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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瓦楞纸板用废纸碎纸装

置，包括主支撑架和上旋转碎纸架，所述主支撑

架包括上放置安装槽体，上放置安装槽体的底部

外侧壁上固定有多个支腿，支腿固定在地面上，

上放置安装槽体中插套有内搅拌壳体，上放置安

装槽体的下方的地面上固定有减速箱和驱动电

机，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伸入减速箱并与减速箱的

输入齿轮相连接，减速箱的输出轴伸入内搅拌壳

体中并固定有搅拌叶轮；它采用上搅拌叶轮和搅

拌叶轮进行破碎和搅拌，其可以在搅拌破碎时停

止浆液输出，提高搅拌效果，大大降低破碎的碎

片的颗粒大小，减少后续加工的时间和次数，大

大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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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瓦楞纸板用废纸碎纸装置，包括主支撑架(10)和上旋转碎纸架(20)，其特征在

于：所述主支撑架(10)包括上放置安装槽体(11)，上放置安装槽体(11)的底部外侧壁上固

定有多个支腿(111)，支腿(111)固定在地面上，上放置安装槽体(11)中插套有内搅拌壳体

(12)，上放置安装槽体(11)的下方的地面上固定有减速箱(1)和驱动电机(2)，驱动电机(2)

的输出轴伸入减速箱(1)并与减速箱(1)的输入齿轮相连接，减速箱(2)的输出轴伸入内搅

拌壳体(12)中并固定有搅拌叶轮(13)；

所述上旋转碎纸架(20)固定在主支撑架(10)的一侧的地面上，上旋转碎纸架(20)的顶

板的底面固定有旋转伺服电机(21)，旋转伺服电机(21)的输出轴穿过上旋转碎纸架(20)的

顶板的顶面并固定有旋转支撑梁(22)，旋转支撑梁(22)的端部处于内搅拌壳体(12)的上方

并固定有上搅拌机构(30)，上搅拌机构(30)的上搅拌叶轮(31)插套在内搅拌壳体(12)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瓦楞纸板用废纸碎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内搅拌壳体

(12)为上端直径大下端直径小的圆台形壳体，内搅拌壳体(12)的底端固定在上放置安装槽

体(11)的底板的顶面上，内搅拌壳体(12)的顶端外侧壁成型有环形折弯部(121)，环形折弯

部(121)的底面成型有环形卡槽(122)，上放置安装槽体(11)的顶端部卡置在环形卡槽

(122)中。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瓦楞纸板用废纸碎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内搅拌壳体

(12)的左侧板的下部成型有出料通孔(123)，上放置安装槽体(11)的左侧板的下部外侧壁

固定有压紧油缸(14)，压紧油缸(14)的推杆伸入上放置安装槽体(11)中并固定有压紧块

(15)，压紧块(15)的右侧壁压靠在内搅拌壳体(12)的左侧板的下部外侧壁，压紧块(15)的

右侧壁与内搅拌壳体(12)的左侧板的下部外侧壁相对应，压紧块(15)的右侧壁上固定有弹

性堵块(151)，弹性堵块(151)嵌套在出料通孔(123)中，弹性堵块(151)的外侧壁弹性压靠

在出料通孔(123)的内侧壁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瓦楞纸板用废纸碎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压紧块(15)的

左侧壁的上部固定有折弯块(16)，折弯块(16)的顶面固定有导向块(161)，导向块(161)插

套在上放置安装槽体(11)的左侧板的下部内侧壁上固定有的导向条(112)的底面具有的导

向凹槽(113)中。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瓦楞纸板用废纸碎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放置安装槽

体(11)的底板的左部成型有总出料通孔(114)，总出料通孔(114)的前部和后部处的上放置

安装槽体(11)的底板上固定有挡板(115)，挡板(115)的一侧壁固定在上放置安装槽体(11)

的左侧板的内侧壁上，挡板(115)的另一侧壁固定在内搅拌壳体(12)的外侧壁上，总出料通

孔(114)与出料通孔(123)相通。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一种瓦楞纸板用废纸碎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总出料通孔

