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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种粉碎机的粉碎部件装置，包括筒体

(1)与转子(2)，筒体(1)设置筛网(5)区，筒体(1)

内壁设置多个凸起定齿(7)，沿筒体(1)内壁布置

为多排，每排包括竖向排列的多个凸起定齿(7)，

相邻2排凸起定齿(7)之间设置空缺段(8)作为物

料落下所需空间；转子(2)外周设置多个凸起转

齿(9)，沿转子(2)外周设置至少2排，每排包括竖

向排列的多个凸起转齿(9)，相邻2排凸起转齿

(9)之间设置空缺槽(23)作为物料落下所需空

间；相互啮合的凸起转齿(9)与凸起定齿(7)之间

保留物料目标颗粒大小所需要的间距；粉碎后的

物料颗粒均匀，粉碎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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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粉碎机的粉碎部件装置，包括筒体(1)与位于筒体(1)内的转子(2)，筒体

(1)的一端为物料进口，所述转子(2)中心开设轴孔(3)，用于在筒体(1)的另一端连接转轴

(4)作为动力传递端；其特征在于，所述筒体(1)筒壁的部份区域为用于排出粉碎后物料的

筛网(5)区，筛网(5)区布满孔径适于排出粉碎后物料的网孔(6)，除了筛网(5)区以外部份

的筒体(1)内壁设置多个凸起定齿(7)，所述凸起定齿(7)沿筒体(1)内壁圆周间隔布置为多

排，每排包括沿筒体(1)内壁竖向排列的多个凸起定齿(7)，相邻2排凸起定齿(7)之间设置

空缺段(8)作为物料落下所需空间；所述转子(2)外周设置多个凸起转齿(9)，所述凸起转齿

(9)沿转子(2)外周设置至少2排，每排包括沿转子(2)外周竖向排列的多个凸起转齿(9)，相

邻2排凸起转齿(9)之间设置空缺槽(23)作为物料落下所需空间；所述转子(2)外周的多个

凸起转齿(9)与筒体(1)内壁设置的多个凸起定齿(7)之间相互啮合，每2个凸起定齿(7)或

每2个凸起转齿(9)之间形成相互供对方嵌入的凹槽(22)，相互啮合的所述凸起转齿(9)与

凸起定齿(7)之间保留物料目标颗粒大小所需要的间距。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粉碎部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凸起定齿(7)、凸起转齿(9)的

截面呈三角形或梯形或矩形，每2个凸起定齿(7)或每2个凸起转齿(9)之间相互供对应对方

嵌入的凹槽(22)的截面也呈对应的三角形或梯形或矩形。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粉碎部件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有相互啮合的凸起转齿(9)与凸

起定齿(7)之间的啮合间距一致，均为物料目标颗粒大小所需要的间距。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粉碎部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网孔(6)内侧孔径小而外侧孔

径大。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粉碎部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筒体(1)包括对半2个半圆周部

分，其中1个半圆周部分的内壁全部设置凸起定齿(7)，另1个半圆周部分设置所述筛网(5)

区。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粉碎部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另1个半圆周部分开设缺口

(10)，所述筒体(1)还包括独立的筛网(5)片，所述筛网(5)片固定安装在所述缺口(10)中，

作为筛网(5)区。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粉碎部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子(2)包括圆柱体与沿其圆

周方向均布的3个或4个外侧为同心圆弧面的凸起块(11)，每2个相邻螺旋凸起块(11)之间

形成物料落下所需空间(8)，每个凸起块(11)的外侧圆弧面分别设置1排凸起转齿(9)，沿凸

起块(11)竖直方向排列。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粉碎部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子(2)呈螺旋状，包括沿其圆

周方向均布的3个或4个螺旋凸起块(11)，每个螺旋凸起块(11)的外侧圆弧面分别设置1排

凸起转齿(9)，沿其螺旋凸起块(11)螺旋竖直方向排列，按照转轴(4)的旋转方向，每1排凸

起转齿(9)的前侧为切削侧(12)，后侧为非切削侧(13)，每2个相邻螺旋凸起块(11)之间形

成螺旋凹槽作为物料落下所需空间(8)，凸起转齿(9)切削侧(12)与螺旋凹槽之间形成小于

90度的锐角，凸起转齿(9)非切削侧(13)与螺旋凹槽之间形成大于90度的钝角。

9.如权利要求7或8所述的粉碎部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子(2)底面设置多条用于

