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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紧凑型固定式制动电阻，

包括混合机体，所述混合机体内部设置有搅拌

腔，所述搅拌腔内设置有第一搅匀部件以及第二

搅匀部件，还包括设置于所述搅拌腔内的所述第

一搅匀部件以及所述第二搅匀部件以及可通过

一个动力装置同时驱动所述第一搅匀部件以及

所述第二搅匀部件同时转动的驱动结构；该设备

在整体结构上合理和巧妙，安装、维护以及检修

均十分方便，同时该设备对原材料进行研磨，并

对多种材料进行筛分混合，提高研磨效率、混合

效率，同时提高原材料的利用率，降低时间成本，

提高生产效益，提高电阻产品特性，并且使用过

程中的具有高效的自动化程度，具有较高的使用

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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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发明的一种紧凑型固定式制动电阻，包括混合机体，所述混合机体内部设置有搅

拌腔，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腔内设置有第一搅匀部件以及第二搅匀部件，还包括设置于所

述搅拌腔内的所述第一搅匀部件以及所述第二搅匀部件以及可通过一个动力装置同时驱

动所述第一搅匀部件以及所述第二搅匀部件同时转动的驱动结构；其中，所述第一搅匀部

件包括多组第一搅拌臂，所述第一搅拌臂均固定设置于第一搅拌轴外侧端壁上，所述第二

搅匀部件包括多组第二搅拌臂，所述第二搅拌臂均固定设置于第二搅拌轴外侧端壁上；其

中，驱动机构包括驱动电机，所述搅拌腔底部端壁内设置有动力腔，所述搅拌腔与所述动力

腔之间转动设置有上下延伸的动力轴，所述动力轴下端与所述驱动电机动力连接，所述动

力轴顶端直接驱动所述第一搅拌轴转动，该驱动机构还包括中间驱动机构，该中间传动机

构可带动所述第一搅拌轴转动时，同步带动所述第二搅拌轴转动，并且带动所述第二搅拌

轴绕所述第一搅拌轴中心轴线转动；同时该设备还包括研磨机构、筛分机构以及传输机构

等。

2.根据权利要求1中的一种紧凑型固定式制动电阻，其中，所述搅拌腔内转动设置有搅

拌主动齿轮，所述第一搅拌轴下端与所述搅拌主动齿轮顶部端壁固定连接，所述搅拌主动

齿轮底部端壁固定设置于所述动力轴上端，所述搅拌腔内转动设置有搅拌行星齿轮，所述

搅拌行星齿轮转动设置于所述动力轴外侧端壁上，所述搅拌行星齿轮顶部端壁与所述第二

搅拌轴下端固定连接，所述搅拌行星齿轮与所述搅拌主动齿轮啮合，所述搅拌腔内固定设

置有搅拌内齿圈，所述搅拌内齿圈与所述搅拌行星齿轮啮合，有利于驱动所述第一搅拌轴

转动的同时，保证所述第一搅拌轴带动所述所述第二搅拌轴同步转动，并且带动所述第二

搅拌轴绕所述第一搅拌轴轴线转动，将所述搅拌腔内的多种原料充分搅匀，提高搅匀效率。

3.根据权利要求1中的一种紧凑型固定式制动电阻，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腔左侧端壁