(114)上通接有下出料管(115)，下出料管(115)对着地面上固定有的接料槽体(116)。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一种瓦楞纸板用废纸碎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料槽体

(116)的下部内侧壁上固定有定位边(117)，过滤板(118)固定在定位边(117)上，过滤板

(118)的中部具有多个漏水过滤通孔(119)。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一种瓦楞纸板用废纸碎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料槽体

(116)的下部侧壁通接有排水连接头(120)。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瓦楞纸板用废纸碎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搅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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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包括升降油缸(32)，升降油缸(32)固定在旋转支撑梁(22)的端部顶面上，升降油缸

(32)的推杆穿过旋转支撑梁(22)的端部底面并固定有升降支撑架(33)，升降支撑架(33)的

底面固定有压紧盖(34)，压紧盖(34)压靠在内搅拌壳体(12)的顶面上，压紧盖(34)的顶面

固定有上搅拌电机(35)，上搅拌电机(35)的输出轴穿过压紧盖(34)的底面并固定有上搅拌

叶轮(31)，上搅拌叶轮(31)处于内搅拌壳体(12)中。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一种瓦楞纸板用废纸碎纸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压紧盖(34)

的底面固定有密封垫(36)，密封垫(36)的外侧壁紧贴内搅拌壳体(12)的上部内侧壁，压紧

盖(34)的边部底面成型有环形套(37)，环形套(37)的内侧壁紧贴环形折弯部(121)的外侧

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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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瓦楞纸板用废纸碎纸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瓦楞纸板制作设备技术领域，更具体的说涉及一种瓦楞纸板用废纸碎

纸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瓦楞纸板制作过程中，其需要将废纸破碎做纸浆，而现有的破碎机构只采用

底部搅拌叶轮搅拌粉碎，其效率低，效果并不理想，而且，在搅拌破碎是连续进行，使得破碎

机出口中出来的浆料破碎不充分，需要后续再加工，其效果好，效率并不理想。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针对现有技术之不足，而提供一种瓦楞纸板用废纸碎纸装置，

它采用上搅拌叶轮和搅拌叶轮进行破碎和搅拌，其可以在搅拌破碎时停止浆液输出，提高

搅拌效果，大大降低破碎的碎片的颗粒大小，减少后续加工的时间和次数，大大提高生产效

率。

[0004]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措施如下：

[0005] 一种瓦楞纸板用废纸碎纸装置，包括主支撑架和上旋转碎纸架，所述主支撑架包

括上放置安装槽体，上放置安装槽体的底部外侧壁上固定有多个支腿，支腿固定在地面上，

上放置安装槽体中插套有内搅拌壳体，上放置安装槽体的下方的地面上固定有减速箱和驱

动电机，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伸入减速箱并与减速箱的输入齿轮相连接，减速箱的输出轴伸

入内搅拌壳体中并固定有搅拌叶轮；

[0006] 所述上旋转碎纸架固定在主支撑架的一侧的地面上，上旋转碎纸架的顶板的底面

固定有旋转伺服电机，旋转伺服电机的输出轴穿过上旋转碎纸架的顶板的顶面并固定有旋

转支撑梁，旋转支撑梁的端部处于内搅拌壳体的上方并固定有上搅拌机构，上搅拌机构的

上搅拌叶轮插套在内搅拌壳体中。

[0007] 所述内搅拌壳体为上端直径大下端直径小的圆台形壳体，内搅拌壳体的底端固定

在上放置安装槽体的底板的顶面上，内搅拌壳体的顶端外侧壁成型有环形折弯部，环形折

弯部的底面成型有环形卡槽，上放置安装槽体的顶端部卡置在环形卡槽中。

[0008] 所述内搅拌壳体的左侧板的下部成型有出料通孔，上放置安装槽体的左侧板的下

部外侧壁固定有压紧油缸，压紧油缸的推杆伸入上放置安装槽体中并固定有压紧块，压紧

块的右侧壁压靠在内搅拌壳体的左侧板的下部外侧壁，压紧块的右侧壁与内搅拌壳体的左

侧板的下部外侧壁相对应，压紧块的右侧壁上固定有弹性堵块，弹性堵块嵌套在出料通孔

中，弹性堵块的外侧壁弹性压靠在出料通孔的内侧壁上。

[0009] 所述压紧块的左侧壁的上部固定有折弯块，折弯块的顶面固定有导向块，导向块

插套在上放置安装槽体的左侧板的下部内侧壁上固定有的导向条的底面具有的导向凹槽

中。

[0010] 所述上放置安装槽体的底板的左部成型有总出料通孔，总出料通孔的前部和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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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上放置安装槽体的底板上固定有挡板，挡板的一侧壁固定在上放置安装槽体的左侧板