拨动落底物料的凸起筋(14)；所述凸起筋(14)沿其半径方向设置,并沿其圆周均布。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粉碎部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子(2)下面设置底盘(15)，

底盘(15)下面连接轴密封装置(16)，所述转子(2)中心开设轴孔(3)，转子(2)与转轴(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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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键(17)连接，所述转轴(4)穿过所述底盘(15)、轴密封装置(16)向外伸出；所述筒体(1)

的物料进口端连接法兰盘(18)，所述筒体(1)的动力传递端连接底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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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粉碎机的粉碎部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粉碎机制造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粉碎机的粉碎部件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粉碎机是将大尺寸的固体物料粉碎至要求尺寸的机械，粉碎时一般固液混合，在

化工、冶金、塑料、食品、制药、建筑等领域应用广泛。粗碎机主要用于各行业的粉碎预处理

作业，其作用主要是将直径较大的物料加工至直径较小的颗粒状物料。在粉碎过程中施加

于物料的外力有压轧、剪切、冲击（打击）、研磨四种。压轧主要用在粗、中碎，适用于硬质料

和大块料的破碎；剪切主要用在破碎或粉碎，适于韧性或纤维性物料的粉碎；冲击（打击）主

要用在粉碎和解聚，适于脆性物料的粉碎；研磨主要在超细粉碎以及超微粉碎，适于中细度

粉碎后的超微粉碎。现有粉碎机主要是冲击式粉碎方法，如早先的利用自由滚动的金属球

撞击物料粉碎，或利用高速运转的活动锤体和四周固定齿圈的相对运动，使物料经锤齿冲

撞、摩擦，彼此间冲击而获得粉碎。由于冲击式粉碎方法需要对撞击物料反复冲击，所以粉

碎效率低下，如要应对大量的物料粉碎作业，就需要制造大型粉碎机。由于其冲击对象不能

选择，目标是随机性的，经过多次冲击的物料变成了远小于目标颗粒度的细粉，被冲击次数

少的远大于目标颗粒度，而没有被冲击到有依旧。  所以，现有技术粉碎机一直存在如下缺

陷：一是粉碎后的物料大小不一，很不均匀，细粉含量较高。但有些领域要求物料颗粒均匀，

如塑料成型加工业，要求塑料原料颗粒在统一的温度融化，因为塑料成型时需要融化，颗粒

小的融化温度低，而颗粒大自然需要更高温度或时间才能完全融化，所以塑料原料颗粒不

均对其成型是不利的。塑料石油化工工业的产品，高分子材料经合成后的塑料为0.2至20mm

大小不一的块状物与其它液体试剂的混合物，由于目前的粉碎后的颗粒不均，细粉含量较

高，塑料成型前需进行类似挤出成型的造粒加工，形成均匀的塑料粒子。现有技术粉碎机的

缺陷二是设备占地大而粉碎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技术现状，提供一种粉碎后的物料颗粒均

匀，粉碎效率高的粉碎机的粉碎部件装置。

[0004]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用于粉碎机的粉碎部件装置，包括筒体(1)与位于筒体(1)内的转子(2)，筒体(1)

的一端为物料进口，所述转子(2)中心开设轴孔(3)，用于在筒体(1)的另一端连接转轴(4)

作为动力传递端；其特征在于，所述筒体(1)筒壁的部份区域为用于排出粉碎后物料的筛网

(5)区，筛网(5)区布满孔径适于排出粉碎后物料的网孔(6)，除了筛网(5)区以外部份的筒

体(1)内壁设置多个凸起定齿(7)，所述凸起定齿(7)沿筒体(1)内壁圆周间隔布置为多排，

每排包括沿筒体(1)内壁竖向排列的多个凸起定齿(7)，相邻2排凸起定齿(7)之间设置空缺

段(8)作为物料落下所需空间；所述转子(2)外周设置多个凸起转齿(9)，所述凸起转齿(9)

沿转子(2)外周设置至少2排，每排包括沿转子(2)外周竖向排列的多个凸起转齿(9)，相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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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凸起转齿(9)之间设置空缺槽(23)作为物料落下所需空间；所述转子(2)外周的多个凸起

