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0905662.9

(22)申请日 2021.04.28

(73)专利权人 奉学文

地址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市

(72)发明人 白允哲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超凡明远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51258

代理人 魏彦

(51)Int.Cl.

B02C 18/12(2006.01)

B02C 18/18(2006.01)

B02C 19/00(2006.01)

B02C 23/26(2006.01)

A01F 29/00(2006.01)

A01F 29/09(2010.01)

 

(54)实用新型名称

气浮冲击式超细粉碎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气浮冲击式超细粉碎

机。所述气浮冲击式超细粉碎机包括主进料口

(1)、出料口(2)、辅进料口(3)、旋转冲击刀片组

(5)、固定刀片(6)、筛网口(7)、转盘(9)、送风叶

片(10)、挡粉圈(12)、转体轴(14)、底盘(15)、腔

体(18)和盖盘(19)，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冲击

刀片组(5)包括旋转冲击刀片(51)、旋转冲击刀

片固定片(52)，所述旋转冲击刀片固定片(52)以

和所述转盘(9)呈40～60°的方式设置于所述转

盘(9)边缘；所述转盘(9)上设有供料叶片(8)和

上转盘(4)；所述辅进料口(3)设置于所述盖盘

(19)且偏位于所述旋转冲击刀片(51)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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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气浮冲击式超细粉碎机，包括主进料口(1)、出料口(2)、辅进料口(3)、旋转冲击

刀片组(5)、固定刀片(6)、筛网口(7)、转盘(9)、送风叶片(10)、挡粉圈(12)、转体轴(14)、底

盘(15)、腔体(18)和盖盘(19)，其特征在于，

所述旋转冲击刀片组(5)包括旋转冲击刀片(51)、旋转冲击刀片固定片(52)，所述旋转

冲击刀片固定片(52)以和所述转盘(9)呈40～60°的方式设置于所述转盘(9)边缘；所述转

盘(9)上设有供料叶片(8)和上转盘(4)；所述辅进料口(3)设置于所述盖盘(19)且偏位于所

述旋转冲击刀片(51)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浮冲击式超细粉碎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旋转冲击刀片(51)与所述固定刀片(6)的间隙为3～10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浮冲击式超细粉碎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转盘(9)与所述固定刀片(6)的间隙为8～15mm，所述上转盘(4)直径比所述转盘

(9)小100～300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浮冲击式超细粉碎机，其特征在于，

用于设置所述转盘(9)的所述转体轴(14)包括轴套(141)和角螺丝(142)，且与所述转

盘(9)焊接接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浮冲击式超细粉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供料叶片(8)具有

圆滑的曲面，数量为4～1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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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浮冲击式超细粉碎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气浮冲击式超细粉碎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外只具有一个生产超细粉的功能的装置有各种各样，广泛用于农业、食

品、制药、建材、矿业等。一方面，超细粉碎机根据用途其结构复杂。因此开发一种结构简单，

一机多用的超细粉碎机是目前很重要的问题。

[0003] 超细粉碎机一般分为球磨式、气流式、机械冲击式超细粉碎机等。

[0004] 球磨式超细粉碎机通过固体磨球相撞粉碎粉体，对腔体内面以及磨球材料的要求

很高，粉碎过程中发热，粉碎物纯度不高，生产率低，需要经常维修。

[0005] 气流式超细粉碎机中高速气流使粉体动能增大，相撞而粉碎，因此能克服上述缺

点，但其结构复杂，制造难。

[0006] 机械冲击式超细粉碎机用棒、叶片、锤头等高速运动的冲击元件剧烈冲击待粉碎

物，使其颗粒相撞而被粉碎。但是需要将大颗粒粉碎物回收再送到进料口反复多次进行粉

碎才能得到理想的粉碎物，效率不高。

[0007] 现有技术的缺点是存在结构复杂，制造难等一些技术难题。

[0008] 尤其现有的超细粉碎机几乎都是高转速超细粉碎机，有各种缺点，即为了防止机

体振动需要将机体固定于地上，还需要皮带、皮带轮等额外部件。另外，粉碎过程中所发生

的热量使粉碎物变性，造成有害健康的刺耳的噪音。

[0009]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结构简单的超细粉碎机，所述超细粉碎机不同于高