内设置有研磨腔，所述研磨腔内设置有第一研磨部件以及第二研磨部件，所述第一研磨部

件以及所述第二研磨部件可通过一个动力机构同时驱动所述第一研磨部件以及所述第二

研磨部件沿着相反方向转动，其中，所述研磨腔底部端壁内设置有混合传递腔，所述混合传

递腔与所述研磨腔之间转动设置有上下延伸的转动套轴，所述混合传递腔与所述研磨腔之

间转动设置有上下延伸的中心轴，所述中心轴穿过所述转动套轴并与其间隙配合，所述中

心轴上下两端均从所述转动套轴上下两端延伸露出，所述第一研磨部件包括所述第一研磨

辊，所述第一研磨辊固定于所述转动套轴上端，所述第二研磨部件包括所述第二研磨辊，所

述第二研磨辊固定于所述中心轴上端，所述混合传递腔内的所述转动套轴下端固定设置有

套轴从动锥齿轮，所述混合传递腔内的所述中心轴外侧端壁上固定设置有套轴主动锥齿

轮，所述混合传递腔内固定设置有套轴传递轴，所述套轴传递轴右端固定设置有套轴传递

锥齿轮，所述套轴传递锥齿轮与所述套轴从动锥齿轮以及所述套轴主动锥齿轮啮合，所述

动力腔内的所述动力轴外侧端壁上固定设置有动力输出锥齿轮，所述动力腔右侧端壁内设

置有动力外腔，所述动力外腔与所述动力腔之间转动设置有左右延伸的动力输出轴，所述

动力腔内的所述动力输出轴右端固定设置有动力输入锥齿轮，所述动力输入锥齿轮与所述

动力输出锥齿轮啮合，所述动力外腔内的所述动力输出轴左端固定设置有动力同步锥齿

轮，所述中心轴下端延伸至所述动力外腔内，所述动力外腔内的所述中心轴下端固定设置

有传递输入锥齿轮，所述传递输入锥齿轮与所述动力同步锥齿轮啮合，有利于将动力传递

到所述研磨机构，同时带动所述第一研磨部件与所述第二研磨部件沿相反的方向转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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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研磨效率。

