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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同向双螺旋挤出机的

加料装置，包括挤出机本体，所述挤出机本体的

表面安装有烘干机构，且烘干机构的内部包括有

载板，所述载板与固定在挤出机本体的表面，且

载板的表面固定有输送带，且输送带的一端固定

有伺服电机，所述输送带的表面等距固定有收集

槽，所述挤出机本体的顶端固定有烘箱，且烘箱

的表面嵌合连接有漏斗。本实用新型中，在烘干

机构的作用下，通过设置的输送带与收集槽，便

于工作人员将物料输送至烘箱的内部，不仅减少

工作人员的参与度，而且提高该挤出机的上料效

率，通过设置的电热管，有效的将物料的湿气进

行处理，提高该挤出机的良品率，通过设置的导

流板与震动机，避免物料附着在烘箱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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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同向双螺旋挤出机的加料装置，包括挤出机本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挤出机

本体(1)的表面安装有烘干机构(2)，且烘干机构(2)的内部包括有载板(201)，所述载板

(201)与固定在挤出机本体(1)的表面，且载板(201)的表面固定有输送带(202)，所述输送

带(202)的一端固定有伺服电机(203)，且输送带(202)的表面等距固定有收集槽(204)，所

述挤出机本体(1)的顶端固定有烘箱(205)，且烘箱(205)的表面嵌合连接有漏斗(206)，所

述烘箱(205)的表面固定有电热管(207)，所述烘箱(205)的表面开设有出料口(208)，且出

料口(208)的表面嵌合连接有导流板(209)，所述烘箱(205)的内部固定有震动机(2010)，所

述挤出机本体(1)的顶端固定有中转槽(3)，且中转槽(3)的表面开设进料口(4)，所述进料

口(4)与挤出机本体(1)为嵌合连接，所述中转槽(3)的表面安装有搅拌机构(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同向双螺旋挤出机的加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带

(202)的一端位于漏斗(206)的上方，所述出料口(208)位于中转槽(3)的上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同向双螺旋挤出机的加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机

构(5)的内部包括有滑槽(501)，且滑槽(501)开设在中转槽(3)的表面，所述滑槽(501)的表

面连接有滑块(502)，且滑块(502)的表面固定有支杆(503)，所述支杆(503)的顶端连接有

撑杆(504)，且撑杆(504)的表面固定有毛刷(505)。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同向双螺旋挤出机的加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槽

(501)呈圆形状结构，且滑槽(501)与滑块(502)为滑动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同向双螺旋挤出机的加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杆

(503)的表面安装有卡合机构(6)，且卡合机构(6)的内部包括有凹槽(601)，所述凹槽(601)

开设在支杆(503)的表面，且凹槽(601)的表面嵌合连接有通孔(602)，所述撑杆(504)的表

面固定有弹簧(603)，且弹簧(603)的另一端固定有卡块(604)。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同向双螺旋挤出机的加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撑杆

(504)与凹槽(601)为活动连接，所述通孔(602)与卡块(604)为活动连接，且卡块(604)通过

弹簧(603)与撑杆(504)之间构成弹性伸缩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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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同向双螺旋挤出机的加料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挤出机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同向双螺旋挤出机的加料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挤出机属于塑料机械的种类之一，塑料挤出机可以基本分类为双螺杆挤出机，单

螺杆挤出机以及不多见的多螺杆挤出机以及无螺杆挤出机。挤出机依据机头料流方向以及

螺杆中心线的夹角，可以将机头分成直角机头和斜角机头等。螺杆挤出机是依靠螺杆旋转

产生的压力及剪切力，能使得物料可以充分进行塑化以及均匀混合，通过口模成型。

[0003] 在现有技术中，挤出机的顶端均安装有配料斗，由于配料斗的位置较高，导致工作

人员不便于将物料倒入配料斗的内部，不仅使工作人员费时费力，而且配料斗不能快速将

物料送至挤出机的内部。

[0004]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同向双螺旋挤出机的加料装置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同向双螺旋挤出机的加料装置，解决了现有的挤出机不便于

将物料倒入配料斗的内部，且料斗不能快速将物料送至挤出机的内部的问题。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同向双螺旋挤出机的加料装置，包