转速超细粉碎机，以低速转动(1750rpm)能超细粉碎硬而有弹性的待粉碎物、附着性及粘性

待粉碎物和长纤维待粉碎物，可用于农业、食品、制药、建材和矿业方面。

实用新型内容

[0010] 本实用新型的气浮冲击式超细粉碎机包括主进料口、出料口、辅进料口、旋转冲击

刀片组、固定刀片、筛网口、供料叶片、转盘、送风叶片、挡粉圈、转体轴、底盘、腔体和盖盘

等。

[0011] 所述旋转冲击刀片组包括旋转冲击刀片和旋转冲击刀片固定片，所述旋转冲击刀

片固定片以和转盘呈40～60°(β角)的方式设置于所述转盘边缘。

[0012] 所述转盘上设有供料叶片和上转盘；所述辅进料口设置于所述盖盘且偏位于所述

旋转冲击刀片侧。

[0013] 所述旋转冲击刀片与所述固定刀片的间隙为3～10mm。

[0014] 所述转盘与所述固定刀片的间隙为8～15mm，所述上转盘直径比所述转盘小100～

300mm。

[0015] 用于设置所述转盘的所述转体轴包括轴套和角螺丝，且与所述转盘焊接接合。

[0016] 所述供料叶片具有圆滑的曲面，数量为4～1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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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气浮冲击式超细粉碎机的结构图。

[0018] 图2示出由转盘、上转盘、旋转冲击刀片组、送风叶片、供料叶片组装的转体。

[0019] 图3是旋转冲击刀片组的详细图。

[0020] 图4是转体的转盘、上转盘、送风叶片、供料叶片的结构图。

[0021] 图5是转体轴的详细图。

[0022] 附图标记说明

[0023] 1：主进料口                  2：出料口

[0024] 3：辅进料口                  4：上转盘

[0025] 5：旋转冲击刀片组            51：旋转冲击刀片

[0026] 52：旋转冲击刀片固定片       53：支柱

[0027] 54：支柱                     6：固定刀片

[0028] 7：筛网口                    8：供料叶片

[0029] 9：转盘                      10：送风叶片

[0030] 11：引导圈                   12：挡粉圈

[0031] 13：电机转轴                 14：转体轴

[0032] 141：轴套                    142：角螺丝

[0033] 15：底盘                     16：紧急出口

[0034] 17：机架                     18：腔体

[0035] 19：盖盘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本实用新型的气浮冲击式超细粉碎机的结构图如图1所示。

[0037] 本实用新型的气浮冲击式超细粉碎机包括主进料口、出料口、辅进料口、上转盘、

旋转冲击刀片组、固定刀片、筛网口、供料叶片、转盘、送风叶片、引导圈、挡粉圈、电机转轴、

转体轴、底盘、非常出口、机架、腔体和盖盘等。所述气浮冲击式超细粉碎机中待粉碎物被风

力悬浮起来，碰撞于刀片，同时也相互碰撞而被粉碎。

[0038] 所述气浮冲击式超细粉碎机的盖盘上设置有主进料口、辅进料口、出料口，腔体上

设置有固定刀片、筛网口、紧急出口，底盘中心设置有挡粉圈，机架上设置有底盘、电机，腔

体中设置有转体，所述转体包括转盘、送风叶片、供料叶片、上转盘、转体轴、引导圈。

[0039] 所述旋转冲击刀片组包括旋转冲击刀片和旋转冲击刀片固定片，所述旋转冲击刀

片固定片以和转盘呈40～60°(β角)的方式设置于所述转盘边缘。

[0040] 旋转冲击刀片固定片接合于两个支柱，所述两个支柱分别固定于转盘和上转盘边

缘，更具体地，一个支柱的一端垂直接合于转盘边缘，另一个支柱的一端接合于上转盘边

缘，所述两个支柱的另一端相互接合，也与所述冲击旋转刀片固定片的另一端接合在一起。

[0041] 所述旋转冲击刀片固定片和所述转盘以呈40～60°(β角)的方式设置于转盘边缘，

所述两个支柱是为了牢牢固定所述旋转冲击刀片固定片而设置，所述旋转冲击刀片固定片

支撑大受粉碎物的冲击负荷的旋转冲击刀片。

[0042] 转盘上设置有供料叶片，所述供料叶片上设置有上转盘，转盘下侧悬附有送风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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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0043] 过去当粉碎畜牧饲料，如干草类(玉米秸秆、玉米棒心、豆秸、麦秸、秕粒稻秸等)