4.根据权利要求1中的一种紧凑型固定式制动电阻，其特征在于：所述研磨腔底部端壁

内固定设置有筛分腔，所述研磨腔与所述筛分腔之间连通的设置有传递管路，所述筛分腔

内设置有左右延伸的振动筛，所述筛分腔右侧后侧端壁内设置有振动腔，所述振动腔内设

置有振动转盘，所述振动腔内设置有前后延伸的固定连杆，所述固定连杆与所述振动筛后

端固定连接，所述振动腔内设置有前后延伸的转动连杆，所述转动连杆前端与所述固定连

杆后端固定连接，所述转动连杆后端与所述振动转盘顶端铰接，所述振动腔底部端壁内设

置有振动动力腔，所述振动动力腔与所述振动腔之间转动设置有上下延伸的振动动力轴，

所述振动动力轴上下两端延伸至所述振动腔以及所述振动动力腔内，所述振动转盘与所述

振动动力轴顶端固定连接，所述振动动力腔内的所述振动动力轴底端固定设置有振动输入

锥齿轮，所述振动动力腔与所述混合传递腔之间转动设置有左右延伸的振动同步轴，所述

振动同步轴左右两端延伸至所述混合传递腔与所述振动动力腔内，所述混合传递腔内的所

述振动同步轴内左端固定设置有振动输出锥齿轮，所述振动动力腔内的所述振动同步轴右

端固定设置有振动同步锥齿轮，所述振动同步锥齿轮与所述振动输入锥齿轮啮合，所述混

合传递腔内的所述中心轴外侧端壁上固定设置有混合动力输出锥齿轮，所述混合动力输出

锥齿轮与所述振动输出锥齿轮啮合，有利于将研磨后的颗粒进行筛分，保证不满足要求的

颗粒，不进入所述搅拌腔内，有利于提高热敏电阻的成品率。

5.根据权利要求4中的一种紧凑型固定式制动电阻，其中，所述筛分腔内底部端壁上固

定设置有聚合板，所述筛分腔与所述搅拌腔之间设置有带式传输带，所述筛分腔后侧端壁

内设置有带式动力腔，所述带式动力腔与所述筛分腔之间转动设置有前后延伸的带式动力

轴，所述筛分腔内的所述带式动力轴前侧末端与所述带式传输带动力连接，所述带式动力

腔内的所述带式动力轴后侧末端固定设置有带式输入锥齿轮，所述带式动力腔内的所述振

动动力轴外侧端壁固定设置有带式输出锥齿轮，所述带式输出锥齿轮与所述带式输入锥齿

轮啮合，有利于将所述筛分腔内的符合要求的颗粒传送到所述搅拌腔内。

6.根据权利要求4中的一种紧凑型固定式制动电阻，其中，所述筛分腔前侧端壁内设置

有废料腔，所述废料腔与所述筛分腔之间连通的设置有聚合板，所述废料腔与所述研磨腔

顶部之间设置有斗式传输带，所述斗式传输带上固定设置有运输斗，所述运输斗内设置有

运输斗腔，同时，所述该机构前侧设置有驱动机构，有利于驱动所述斗式传输带转动，将所

述废料腔内的筛选后的颗粒重新送入所述研磨腔内，继续研磨原料，提高材料的利用率。

7.根据权利要求4中的一种紧凑型固定式制动电阻，其中，所述废料腔前侧端壁内设置

有皮带腔，所述皮带腔内转动设置有斗式输入带轮，所述皮带腔与所述废料腔之间转动设

置有前后延伸的斗式动力输入轴，所述皮带腔内的所述斗式动力输入轴内的前端与所述斗

式输入带轮固定连接，所述废料腔内的所述斗式动力输入轴后端与所述斗式传输带动力连

接，所述皮带腔内转动设置有斗式输出带轮，所述斗式输出带轮与所述斗式输入带轮之间

传动设置有动力皮带，所述皮带腔与所述混合传递腔之间转动设置有斗式动力输出轴，所

述皮带腔内的所述斗式动力输出轴前端与所述斗式输出带轮固定连接，所述混合传递腔内

的所述斗式动力输出轴后端固定设置有斗式输入锥齿轮，所述斗式输入锥齿轮与所述混合

动力输出锥齿轮啮合，有利于驱动所述斗式传输带，有利于将废料腔内的颗粒输送到所述

研磨腔内，提高材料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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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紧凑型固定式制动电阻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阻生产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紧凑型固定式制动电阻。

背景技术

[0002] 制动电阻是用于将变频器的再生能量以热能方式消耗的载体，它包括电阻阻值和

功率容量两个重要的参数,电机在快速停车过程中，由于惯性作用，会产生大量的再生电

能，如果不及时消耗掉这部分再生电能，就会直接作用于变频器的直流电路部分，轻者，变

频器会报故障，重者，则会损害变频器；制动电阻的出现，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保护变频

器不受电机再生电能的危害。

[0003] 制动电阻主要有陶瓷管、合金电阻丝和涂层组成，陶瓷管的性能在制动电阻中起

了很大的作用，其是合金电阻丝的骨架，同时具有散热器的功效，陶瓷管在加工时需要对原

材料进行加工研磨，然后利用研磨后的材料与一些添加剂混合制备成所需尺寸和性能的陶

瓷管，但是传统的研磨器械在研磨后的往往会出现材料规格参差不齐这会降低陶瓷管的性

能，并且，研磨后的材料需要转运搅拌，造成生产时间增加，降低了工作效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紧凑型固定式制动电阻，能够克服现有技术的上述缺

陷，提高电阻制备效率。

[0005]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紧凑型固定式制动电阻，其包括混合机体，所述混合机体内部

设置有搅拌腔，所述搅拌腔内设置有第一搅匀部件以及第二搅匀部件，还包括设置于所述

搅拌腔内的所述第一搅匀部件以及所述第二搅匀部件以及可通过一个动力装置同时驱动

所述第一搅匀部件以及所述第二搅匀部件同时转动的驱动结构；其中，所述第一搅匀部件

包括多组第一搅拌臂，所述第一搅拌臂均固定设置于第一搅拌轴外侧端壁上，所述第二搅

匀部件包括多组第二搅拌臂，所述第二搅拌臂均固定设置于第二搅拌轴外侧端壁上；其中，

驱动机构包括驱动电机，所述搅拌腔底部端壁内设置有动力腔，所述搅拌腔与所述动力腔

之间转动设置有上下延伸的动力轴，所述动力轴下端与所述驱动电机动力连接，所述动力

轴顶端直接驱动所述第一搅拌轴转动，该驱动机构还包括中间驱动机构，该中间传动机构

可带动所述第一搅拌轴转动时，同步带动所述第二搅拌轴转动，并且带动所述第二搅拌轴

绕所述第一搅拌轴中心轴线转动；同时该设备还包括研磨机构、筛分机构以及传输机构等。

[0006] 具体的，所述搅拌腔内转动设置有搅拌主动齿轮，所述第一搅拌轴下端与所述搅

拌主动齿轮顶部端壁固定连接，所述搅拌主动齿轮底部端壁固定设置于所述动力轴上端，

所述搅拌腔内转动设置有搅拌行星齿轮，所述搅拌行星齿轮转动设置于所述动力轴外侧端

壁上，所述搅拌行星齿轮顶部端壁与所述第二搅拌轴下端固定连接，所述搅拌行星齿轮与

所述搅拌主动齿轮啮合，所述搅拌腔内固定设置有搅拌内齿圈，所述搅拌内齿圈与所述搅

拌行星齿轮啮合，有利于驱动所述第一搅拌轴转动的同时，保证所述第一搅拌轴带动所述

所述第二搅拌轴同步转动，并且带动所述第二搅拌轴绕所述第一搅拌轴轴线转动，将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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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腔内的多种原料充分搅匀，提高搅匀效率。