转齿(9)与筒体(1)内壁设置的多个凸起定齿(7)之间相互啮合，每2个凸起定齿(7)或每2个

凸起转齿(9)之间形成相互供对方嵌入的凹槽(22)，相互啮合的所述凸起转齿(9)与凸起定

齿(7)之间保留物料目标颗粒大小所需要的间距。

[0005] 以下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

所述凸起定齿(7)、凸起转齿(9)的截面呈三角形或梯形或矩形，每2个凸起定齿(7)或

每2个凸起转齿(9)之间相互供对应对方嵌入的凹槽(22)的截面也呈对应的三角形或梯形

或矩形。

[0006] 所有相互啮合的凸起转齿(9)与凸起定齿(7)之间的啮合间距一致，均为物料目标

颗粒大小所需要的间距。

[0007] 所述网孔(6)内侧孔径小而外侧孔径大。

[0008] 所述筒体(1)包括对半2个半圆周部分，其中1个半圆周部分的内壁全部设置凸起

定齿(7)，另1个半圆周部分设置所述筛网(5)区。

[0009] 所述另1个半圆周部分开设缺口(10)，所述筒体(1)还包括独立的筛网(5)片，所述

筛网(5)片固定安装在所述缺口(10)中，作为筛网(5)区。

[0010] 所述转子(2)包括圆柱体与沿其圆周方向均布的3个或4个外侧为同心圆弧面的凸

起块(11)，每2个相邻螺旋凸起块(11)之间形成物料落下所需空间(8)，每个凸起块(11)的

外侧圆弧面分别设置1排凸起转齿(9)，沿凸起块(11)竖直方向排列。

[0011] 所述转子(2)呈螺旋状，包括沿其圆周方向均布的3个或4个螺旋凸起块(11)，每个

螺旋凸起块(11)的外侧圆弧面分别设置1排凸起转齿(9)，沿其螺旋凸起块(11)螺旋竖直方

向排列，按照转轴(4)的旋转方向，每1排凸起转齿(9)的前侧为切削侧(12)，后侧为非切削

侧(13)，每2个相邻螺旋凸起块(11)之间形成螺旋凹槽作为物料落下所需空间(8)，凸起转

齿(9)切削侧(12)与螺旋凹槽之间形成小于90度的锐角，凸起转齿(9)非切削侧(13)与螺旋

凹槽之间形成大于90度的钝角。

[0012] 所述转子(2)底面设置多条用于拨动落底物料的凸起筋(14)；所述凸起筋(14)沿

其半径方向设置,并沿其圆周均布。

[0013] 所述转子(2)下面设置底盘(15)，底盘(15)下面连接轴密封装置(16)，所述转子

(2)中心开设轴孔(3)，转子(2)与转轴(4)用连接键(17)连接，所述转轴(4)穿过所述底盘

(15)、轴密封装置(16)向外伸出；所述筒体(1)的物料进口端连接法兰盘(18)，所述筒体(1)

的动力传递端连接底盘(15)。

[0014] 所述转子(2)中心上段开设销子孔(19)，下段开设轴孔(3)，销子孔(19)中插入连

接销(20)，连接销(20)下端设置外螺纹，转轴(4)上端开设螺纹孔(21)，连接销(20)下端与

转轴(4)上端螺纹连接。

[0015] 本发明粉碎部件装置主要是利用转子外周的凸起转齿(9)的切削侧与筒体内壁的

凸起定齿对物料进行切削深度恒定的有效的剪切，相互啮合的凸起转齿与凸起定齿之间的

间距就成为经剪切后物料所保留的目标颗粒大小。由于凸起定齿(7)沿筒体内壁圆周间隔

布置为多排，每排包括多个沿筒体内壁竖向排列的多个凸起定齿，相邻2排凸起定齿之间设

置空缺段作为物料落下所需空间；转子外周设置多个凸起转齿，凸起转齿沿转子外周设置

至少2排，每排包括多个沿转子外周竖向排列的多个凸起转齿，相邻2排凸起转齿之间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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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缺槽作为物料落下所需空间；上面未被切成目标颗粒度的物料经落下空间落下至下面继

