杆42上的第三

圆环、设置于第二支撑架43顶端的第四圆环和一端依次穿过第三圆环、第四圆环并与其另

一端通过钳子拧在一起的第二铁丝，保证第二连杆42绕着其与第二支撑架43的铰接处转动

第二预设角度后将第二连杆42固定住。

[0025] 清理小车可以包括底板64、对称设置于底板64上表面的2个安装座651、设置于安

装座651顶端的车轴轴承652、套接于车轴轴承652的车轴654、分别连接于车轴654两端的2

个车轮653、用以带动车轴654的小车驱动电机655和一端连接于小车驱动电机655、另一端

连接于车轴654的减速器656。

[0026] 动力结构可以包括设置于底板64底端的第三支撑架622、对称设置于第三支撑架

622上的两个辊轴承621，清理辊61两端分别套接于辊轴承621，清理辊61一端伸出辊轴承

621，动力结构还包括皮带电机、设置于皮带电机上的皮带电机轴624、一端套接于皮带电机

轴624、另一端套接于清理辊61伸出辊轴承621的一端的第一皮带623。车轮653为对称设置

于清理小车底端四个角。当第二刮刀41上的损纸落入U型凹槽5里，清理小车在移动轨道63

上做往返运动，清理辊61旋转清理堆积的纸毛，将纸毛推至U型凹槽5的两端连接的损纸池

7，从而有效清理U型凹槽5堆积的纸毛，避免纸机运行中人工清理纸毛作业时产生的安全风

险，清理小车运行至两端时，可以整体拆卸，方便清洁保养。

[0027] 作为本实施例中的造纸法再造烟叶干燥纸机还可以包括杨克缸轴24、套接于杨克

缸轴24两端的2个第一轴承25、第一电机26、设置于第一电机26上的第一电机轴、一端套接

于第一电机轴、另一端套接于杨克缸轴24的第二皮带27和用以支撑第一轴承25的第四支撑

架28，杨克缸2套接于第一轴承25外侧，杨克缸2内部中空，加热件设置于杨克缸2内部。

[0028] 加热件包括设置于杨克缸轴24一端的第一输送管21、螺旋设置于杨克缸2内侧壁

上的螺旋管22和一端连接于螺旋管22、另一端从杨克缸轴24另一端伸出的第二输送管23。

第一输送管21可以将加热的气体导入并输送至螺旋管22，在杨克缸2转动时，加热的气体随

之从螺旋管22一端运动至螺旋管22另一端，这样在第一干燥纸在杨克缸2上卷取时，由加热

的气体传递的热量将第一干燥纸加热至第二干燥纸，加热的气体变成水，同时水从第二输

送管23排出。第一输送管21和杨克缸轴24同轴，第二输送管23和杨克缸轴24同轴，便于给第

一输送管21供气和从第二输送管23排水。

[0029] 压辊组件1包括主动辊11、从动辊12、用以带动主动辊11的主动辊电机15、缠绕在

主动辊11外周、用以增大主动辊11摩擦力的第一网13、缠绕在从动辊12外周、用以增大从动

辊12摩擦力的第二网14，第一网13和第二网14可以防止湿纸张从辊的外表面滑下。压辊组

件1可以为2个。主动辊电机15通过第三皮带带动主动辊11。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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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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