[0007] 优选地，所述该设备设置有多组研磨设备，此处以其中一处为例进行描述，其中，

所述搅拌腔左侧端壁内设置有研磨腔，所述研磨腔内设置有第一研磨部件以及第二研磨部

件，所述第一研磨部件以及所述第二研磨部件可通过一个动力机构同时驱动所述第一研磨

部件以及所述第二研磨部件沿着相反方向转动，其中，所述研磨腔底部端壁内设置有混合

传递腔，所述混合传递腔与所述研磨腔之间转动设置有上下延伸的转动套轴，所述混合传

递腔与所述研磨腔之间转动设置有上下延伸的中心轴，所述中心轴穿过所述转动套轴并与

其间隙配合，所述中心轴上下两端均从所述转动套轴上下两端延伸露出，所述第一研磨部

件包括所述第一研磨辊，所述第一研磨辊固定于所述转动套轴上端，所述第二研磨部件包

括所述第二研磨辊，所述第二研磨辊固定于所述中心轴上端，所述混合传递腔内的所述转

动套轴下端固定设置有套轴从动锥齿轮，所述混合传递腔内的所述中心轴外侧端壁上固定

设置有套轴主动锥齿轮，所述混合传递腔内固定设置有套轴传递轴，所述套轴传递轴右端

固定设置有套轴传递锥齿轮，所述套轴传递锥齿轮与所述套轴从动锥齿轮以及所述套轴主

动锥齿轮啮合，所述动力腔内的所述动力轴外侧端壁上固定设置有动力输出锥齿轮，所述

动力腔右侧端壁内设置有动力外腔，所述动力外腔与所述动力腔之间转动设置有左右延伸

的动力输出轴，所述动力腔内的所述动力输出轴右端固定设置有动力输入锥齿轮，所述动

力输入锥齿轮与所述动力输出锥齿轮啮合，所述动力外腔内的所述动力输出轴左端固定设

置有动力同步锥齿轮，所述中心轴下端延伸至所述动力外腔内，所述动力外腔内的所述中

心轴下端固定设置有传递输入锥齿轮，所述传递输入锥齿轮与所述动力同步锥齿轮啮合，

有利于将动力传递到所述研磨机构，同时带动所述第一研磨部件与所述第二研磨部件沿相

反的方向转动，提高研磨效率。

[0008] 优选地，所述研磨腔底部端壁内固定设置有筛分腔，所述研磨腔与所述筛分腔之

间连通的设置有传递管路，所述筛分腔内设置有左右延伸的振动筛，所述筛分腔右侧后侧

端壁内设置有振动腔，所述振动腔内设置有振动转盘，所述振动腔内设置有前后延伸的固

定连杆，所述固定连杆与所述振动筛后端固定连接，所述振动腔内设置有前后延伸的转动

连杆，所述转动连杆前端与所述固定连杆后端固定连接，所述转动连杆后端与所述振动转

盘顶端铰接，所述振动腔底部端壁内设置有振动动力腔，所述振动动力腔与所述振动腔之

间转动设置有上下延伸的振动动力轴，所述振动动力轴上下两端延伸至所述振动腔以及所

述振动动力腔内，所述振动转盘与所述振动动力轴顶端固定连接，所述振动动力腔内的所

述振动动力轴底端固定设置有振动输入锥齿轮，所述振动动力腔与所述混合传递腔之间转

动设置有左右延伸的振动同步轴，所述振动同步轴左右两端延伸至所述混合传递腔与所述

振动动力腔内，所述混合传递腔内的所述振动同步轴内左端固定设置有振动输出锥齿轮，

所述振动动力腔内的所述振动同步轴右端固定设置有振动同步锥齿轮，所述振动同步锥齿

轮与所述振动输入锥齿轮啮合，所述混合传递腔内的所述中心轴外侧端壁上固定设置有混

合动力输出锥齿轮，所述混合动力输出锥齿轮与所述振动输出锥齿轮啮合，有利于将研磨

后的颗粒进行筛分，保证不满足要求的颗粒，不进入所述搅拌腔内，有利于提高热敏电阻的

成品率。

[0009] 具体的，所述筛分腔内底部端壁上固定设置有聚合板，所述筛分腔与所述搅拌腔

之间设置有带式传输带，所述筛分腔后侧端壁内设置有带式动力腔，所述带式动力腔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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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筛分腔之间转动设置有前后延伸的带式动力轴，所述筛分腔内的所述带式动力轴前侧末