续被剪切，而已经未被切成目标颗粒度的物料会直接落下，很少会被反复剪切，本发明粉碎

部件装置物料除了受剪切外，很少受有压轧、冲击（打击）、研磨力的作用，所以，经本发明粉

碎部件装置粉碎的物料颗粒均匀，远小于目标颗粒度的细粉含量很少。由于本发明粉碎部

件装置内部结构合理，设备小而效率高，粉碎效率远远高于现有技术的冲击式粉碎设备。一

台小型的装有本发明粉碎部件装置的粉碎机的粉碎产量往往比一台体积上百倍冲击式粉

碎设备还要高。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粉碎部件装置基本构成俯视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粉碎部件装置基本构成仰视示意图。

[0018] 图3为筒体立体示意图。

[0019] 图4为筛网片示意图。

[0020] 图5为内壁全部设置凸起定齿的筒体半圆周部分示意图。

[0021] 图6为设置筛网区的筒体半圆周部分外周示意图。

[0022] 图7为设置筛网区的筒体半圆周部分内周示意图。

[0023] 图8为本发明螺旋式转子与设置其下面的底盘(15) 示意图。

[0024] 图9为本发明螺旋式转子与设置其下面的底盘(15)  仰视示意图。

[0025] 图10为本发明螺旋式转子示意图。

[0026] 图11为本发明螺旋式转子仰视示意图。

[0027] 图12为转轴示意图。

[0028] 图13为本发明粉碎部件装置俯视示意图。

[0029] 图14为本发明粉碎部件装置仰视示意图。

[0030] 图15为设置有3个同心圆弧面凸起块的圆柱体式转子俯视示意图。

[0031] 图16为设置有4个同心圆弧面凸起块的圆柱体式转子俯视示意图。

[0032] 图17为本发明粉碎部件装置整体示意图。

[0033] 图18为矩形齿的本发明粉碎部件装置基本构成示意图。

[0034] 图19为矩形齿的筒体半圆周部分示意图。

[0035] 图20为矩形齿的螺旋式转子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以下以图1至图20所示，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37] 本发明用于粉碎机的粉碎部件装置，如图1、图2所示，包括筒体1与位于筒体1内的

转子2，筒体1的一端为物料进口，转子2中心开设轴孔3，用于在筒体1的另一端连接转轴4作

为动力传递端。图1、图2中未显示转轴4，转轴4竖直设置，其下端向下伸出；转轴4如图12所

示。

[0038] 如图1、图2所示，筒体1筒壁的部份区域为用于排出粉碎后物料的筛网5区，筛网5

区布满孔径适于排出粉碎后物料的网孔6，除了筛网5区以外部份的筒体1内壁设置多个凸

起定齿7。如图1、图3所示，凸起定齿7沿筒体1内壁圆周间隔布置为多排，每排包括沿筒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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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壁竖向排列的多个凸起定齿7，相邻2排凸起定齿7之间设置空缺段8作为物料落下所需空