时，先切断再送到进料口，但在本实用新型中盖盘上另设有辅进料口，可同时进行切断和粉

碎，将粉碎物通过筛网口排出。所述辅进料口设置于盖盘且偏位于旋转冲击刀片上方，干草

类被旋转冲击刀片切断、粉碎。

[0044] 旋转冲击刀片与固定刀片的间隙为3～10mm，转盘与固定刀片的间隙为8～15mm，

上转盘直径比转盘小100～300mm。

[0045] 要合理调整旋转冲击刀片与固定刀片的间隙才能使粉碎粒径小。

[0046] 如果间隙太小，粉碎机工作时旋转冲击刀片组向固定刀片处倾斜，触到固定刀片，

产生很强的噪音和热量。

[0047] 要合理调整转盘与固定刀片的间隙才能保证悬附于转盘下面的送风叶片的风力

合适。送风叶片处的风流过程如下：当电机转动时，外边空气通过电机转轴与挡粉圈的间隙

吸入到腔体内，通过送风叶片吹向固定刀片处，使粉碎物悬浮起来。

[0048] 上转盘和供料叶片一起组成供料通道，其直径比转盘小100～300mm。如果上转盘

直径比转盘小300mm以上，则待粉碎物不能充分地撒到固定刀片处，而分散于转盘上。

[0049] 固定刀片固定于腔体内侧面，其数量与腔体大小成比例增加，一般为数百个。

[0050] 转体轴包括轴套和角螺丝，焊接接合于转盘。轴套是与电机转轴接合的部分。角螺

丝为了方便分离转体和电机转轴而设有，即如果电机或转体出现故障，需要从电机转轴分

离转体，可将形状跟角螺丝扣一样的工具进入到角螺丝，那么转体就容易从电机转轴分离

出来。

[0051] 供料叶片具有圆滑的曲面，4～12个供料叶片以转体轴为中心相互对称排列。供料

叶片数量取决于电机功率，功率越大，其数量就多。供料叶片通过离心力将从主进料口进入

的待粉碎物均匀撒到固定刀片处。

[0052] 底盘中部设置有挡粉圈，如果没有挡粉圈，掉到底盘的一些粉碎物从底盘中心漏

出并堆积在包括电机轴承在内的电机部件上面而有碍于电机转动。

[0053] 引导圈将从主进料口进入的待粉碎物引导到供料叶片入口。

[0054] 本实用新型的气浮冲击式超细粉碎机的具体工作原理如下：待粉碎物从主进料口

进入，通过引导圈分配到供料叶片入口之后被离心力通过供料叶片空间撒到固定刀片处，

然后被悬附于转盘下面的送风叶片的风力悬浮起来，碰撞于固定刀片和旋转冲击刀片，同

时也相互碰撞而被粉碎。此时粉碎物均匀分布于固定刀片和旋转冲击刀片之间的粉碎空间

而被粉碎，其中轻超细粉碎物通过出料口排出。

[0055] 如图1、2、3所示，旋转冲击刀片组5包括旋转冲击刀片51、旋转冲击刀片固定片52、

支柱53和54。旋转冲击刀片固定片52上焊接固定有旋转冲击刀片51，即先将旋转冲击刀片

固定片52、支柱53和支柱54的末端焊接固定，然后将旋转冲击刀片51焊接固定于旋转冲击

刀片固定片52上。此时，旋转冲击刀片51与固定刀片6的间隙为3～10mm。

[0056] 本实用新型的气浮冲击式超细粉碎机根据电机功率的转盘9和腔体18的直径见表

1。

[0057] 表1.根据电机功率的转盘9和腔体18的直径

[0058] 电机功率(kW) 转盘直径(mm) 腔体直径(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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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800～950 900～1000

20 850～1000 950～1050

24 950～1100 1050～1150

28 1000～1150 1100～1200

40 1150～1300 1250～1350

50 1250～1450 1350～1500

65 1400～1600 1500～1650

[0059] 本实用新型中，当电机为四极电机，功率为14kW时，转盘9的最优直径为50mm，此时

腔体18的直径为900mm。

[0060] 转盘9边缘与固定刀片6的间隙为8～15mm，悬附于转盘9下侧的送风叶片10与底盘

15的间隙为10～15mm，要合理调整这些间隙才能保证送风叶片10的合适风力。转盘9与上转

盘4的间距(供料叶片8的高度)一般为30～50mm，电机功率越大，其间距也要越大。过去，转

盘9的厚度为5mm以上，但在本实用新型中，转盘9的厚度为5mm以下，上转盘4的厚度为3mm以

下，以减轻了转体整体的重量。

[0061] 如图1所示，挡粉圈12设置于底盘15的中心部，其内径和底盘15的中心部直径一

样，是转体轴14的轴套141外径的2～3倍。引导圈11将从主进料口1进入的待粉碎物引导到

供料叶片8入口。

[0062] 辅进料口3设置于盖盘19且不同于主进料口1，偏位于旋转冲击刀片51侧，因此干

草类从辅进料口3进入到旋转冲击刀片51侧，同时被切断、粉碎。干草类粉碎物为粗粉碎物，

通过筛网口7排出。

[0063] 如图4所示，转盘9下侧固定有送风叶片10，转盘9上以转体轴为中心对称排列有供

料叶片8，所述供料叶片8具有圆滑的曲面。上转盘4设置于所述供料叶片8上，其直径比转盘

9小100～300mm左右。

[0064] 如图5所示，转体轴14包括轴套141和角螺丝142，轴套141与角螺丝142焊接接合。

轴套141开设有键槽，与电机转轴13用键结合。转体轴14也焊接接合于转盘9。

[0065] 表2给出对白云石进行超细粉碎时的粒径测定结果。

[0066] 表2.粒径测定结果

[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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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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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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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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