端与所述带式传输带动力连接，所述带式动力腔内的所述带式动力轴后侧末端固定设置有

带式输入锥齿轮，所述带式动力腔内的所述振动动力轴外侧端壁固定设置有带式输出锥齿

轮，所述带式输出锥齿轮与所述带式输入锥齿轮啮合，有利于将所述筛分腔内的符合要求

的颗粒传送到所述搅拌腔内。

[0010] 具体的，所述筛分腔前侧端壁内设置有废料腔，所述废料腔与所述筛分腔之间连

通的设置有聚合板，所述废料腔与所述研磨腔顶部之间设置有斗式传输带，所述斗式传输

带上固定设置有运输斗，所述运输斗内设置有运输斗腔，同时，所述该机构前侧设置有驱动

机构，有利于驱动所述斗式传输带转动，将所述废料腔内的筛选后的颗粒重新送入所述研

磨腔内，继续研磨原料，提高材料的利用率。

[0011] 具体的，所述废料腔前侧端壁内设置有皮带腔，所述皮带腔内转动设置有斗式输

入带轮，所述皮带腔与所述废料腔之间转动设置有前后延伸的斗式动力输入轴，所述皮带

腔内的所述斗式动力输入轴内的前端与所述斗式输入带轮固定连接，所述废料腔内的所述

斗式动力输入轴后端与所述斗式传输带动力连接，所述皮带腔内转动设置有斗式输出带

轮，所述斗式输出带轮与所述斗式输入带轮之间传动设置有动力皮带，所述皮带腔与所述

混合传递腔之间转动设置有斗式动力输出轴，所述皮带腔内的所述斗式动力输出轴前端与

所述斗式输出带轮固定连接，所述混合传递腔内的所述斗式动力输出轴后端固定设置有斗

式输入锥齿轮，所述斗式输入锥齿轮与所述混合动力输出锥齿轮啮合，有利于驱动所述斗

式传输带，有利于将废料腔内的颗粒输送到所述研磨腔内，提高材料的利用率。

[0012] 通过上面的详细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所述第二研磨辊以及所述第一研磨辊配合，

且所述第二研磨辊与所述第一研磨辊反向转动，提高该设备的的研磨效率，同时研磨后的

原材料进行筛分，并将不合格的材料，重新运输到研磨腔内，提高混合材料的的规格，并提

高原材料的使用效率，提高电阻的成品率。

[0013] 多种材料进入搅拌腔内，同时，所述第一搅匀部件以及所述第二搅匀部件对原材

料进行混合，同时，由于所述第二搅匀部件自身转动的同时绕所述第一搅匀部件中心轴线

转动，提高材料的混合率，挺好电阻的成品特性。

[0014] 因此本申请的方法在整体结构上更加合理和巧妙，安装、维护以及检修均十分方

便，同时该设备对原材料进行研磨，并对多种材料进行筛分混合，提高研磨效率、混合效率，

同时提高原材料的利用率，降低时间成本，提高生产效益，提高电阻产品特性，并且使用过

程中的具有高效的自动化程度，具有较高的使用和推广价值。

[0015]

附图说明

[001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有

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发明

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

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7] 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紧凑型固定式制动电阻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2是图1中A-A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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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是图1中B-B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本说明书中公开的所有特征，或公开的所有方法或过程中的步骤，除了互相排斥

的特征和/或步骤以外，均可以以任何方式组合。

[0020] 本说明书（包括任何附加权利要求、摘要和附图）中公开的任一特征，除非特别叙

述，均可被其他等效或具有类似目的的替代特征加以替换。即，除非特别叙述，每个特征只

是一系列等效或类似特征中的一个例子而已。

[0021] 如图1-3所示，本发明的一种紧凑型固定式制动电阻，包括混合机体111，所述混合

机体111内部设置有搅拌腔162，所述搅拌腔162内设置有第一搅匀部件以及第二搅匀部件，

还包括设置于所述搅拌腔162内的所述第一搅匀部件以及所述第二搅匀部件以及可通过一

个动力装置同时驱动所述第一搅匀部件以及所述第二搅匀部件同时转动的驱动结构；其

中，所述第一搅匀部件包括多组第一搅拌臂145，所述第一搅拌臂145均固定设置于第一搅

拌轴144外侧端壁上，所述第二搅匀部件包括多组第二搅拌臂161，所述第二搅拌臂161均固

定设置于第二搅拌轴160外侧端壁上；其中，驱动机构包括驱动电机137，所述搅拌腔162底

部端壁内设置有动力腔140，所述搅拌腔162与所述动力腔140之间转动设置有上下延伸的

动力轴138，所述动力轴138下端与所述驱动电机137动力连接，所述动力轴138顶端直接驱

动所述第一搅拌轴144转动，该驱动机构还包括中间驱动机构，该中间传动机构可带动所述

第一搅拌轴144转动时，同步带动所述第二搅拌轴160转动，并且带动所述第二搅拌轴160绕

所述第一搅拌轴144中心轴线转动；同时该设备还包括研磨机构、筛分机构以及传输机构

等。

[0022] 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可以理解的是，尽管上述过程中限定了一定的传动机构，但