的内侧壁上，挡板的另一侧壁固定在内搅拌壳体的外侧壁上，总出料通孔与出料通孔相通。

[0011] 所述总出料通孔上通接有下出料管，下出料管对着地面上固定有的接料槽体。

[0012] 所述接料槽体的下部内侧壁上固定有定位边，过滤板固定在定位边上，过滤板的

中部具有多个漏水过滤通孔。

[0013] 所述接料槽体的下部侧壁通接有排水连接头。

[0014] 所述上搅拌机构包括升降油缸，升降油缸固定在旋转支撑梁的端部顶面上，升降

油缸的推杆穿过旋转支撑梁的端部底面并固定有升降支撑架，升降支撑架的底面固定有压

紧盖，压紧盖压靠在内搅拌壳体的顶面上，压紧盖的顶面固定有上搅拌电机，上搅拌电机的

输出轴穿过压紧盖的底面并固定有上搅拌叶轮，上搅拌叶轮处于内搅拌壳体中。

[0015] 所述压紧盖的底面固定有密封垫，密封垫的外侧壁紧贴内搅拌壳体的上部内侧

壁，压紧盖的边部底面成型有环形套，环形套的内侧壁紧贴环形折弯部的外侧壁。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7] 它采用上搅拌叶轮和搅拌叶轮进行破碎和搅拌，其可以在搅拌破碎时停止浆液输

出，提高搅拌效果，大大降低破碎的碎片的颗粒大小，减少后续加工的时间和次数，大大提

高生产效率。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图1的局部放大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的内搅拌壳体与上放置安装槽体的局部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实施例：见图1至图3所示，一种瓦楞纸板用废纸碎纸装置，包括主支撑架10和上旋

转碎纸架20，所述主支撑架10包括上放置安装槽体11，上放置安装槽体11的底部外侧壁上

固定有多个支腿111，支腿111固定在地面上，上放置安装槽体11中插套有内搅拌壳体12，上

放置安装槽体11的下方的地面上固定有减速箱1和驱动电机2，驱动电机2的输出轴伸入减

速箱1并与减速箱1的输入齿轮相连接，减速箱2的输出轴伸入内搅拌壳体12中并固定有搅

拌叶轮13；

[0022] 所述上旋转碎纸架20固定在主支撑架10的一侧的地面上，上旋转碎纸架20的顶板

的底面固定有旋转伺服电机21，旋转伺服电机21的输出轴穿过上旋转碎纸架20的顶板的顶

面并固定有旋转支撑梁22，旋转支撑梁22的端部处于内搅拌壳体12的上方并固定有上搅拌

机构30，上搅拌机构30的上搅拌叶轮31插套在内搅拌壳体12中。

[0023] 进一步的说，所述内搅拌壳体12为上端直径大下端直径小的圆台形壳体，内搅拌

壳体12的底端固定在上放置安装槽体11的底板的顶面上，内搅拌壳体12的顶端外侧壁成型

有环形折弯部121，环形折弯部121的底面成型有环形卡槽122，上放置安装槽体11的顶端部

卡置在环形卡槽122中。

[0024] 进一步的说，所述内搅拌壳体12的左侧板的下部成型有出料通孔123，上放置安装

槽体11的左侧板的下部外侧壁固定有压紧油缸14，压紧油缸14的推杆伸入上放置安装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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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并固定有压紧块15，压紧块15的右侧壁压靠在内搅拌壳体12的左侧板的下部外侧壁，

