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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搅拌粉碎机用的切割装
置，
包括料斗，
切割室，
和出料口 ，
切割室内设置
有滚筒，
滚筒连接有电机，
且滚筒上并排设有若
干个环形刀，
在每个环形刀的外圈刀刃上设有若
干个刀片，
切割室内壁上开有若干个条形缝，
在
环形刀的外圈刀刃与切割室的两边内壁接触的
位置处设有连接件，
两个连接件之间连接有若干
条呈半圆弧型的筛板，
筛板均位于环形刀之间的
空隙内 ，
每条筛板上均开有若干个圆孔。本发明
的优点在于采用环形刀和附属刀片的结构对肥
料进行切割，
切割时刀具有依托介质，
使切割效
果更加好，
且在切割的同时进行了筛选过程，
让
落下的肥料更加细小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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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搅拌粉碎机用的切割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料斗(1) ，
以及设在料斗(1)下方的
切割室(2) ，
以及设在切割室(2)下方的出料口(3) ，
所述切割室(2)呈长方体结构，
切割室
(2)内水平设置有滚筒(4)，
所述滚筒(4)连接有电机(5)，
且滚筒(4)上并排设有若干个环形
刀(6) ，
相邻环形刀(6)之间留有空隙，
所述环形刀(6)的外圈刀刃恰好与切割室(2)的两边
内壁接触，
在每个环形刀(6)的外圈刀刃上设有若干个刀片(7)，
所述切割室(2)内壁上开有
若干个条形缝(8)，
且当环形刀(6)转动时，
所述刀片(7)恰好穿过所述条形缝(8) ，
在所述环
形刀(6)的外圈刀刃与切割室(2)的两边内壁接触的位置处设有连接件(9) ，
所述两个连接
件(9)之间连接有若干条呈半圆弧型的筛板(10)，
所述筛板(10)均位于环形刀(6)之间的空
隙内，
且筛板(10)恰好与其两边的环形刀(6)接触，
每条所述筛板(10)上均开有若干个圆孔
(11)。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搅拌粉碎机用的切割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刀片(7)呈
矩形，
且刀片(7)的一边设为锯齿结构。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搅拌粉碎机用的切割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条形缝(8)
的缝口设置为矩形，
缝底面设置为与刀片(7)顶端转动轨迹相匹配的圆弧型。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搅拌粉碎机用的切割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筛板(10)的
半径比环形刀(6)的半径小0 .5cm至1cm。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搅拌粉碎机用的切割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切割室(2)
与出料口(3)之间设有扩容室(12)。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搅拌粉碎机用的切割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扩容室(12)
呈圆鼓形，
整体都为玻璃结构，
且在扩容室(12)的外壁设有刻度线(13)。
7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搅拌粉碎机用的切割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扩容室(12)
的底端设有阀门(14)。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搅拌粉碎机用的切割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出料口(3)
中间向内凹陷，
形成一圈凹槽(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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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搅拌粉碎机用的切割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切割装置，
具体涉及一种搅拌粉碎机用的切割装置，
主要用于对
有机肥料的搅拌粉碎。
背景技术
[0002] 搅拌粉碎机一台机械可实现搅拌和粉碎两个功能 ，
其可分为大型号的和小型号
的，
大型号搅拌粉碎机主要用于冶金、建材和矿山等领域，
小型号的可用于食品、化工、医
药、
绿化、环卫等领域。搅拌粉碎机在粉碎过程中施加于固体的外力有切割、冲击、碾压、研
磨四种。切割主要用在粗碎(破碎)以及粉碎作业，
适用于有韧性或者有纤维的物料和大块
料的破碎或粉碎作业，
例如有机肥料，
必须先切割再研磨。
[0003] 公开号为CN105032573A的文件介绍了一种有机肥料的搅拌粉碎装置，
但是其结构
中没有切割装置，
只是对有机肥料进行螺旋搅拌，
效果欠佳。
公开号为CN106272640A的文件
公开了一种粉碎机用的切割机构，
其从倾斜方向对物料进行切割，
有一定的增效，
但是由于
是在空间中移动切割，
缺少依托介质，
切割效果仍不佳。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搅拌粉碎机用的切割装置，
该装置有效
解决了传统搅拌粉碎机用切割装置存在的缺陷，
并作出了一些改进地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6] 一种搅拌粉碎机用的切割装置，
包括料斗，
以及设在料斗下方的切割室，
以及设在
切割室下方的出料口，
所述切割室呈长方体结构，
切割室内水平设置有滚筒，
所述滚筒连接
有电机，
且滚筒上并排设有若干个环形刀，
相邻环形刀之间留有空隙，
所述环形刀的外圈刀