是实际上，其他传动机构同样可以实现，并不意味仅能使用该传动机构。

[0023] 下面，将会详细的介绍用于实现所述第一搅匀部件以及所述第二搅匀部件的中间

传动机构的具体实现方式。如图2所示，其中，所述搅拌腔162内转动设置有搅拌主动齿轮

141，所述第一搅拌轴144下端与所述搅拌主动齿轮141顶部端壁固定连接，所述搅拌主动齿

轮141底部端壁固定设置于所述动力轴138上端，所述搅拌腔162内转动设置有搅拌行星齿

轮142，所述搅拌行星齿轮142转动设置于所述动力轴138外侧端壁上，所述搅拌行星齿轮

142顶部端壁与所述第二搅拌轴160下端固定连接，所述搅拌行星齿轮142与所述搅拌主动

齿轮141啮合，所述搅拌腔162内固定设置有搅拌内齿圈143，所述搅拌内齿圈143与所述搅

拌行星齿轮142啮合，有利于驱动所述第一搅拌轴144转动的同时，保证所述第一搅拌轴144

带动所述所述第二搅拌轴160同步转动，并且带动所述第二搅拌轴160绕所述第一搅拌轴

144轴线转动，将所述搅拌腔162内的多种原料充分搅匀，提高搅匀效率。

[0024] 接下来，参考图2来详细地介绍本申请的研磨机构，所述该设备设置有多组研磨设

备，此处以其中一处为例进行描述，其中，所述搅拌腔162左侧端壁内设置有研磨腔112，所

述研磨腔112内设置有第一研磨部件以及第二研磨部件，所述第一研磨部件以及所述第二

研磨部件可通过一个动力机构同时驱动所述第一研磨部件以及所述第二研磨部件沿着相

反方向转动，其中，所述研磨腔112底部端壁内设置有混合传递腔129，所述混合传递腔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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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述研磨腔112之间转动设置有上下延伸的转动套轴117，所述混合传递腔129与所述研