间。本发明用于粉碎机的粉碎部件装置在粉碎机工作时利用转子2转动的离心力将物料抛

至周边区域，经剪切粉碎至符合目标颗粒大小的物料在离心力从筛网5片众多的网孔6中被

抛出至物料收集器具；不符合目标颗粒大小的物料在其自身重力作用自由下落，由下面的

凸起转齿9与凸起定齿7继续剪切粉碎。物料在下落过程中直至全部被剪切粉碎成符合目标

颗粒大小，并在离心力从筛网5片众多的网孔6中被抛出至物料收集器具。

[0039] 如图8、图10、图11所示，转子2外周设置多个凸起转齿9，凸起转齿9沿转子2外周设

置至少2排，从实际效果与可制作性综合考虑，以设置3排或4排为为合适，尤其以设置3排为

最合适。每排包括沿转子2外周竖向排列的多个凸起转齿9，相邻2排凸起转齿9之间设置空

缺槽23作为物料落下所需空间。转子2外周的多个凸起转齿9与筒体1内壁设置的多个凸起

定齿7之间相互啮合，每2个凸起定齿7或每2个凸起转齿9之间形成相互供对方嵌入的凹槽

22，相互啮合的凸起转齿9与凸起定齿7之间保留物料目标颗粒大小所需要的间距。

[0040] 凸起定齿7、凸起转齿9的截面呈三角形或梯形或矩形，以三角形为佳。每2个凸起

定齿7或每2个凸起转齿9之间相互供对应对方嵌入的凹槽22的截面也呈对应的三角形或梯

形或矩形。所有相互啮合的凸起转齿9与凸起定齿7之间的啮合间距一致，均为物料目标颗

粒大小所需要的间距。本发明优选三角形截面方式。图18、图19、图20显示了矩形截面方式，

其它图均显示了三角形截面方式，梯形截面方式也可想而知。

[0041] 如图3所示，筒体1包括对半2个半圆周部分；其中1个半圆周部分的内壁全部设置

凸起定齿7，如图5所示；另1个半圆周部分设置筛网5区。如图6、图7所示，另1个半圆周部分

开设缺口10，筒体1还包括独立的筛网5片，如图4所示，筛网5片固定安装在缺口10中，作为

筛网5区。网孔6内侧孔径小而外侧孔径大。这样设置可以有效地防止物料堵塞在网孔6，保

持网孔6出料通畅。

[0042] 如图15、图16所示，转子2包括圆柱体与沿其圆周方向均布的3个或4个外侧为同心

圆弧面的凸起块11，每2个相邻螺旋凸起块11之间形成物料落下所需空间8，每个凸起块11

的外侧圆弧面分别设置1排凸起转齿9，沿凸起块11竖直方向排列。

[0043] 如图8、图10、图11所示，转子2以螺旋状为佳，包括沿其圆周方向均布的3个或4个

螺旋凸起块11，每个螺旋凸起块11的外侧圆弧面分别设置1排凸起转齿9，沿其螺旋凸起块

11螺旋竖直方向排列，按照转轴4的旋转方向，每1排凸起转齿9的前侧为切削侧12，后侧为

非切削侧13，每2个相邻螺旋凸起块11之间形成螺旋凹槽作为物料落下所需空间8，凸起转

齿9切削侧12与螺旋凹槽之间形成小于90度的锐角，凸起转齿9非切削侧13与螺旋凹槽之间

形成大于90度的钝角。如11所示，转子2底面设置多条用于拨动落底物料的凸起筋14；凸起

筋14沿其半径方向设置,并沿其圆周均布。凸起筋14用于清扫落到底盘15上面的物料，利用

转子2转动的离心力将其抛至周边区域，经剪切粉碎至符合目标颗粒大小的物料在离心力

从筛网5片众多的网孔6中被抛出至物料收集器具；不符合目标颗粒大小的物料由靠近底盘

15的下端部凸起转齿9与凸起定齿7继续剪切粉碎，并在离心力从筛网5片众多的网孔6中被

抛出至物料收集器具。

[0044] 如图8、图9所示，转子2下面设置底盘15，底盘15下面连接轴密封装置16；如图13、

图14及图17所示，转子2中心开设轴孔3，转子2与转轴4用连接键17连接，转轴4穿过底盘15、

轴密封装置16向外伸出；筒体1的物料进口端连接法兰盘18，筒体1的动力传递端连接底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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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如图8至图12所示，转子2中心上段开设销子孔19，下段开设轴孔3，销子孔19中插入连接

销20，连接销20下端设置外螺纹，转轴4上端开设螺纹孔21，连接销20下端与转轴4上端螺纹

连接。

[0045] 如图17所示，筒体1外套装外套筒24，外套筒24上端设置物料进口端25，侧面设置

物料出口端26，安装套筒24时将物料出口端26与筛网5对应，轴密封装置16下方设置轴承

27，转轴4穿过轴承27从下面穿出就可连接其动力装置。

[0046] 使用时，动力装置驱动转轴4高速转动，转子2在筒体1内高速转动，物料不断地从

物料进口端25送入，被转子2的凸起转齿9与筒体1内壁的凸起定齿7剪切粉碎，未被切成目

标颗粒度的物料经落下空间落下至下面继续被剪切粉碎。物料在下落过程中直至全部被剪

切粉碎成符合目标颗粒大小，并在离心力从筛网5片众多的网孔6中被抛出至物料收集器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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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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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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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图15

说　明　书　附　图 6/8 页

14

CN 110124810 A

14



图16

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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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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