括挤出机本体，所述挤出机本体的表面安装有烘干机构，且烘干机构的内部包括有载板，所

述载板与固定在挤出机本体的表面，且载板的表面固定有输送带，所述输送带的一端固定

有伺服电机，且输送带的表面等距固定有收集槽，所述挤出机本体的顶端固定有烘箱，且烘

箱的表面嵌合连接有漏斗，所述烘箱的表面固定有电热管，所述烘箱的表面开设有出料口，

且出料口的表面嵌合连接有导流板，所述烘箱的内部固定有震动机，所述挤出机本体的顶

端固定有中转槽，且中转槽的表面开设进料口，所述进料口与挤出机本体为嵌合连接，所述

中转槽的表面安装有搅拌机构。

[0007] 优选的，所述输送带的一端位于漏斗的上方，所述出料口位于中转槽的上方。

[0008] 优选的，所述搅拌机构的内部包括有滑槽，且滑槽开设在中转槽的表面，所述滑槽

的表面连接有滑块，且滑块的表面固定有支杆，所述支杆的顶端连接有撑杆，且撑杆的表面

固定有毛刷。

[0009] 优选的，所述滑槽呈圆形状结构，且滑槽与滑块为滑动连接。

[0010] 优选的，所述支杆的表面安装有卡合机构，且卡合机构的内部包括有凹槽，所述凹

槽开设在支杆的表面，且凹槽的表面嵌合连接有通孔，所述撑杆的表面固定有弹簧，且弹簧

的另一端固定有卡块。

[0011] 优选的，所述撑杆与凹槽为活动连接，所述通孔与卡块为活动连接，且卡块通过弹

簧与撑杆之间构成弹性伸缩结构。

[0012]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同向双螺旋挤出机的加料装置具有如

下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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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同向双螺旋挤出机的加料装置，在烘干机构的作用下，通过

设置的输送带与收集槽，便于工作人员将物料输送至烘箱的内部，不仅减少工作人员的参

与度，而且提高该挤出机的上料效率，通过设置的电热管，有效的将物料的湿气进行处理，

提高该挤出机的良品率，通过设置的导流板与震动机，避免物料附着在烘箱的内部；在搅拌

机构的作用下，通过设置的滑槽与滑块，便于转动毛刷，使得毛刷能够对中转槽表面附着的

物料进行清洁，不仅减少物料的浪费，且能够将物料快速的送至进料口，从而提高该挤出机

的工作效率；在搅拌机构的作用下，通过设置的滑槽与滑块，便于转动毛刷，使得毛刷能够

对中转槽表面附着的物料进行清洁，不仅减少物料的浪费，且能够将物料快速的送至进料

口，从而提高该挤出机的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同向双螺旋挤出机的加料装置的一种较佳实施例的

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搅拌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卡合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中标号：1、挤出机本体；2、烘干机构；201、载板；202、输送带；203、伺服电机；

204、收集槽；205、烘箱；206、漏斗；207、电热管；208、出料口；209、导流板；2010、震动机；3、

中转槽；4、进料口；5、搅拌机构；501、滑槽；502、滑块；503、支杆；504、撑杆；505、毛刷；6、卡

合机构；601、凹槽；602、通孔；603、弹簧；604、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19] 请结合参阅图1、图2、图3，其中，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同向双螺旋挤出机