磨腔112之间转动设置有上下延伸的中心轴116，所述中心轴116穿过所述转动套轴117并与

其间隙配合，所述中心轴116上下两端均从所述转动套轴117上下两端延伸露出，所述第一

研磨部件包括所述第一研磨辊115，所述第一研磨辊115固定于所述转动套轴117上端，所述

第二研磨部件包括所述第二研磨辊114，所述第二研磨辊114固定于所述中心轴116上端，所

述混合传递腔129内的所述转动套轴117下端固定设置有套轴从动锥齿轮120，所述混合传

递腔129内的所述中心轴116外侧端壁上固定设置有套轴主动锥齿轮123，所述混合传递腔

129内固定设置有套轴传递轴118，所述套轴传递轴118右端固定设置有套轴传递锥齿轮

119，所述套轴传递锥齿轮119与所述套轴从动锥齿轮120以及所述套轴主动锥齿轮123啮

合，所述动力腔140内的所述动力轴138外侧端壁上固定设置有动力输出锥齿轮136，所述动

力腔140右侧端壁内设置有动力外腔131，所述动力外腔131与所述动力腔140之间转动设置

有左右延伸的动力输出轴133，所述动力腔140内的所述动力输出轴133右端固定设置有动

力输入锥齿轮135，所述动力输入锥齿轮135与所述动力输出锥齿轮136啮合，所述动力外腔

131内的所述动力输出轴133左端固定设置有动力同步锥齿轮132，所述中心轴116下端延伸

至所述动力外腔131内，所述动力外腔131内的所述中心轴116下端固定设置有传递输入锥

齿轮130，所述传递输入锥齿轮130与所述动力同步锥齿轮132啮合，有利于将动力传递到所

述研磨机构，同时带动所述第一研磨部件与所述第二研磨部件沿相反的方向转动，提高研

磨效率。

[0025] 有益的，参考图2-图3来详细的介绍本申请的筛分机构，其中，所述研磨腔112底部

端壁内固定设置有筛分腔174，所述研磨腔112与所述筛分腔174之间连通的设置有传递管

路173，所述筛分腔174内设置有左右延伸的振动筛175，所述筛分腔174右侧后侧端壁内设

置有振动腔176，所述振动腔176内设置有振动转盘179，所述振动腔176内设置有前后延伸

的固定连杆177，所述固定连杆177与所述振动筛175后端固定连接，所述振动腔176内设置

有前后延伸的转动连杆178，所述转动连杆178前端与所述固定连杆177后端固定连接，所述

转动连杆178后端与所述振动转盘179顶端铰接，所述振动腔176底部端壁内设置有振动动

力腔187，所述振动动力腔187与所述振动腔176之间转动设置有上下延伸的振动动力轴

180，所述振动动力轴180上下两端延伸至所述振动腔176以及所述振动动力腔187内，所述

振动转盘179与所述振动动力轴180顶端固定连接，所述振动动力腔187内的所述振动动力

轴180底端固定设置有振动输入锥齿轮186，所述振动动力腔187与所述混合传递腔129之间

转动设置有左右延伸的振动同步轴126，所述振动同步轴126左右两端延伸至所述混合传递

腔129与所述振动动力腔187内，所述混合传递腔129内的所述振动同步轴126内左端固定设

置有振动输出锥齿轮128，所述振动动力腔187内的所述振动同步轴126右端固定设置有振

动同步锥齿轮188，所述振动同步锥齿轮188与所述振动输入锥齿轮186啮合，所述混合传递

腔129内的所述中心轴116外侧端壁上固定设置有混合动力输出锥齿轮127，所述混合动力

输出锥齿轮127与所述振动输出锥齿轮128啮合，有利于将研磨后的颗粒进行筛分，保证不

满足要求的颗粒，不进入所述搅拌腔162内，有利于提高热敏电阻的成品率。

[0026] 接下来，参考图1-图3来详细的介绍本申请的传输机构，其中，所述筛分腔174内底

部端壁上固定设置有聚合板199，所述筛分腔174与所述搅拌腔162之间设置有带式传输带

185，所述筛分腔174后侧端壁内设置有带式动力腔183，所述带式动力腔183与所述筛分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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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之间转动设置有前后延伸的带式动力轴182，所述筛分腔174内的所述带式动力轴182前