刃恰好与切割室的两边内壁接触，
在每个环形刀的外圈刀刃上设有若干个刀片，
所述切割
室内壁上开有若干个条形缝，
且当环形刀转动时，
所述刀片恰好穿过所述条形缝，
在所述环
形刀的外圈刀刃与切割室的两边内壁接触的位置处设有连接件，
所述两个连接件之间连接
有若干条呈半圆弧型的筛板，
所述筛板均位于环形刀之间的空隙内，
且筛板恰好与其两边
的环形刀接触，
所述每条筛板上均开有若干个圆孔。
[0007] 进一步改进在于，
所述刀片呈矩形，
且刀片的一边设为锯齿结构。
[0008] 进一步改进在于，
所述条形缝的缝口设置为矩形，
缝底面设置为与刀片顶端转动
轨迹相匹配的圆弧型。
[0009] 进一步改进在于，
所述筛板的半径比环形刀的半径小0 .5cm至1cm。
[0010] 进一步改进在于，
所述切割室与出料口之间设有扩容室。
[0011] 进一步改进在于，
所述扩容室呈圆鼓形，
整体都为玻璃结构，
且在扩容室的外壁设
有刻度线。
[0012] 进一步改进在于，
所述扩容室的底端设有阀门。
[0013] 进一步改进在于，
所述出料口中间向内凹陷，
形成一圈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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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采用环形刀和附属刀片的结构对肥料进行切割，
切割时刀
具有依托介质(切割室内壁) ，
取代了传统的空间真移动横切的方式，
使切割效果更加好，
且
在切割的同时进行了筛选过程，
让落下的肥料更加细小均匀；
扩容室的设置，
可以对切割好
的肥料定量，
然后直接打包，
省去了单独称量的步骤，
而且扩容室呈圆鼓形，
肥料下落到扩
容室时，
空间突然变大，
会形成从扩容室往上的气压流，
可实现切割室内的空气对流，
避免
切割室内温度过高，
湿度过高。
附图说明
[0015] 图1本分明的平面结构图；
[0016] 图2切割室部分的分解图；
[0017] 图3为切割室的俯视图
[0018] 图4为刀片的示意图；
[0019] 图5为条形缝的示意图；
[0020] 其中，
1-料斗，
2-切割室，
3-出料口，
4-滚筒，
5-电机，
6-环形刀，
7-刀片，
8-条形缝，
9-连接件，
10-筛板，
11-圆孔，
12-扩容室，
13-刻度线，
14-阀门，
15-凹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
创作特征、
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
下面结
合具体图示，
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2] 结合图1至3所示，
一种搅拌粉碎机用的切割装置，
包括料斗1，
以及设在料斗1下方
的切割室2，
以及设在切割室2下方的出料口3，
切割室2呈长方体结构，
切割室2内水平设置
有滚筒4，
滚筒4连接有电机5，
且滚筒4上并排设有若干个环形刀6，
相邻环形刀6之间留有空
隙，
环形刀6的外圈刀刃恰好与切割室2的两边内壁接触，
在每个环形刀6的外圈刀刃上设有
若干个刀片7，
切割室2内壁上开有若干个条形缝8，
且当环形刀6转动时，
刀片7恰好穿过所
述条形缝8，
在环形刀6的外圈刀刃与切割室2的两边内壁接触的位置处设有连接件9，
两个
连接件9之间连接有若干条呈半圆弧型的筛板10，
筛板10均位于环形刀6之间的空隙内，
且
筛板10恰好与其两边的环形刀6接触，
每条筛板10上均开有若干个圆孔11。
[0023] 滚筒4转动时，
环形刀6会跟着转动，
细小的肥料从环形刀6之间的圆孔11落下，
遇
到较大的肥料，
刀片7会推着肥料直到碰到切割室2内壁，
然后刀片7进入到条形缝8(条形缝
8的宽度只能容纳刀片7进入) ，
形成对肥料切割，
较大肥料被一次或多次切割直到能从筛体
10上的圆孔11落下。
[0024] 结合图4，
作为优选案例，
刀片7呈矩形，
且刀片7的一边设为锯齿结构，
锯齿结构有
利于刀片7将肥料推到切割室2的内壁，
且切割效果更加。
[0025] 结合图5，
作为优选案例，
条形缝8的缝口设置为矩形，
缝底面设置为与刀片7顶端
转动轨迹相匹配的圆弧型。条形缝8的设计，
使其只有容纳刀片7的经过的空间，
被推动的肥
料块，
到达内壁处后就被挡住，
切割。
[0026] 作为优选案例，
筛板10的半径比环形刀6的半径小0 .5cm至1cm。这样肥料就比较容
易落到圆孔11内，
避免了肥料在切割室2内滞留。
[0027] 作为优选案例，
切割室2与出料口3之间设有扩容室12。
4

CN 107185673 B

说

明

[0028]

书

3/3 页

作为优选案例，
扩容室12呈圆鼓形，
整体都为玻璃结构，
且在扩容室12的外壁设有
刻度线13。圆鼓形的设计，
使肥料下落到扩容室时，
空间突然变大，
会形成从扩容室往上的
气压流，
可实现切割室内的空气对流，
避免切割室内温度过高，
湿度过高。
同时，
可以从扩容
室外观察内部的肥料容量，
实现的定量的目的。
[0029] 作为优选案例，
扩容室12的底端设有阀门14，
用于控制扩容室12的打开关闭。
[0030] 作为优选案例，
出料口3中间向内凹陷，
形成一圈凹槽15。凹槽15可方便系住接肥
料的包装袋，
以及后期打包更加便捷。
[0031]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
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
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
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
理，
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
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
这些变化和改进
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
定。

5

CN 107185673 B

说

明

书

图1

6

附

图

1/3 页

CN 107185673 B

说

明

书

图2

图3

7

附

图

2/3 页

CN 107185673 B

说

明

书

图4

图5

8

附

图

3/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