压紧块15的右侧壁与内搅拌壳体12的左侧板的下部外侧壁相对应，压紧块15的右侧壁上固

定有弹性堵块151，弹性堵块151嵌套在出料通孔123中，弹性堵块151的外侧壁弹性压靠在

出料通孔123的内侧壁上。

[0025] 进一步的说，所述压紧块15的左侧壁的上部固定有折弯块16，折弯块16的顶面固

定有导向块161，导向块161插套在上放置安装槽体11的左侧板的下部内侧壁上固定有的导

向条112的底面具有的导向凹槽113中。

[0026] 进一步的说，所述上放置安装槽体11的底板的左部成型有总出料通孔114，总出料

通孔114的前部和后部处的上放置安装槽体11的底板上固定有挡板115，挡板115的一侧壁

固定在上放置安装槽体11的左侧板的内侧壁上，挡板115的另一侧壁固定在内搅拌壳体12

的外侧壁上，总出料通孔114与出料通孔123相通。

[0027] 进一步的说，所述总出料通孔114上通接有下出料管115，下出料管115对着地面上

固定有的接料槽体116。

[0028] 进一步的说，所述接料槽体116的下部内侧壁上固定有定位边117，过滤板118固定

在定位边117上，过滤板118的中部具有多个漏水过滤通孔119。

[0029] 进一步的说，所述接料槽体116的下部侧壁通接有排水连接头120。

[0030] 进一步的说，所述上搅拌机构30包括升降油缸32，升降油缸32固定在旋转支撑梁

22的端部顶面上，升降油缸32的推杆穿过旋转支撑梁22的端部底面并固定有升降支撑架

33，升降支撑架33的底面固定有压紧盖34，压紧盖34压靠在内搅拌壳体12的顶面上，压紧盖

34的顶面固定有上搅拌电机35，上搅拌电机35的输出轴穿过压紧盖34的底面并固定有上搅

拌叶轮31，上搅拌叶轮31处于内搅拌壳体12中。

[0031] 进一步的说，所述压紧盖34的底面固定有密封垫36，密封垫36的外侧壁紧贴内搅

拌壳体12的上部内侧壁，压紧盖34的边部底面成型有环形套37，环形套37的内侧壁紧贴环

形折弯部121的外侧壁。

[0032] 进一步的说，所述升降支撑架33的顶面固定有多个导向竖直杆331，导向竖直杆

331插套在旋转支撑梁22的端部上成型有的导向通孔332中，旋转支撑梁22的端部顶面固定

有多个导向套333，导向竖直杆331插套在对应的导向套333中。

[0033] 进一步的说，压紧盖34上成型有与密封垫36上具有的排气通孔相对齐的上通孔。

[0034] 本实施例在使用时，将纸质废料和水液倒入内搅拌壳体12中，然后，通过旋转伺服

电机21运行使得压紧盖34处于内搅拌壳体12的上方，然后，通过升降油缸32的推杆推动，使

得压紧盖34压靠在内搅拌壳体12的顶面上，然后，通过上搅拌电机35运行，使得上搅拌叶轮

31旋转实现辅助搅拌，通过驱动电机2运行，带动搅拌叶轮13运行，实现主搅拌，从而使得内

搅拌壳体12中的纸质废料和水液搅拌粉碎，而产生的气体通过排气通孔排出，然后，通过压

紧油缸14的推杆回缩，使得压紧块15和弹性堵块151向左移动，使得搅拌粉碎料从出料通孔

123流出，并从下出料管115流出到接料槽体116中，搅拌粉碎料中的水液透过过滤板118进

入接料槽体116的底边并通过有排水连接头120排出，而过滤板118上的破碎料可以抓取使

用。

[0035] 本实施例中，其旋转伺服电机21、上搅拌电机35和驱动电机2均通过连接线与控制

主机电连接，升降油缸32和压紧油缸14通过连接管与液压站相连接，液压站上的控制阀等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110578262 A

6



电气部件均与控制主机电连接，通过控制主机上的按钮进行人工控制，实现对本实施例的

控制，其控制主机、液压站等部件为常用公知机构，不再详述，在附图中未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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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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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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