侧末端与所述带式传输带185动力连接，所述带式动力腔183内的所述带式动力轴182后侧

末端固定设置有带式输入锥齿轮181，所述带式动力腔183内的所述振动动力轴180外侧端

壁固定设置有带式输出锥齿轮184，所述带式输出锥齿轮184与所述带式输入锥齿轮181啮

合，有利于将所述筛分腔174内的符合要求的颗粒传送到所述搅拌腔162内。

[0027] 接下来，为了提高材料的体用率，本申请设置有循环系统，其中，所述筛分腔174前

侧端壁内设置有废料腔172，所述废料腔172与所述筛分腔174之间连通的设置有聚合板

199，所述废料腔172与所述研磨腔112顶部之间设置有斗式传输带168，所述斗式传输带168

上固定设置有运输斗165，所述运输斗165内设置有运输斗腔171，同时，所述该机构前侧设

置有驱动机构，有利于驱动所述斗式传输带168转动，将所述废料腔172内的筛选后的颗粒

重新送入所述研磨腔112内，继续研磨原料，提高材料的利用率。

[0028] 接下来，参考图1-图3来详细的介绍所述循环系统的驱动机构，其中，所述废料腔

172前侧端壁内设置有皮带腔198，所述皮带腔198内转动设置有斗式输入带轮163，所述皮

带腔198与所述废料腔172之间转动设置有前后延伸的斗式动力输入轴164，所述皮带腔198

内的所述斗式动力输入轴164内的前端与所述斗式输入带轮163固定连接，所述废料腔172

内的所述斗式动力输入轴164后端与所述斗式传输带168动力连接，所述皮带腔198内转动

设置有斗式输出带轮170，所述斗式输出带轮170与所述斗式输入带轮163之间传动设置有

动力皮带167，所述皮带腔198与所述混合传递腔129之间转动设置有斗式动力输出轴125，

所述皮带腔198内的所述斗式动力输出轴125前端与所述斗式输出带轮170固定连接，所述

混合传递腔129内的所述斗式动力输出轴125后端固定设置有斗式输入锥齿轮124，所述斗

式输入锥齿轮124与所述混合动力输出锥齿轮127啮合，有利于驱动所述斗式传输带168，有

利于将废料腔172内的颗粒输送到所述研磨腔112内，提高材料的利用率。

[0029] 首先，初始状态时，所述动力输出轴133与所述动力输出锥齿轮136啮合，所述斗式

输入锥齿轮124以及所述振动输出锥齿轮128与所述混合动力输出锥齿轮127啮合，所述第

一研磨辊115与所述第二研磨辊114配合；

当使用该设备时，操作者将原材料放入所述研磨腔112内，所述驱动电机137开始工作，

所述驱动电机137带动所述动力轴138转动，所述动力轴138带动所述动力输出锥齿轮136转

动，所述动力输出锥齿轮136带动所述动力输入锥齿轮135转动，所述动力输入锥齿轮135带

动所述动力同步锥齿轮132转动，所述动力同步锥齿轮132带动所述传递输入锥齿轮130转

动，所述传递输入锥齿轮130带动所述中心轴116转动，所述中心轴116带动所述第二研磨辊

114转动，所述中心轴116带动是套轴主动锥齿轮123转动，所述套轴主动锥齿轮123带动所

述套轴传递锥齿轮119转动，所述套轴传递锥齿轮119带动所述套轴从动锥齿轮120转动，所

述套轴从动锥齿轮120带动所述第一研磨辊115转动，所述第二研磨辊114与所述第一研磨

辊115将原材料进行研磨，所述研磨后的材料通过所述传递管路173进入所述筛分腔174内，

所述研磨的材料落入所述振动筛175上，同时，所述中心轴116带动所述混合动力输出锥齿

轮127转动，所述混合动力输出锥齿轮127带动所述振动输出锥齿轮128转动，所述振动输出

锥齿轮128带动所述振动同步锥齿轮188转动，所述振动同步锥齿轮188带动所述振动输入

锥齿轮186转动，所述振动输入锥齿轮186带动所述振动动力轴180转动，所述振动动力轴

180带动所述振动转盘179转动，所述振动转盘179带动是转动连杆178前后滑动，所述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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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杆178带动所述固定连杆177前后滑动，所述固定连杆177带动所述振动筛175前后快速滑

动，对研磨的材料进行筛分，将符合要求的材料落入所述振动筛175下方，同时不符合要求

的材料通过所述聚合板199进入所述废料腔172内，所述振动筛175下方的材料落入所述带

式传输带185上方，于此同时，所述振动动力轴180带动所述带式输出锥齿轮184转动，所述

带式输出锥齿轮184带动所述带式输入锥齿轮181转动，所述带式输入锥齿轮181带动所述

带式传输带185转动工作，所述带式传输带185将符合要求的材料输送到所述搅拌腔162内，

于此同时，所述动力轴138带动所述搅拌主动齿轮141转动，所述搅拌主动齿轮141带动所述

搅拌行星齿轮142转动，所述搅拌主动齿轮141带动所述第一搅拌轴144转动，所述第一搅拌

轴144带动所述第一搅拌臂145转动，所述搅拌行星齿轮142带动所述第二搅拌轴160转动，

所述第二搅拌轴160带动带动所述第二搅拌臂161转动，同时搅拌行星齿轮142与所述搅拌

内齿圈143啮合，所述搅拌内齿圈143带动所述搅拌行星齿轮142绕所述搅拌主动齿轮141中

心轴线转动，对所述搅拌腔162内的所述多种原材料进行充分混合，于此同时，所述混合动

力输出锥齿轮127带动所述斗式输入锥齿轮124转动，所述斗式输入锥齿轮124带动所述斗

式输出带轮170转动，所述斗式输出带轮170带动所述斗式输入带轮163转动，所述斗式输入

带轮163带动所述斗式传输带168转动，所述斗式传输带168带动所述运输斗165将所述废料

腔172内的不符合要求的颗粒输送到所述研磨腔112内，提高原材料的利用率。

[0030] 通过上面的详细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所述第二研磨辊以及所述第一研磨辊配合，

且所述第二研磨辊与所述第一研磨辊反向转动，提高该设备的的研磨效率，同时研磨后的

原材料进行筛分，并将不合格的材料，重新运输到研磨腔内，提高混合材料的的规格，并提

高原材料的使用效率，提高电阻的成品率。

[0031] 多种材料进入搅拌腔内，同时，所述第一搅匀部件以及所述第二搅匀部件对原材

料进行混合，同时，由于所述第二搅匀部件自身转动的同时绕所述第一搅匀部件中心轴线

转动，提高材料的混合率，挺好电阻的成品特性。

[0032] 因此本申请的方法在整体结构上更加合理和巧妙，安装、维护以及检修均十分方

便，同时该设备对原材料进行研磨，并对多种材料进行筛分混合，提高研磨效率、混合效率，

同时提高原材料的利用率，降低时间成本，提高生产效益，提高电阻产品特性，并且使用过

程中的具有高效的自动化程度，具有较高的使用和推广价值。

[0033] 以上所述，仅为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不经

过创造性劳动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发明的保护范围

应该以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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