的加料装置的一种较佳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搅拌机构结构示意图；图

3为本实用新型的卡合机构结构示意图。一种同向双螺旋挤出机的加料装置，包括挤出机本

体1，挤出机本体1的表面安装有烘干机构2，且烘干机构2的内部包括有载板201，载板201与

固定在挤出机本体1的表面，且载板201的表面固定有输送带202，输送带202的一端固定有

伺服电机203，输送带202的表面等距固定有收集槽204，挤出机本体1的顶端固定有烘箱

205，且烘箱205的表面嵌合连接有漏斗206，烘箱205的表面固定有电热管207，烘箱205的表

面开设有出料口208，且出料口208的表面嵌合连接有导流板209，烘箱205的内部固定有震

动机2010，挤出机本体1的顶端固定有中转槽3，且中转槽3的表面开设进料口4，进料口4与

挤出机本体1为嵌合连接，中转槽3的表面安装有搅拌机构5，通过设置的输送带202呈一定

倾斜度，且输送带202的高位位于漏斗206的上方，便于收集槽204内部的物料在重力的作用

下，掉落至漏斗206的内部，当然，输送带202的低位便于工作人员将物料放置在收集槽204

的内部，提高该挤出机的上料效率，通过设置的电热管207的数量至少有四个，且电热管207

关于烘箱205的中轴线呈对称，提高该机构对物料的祛湿效果，通过设置的震动机2010的型

号为：欧泰恒缘—HY，通过查阅资料可知，该型号震动机2010的额定功率为：0.03KW，其体积

大小为：20.0cm*10.0cm*8.0cm，满足该机构使用。

[0020] 输送带202的一端位于漏斗206的上方，出料口208位于中转槽3的上方，通过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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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导流板209呈一定坡度，且导流板209的低位与出料口208相连接，便于物料在导流板209

的作用下，移动至出料口208处，通过设置的出料口208位于中转槽3的上方，使得物料能够

自行移动至中转槽3的内部。

[0021] 搅拌机构5的内部包括有滑槽501，且滑槽501开设在中转槽3的表面，滑槽501的表

面连接有滑块502，且滑块502的表面固定有支杆503，支杆503的顶端连接有撑杆504，且撑

杆504的表面固定有毛刷505，当然，中转槽3呈圆柱体结构。

[0022] 滑槽501呈圆形状结构，且滑槽501与滑块502为滑动连接，通过设置的滑槽501呈

圆形状结构，通过设置的滑槽501与滑块502，使得毛刷505能够进行圆周运动。

[0023] 支杆503的表面安装有卡合机构6，且卡合机构6的内部包括有凹槽601，凹槽601开

设在支杆503的表面，且凹槽601的表面嵌合连接有通孔602，撑杆504的表面固定有弹簧

603，且弹簧603的另一端固定有卡块604，通过设置的通孔602的数量有两个，提高撑杆504

的稳定性。

[0024] 撑杆504与凹槽601为活动连接，通孔602与卡块604为活动连接，且卡块604通过弹

簧603与撑杆504之间构成弹性伸缩结构，通过设置的弹簧603，便于卡块604能够自行与通

孔602进行卡合。

[0025]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同向双螺旋挤出机的加料装置的工作原理如下：

[0026] 首先将伺服电机203与外接电源连接，通过设置的若干收集槽204，使得该挤出机

的上料效率提高，然后将物料放置在输送带202表面的收集槽204的内部，从而使输送带202

带动收集槽204内部的物料进行移动，在重力的作用下，位于收集槽204内部的物料掉落至

漏斗206的内部，在物料掉落的过程中，将电热管207与震动机2010均与外接电源连接，使得

电热管207对物料进行祛湿处理，震动机2010将导流板209上方的物料进行震动，从而使物

料通过出料口208，掉落至中转槽3的内部，从而使得物料通过进料口4进入到该挤出机的内

部，若此时中转槽3的内壁附着很多物料时，在滑槽501与滑块502的作用下，通过转动撑杆

504，使得毛刷505对中转槽3的内部进行清洁，从而将减少物料的浪费，且在毛刷505的圆周

运动下，使得中转槽3内部物料能够快速的进入到进料口4的内部，若毛刷505使用时间较长

时，通过按压卡块604，在弹簧603的作用下，使得卡块604进行伸缩运动，从而使卡块604与

通孔602分离，此时可将撑杆504从凹槽601的内部取出，即可对毛刷505进行清洁或者更换。

[0027]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同向双螺旋挤出机的加料装置具有如

下有益效果：

[0028] 1、本实用新型中，在烘干机构2的作用下，通过设置的输送带202与收集槽204，便

于工作人员将物料输送至烘箱205的内部，不仅减少工作人员的参与度，而且提高该挤出机

的上料效率，通过设置的电热管207，有效的将物料的湿气进行处理，提高该挤出机的良品

率，通过设置的导流板209与震动机2010，避免物料附着在烘箱205的内部。

[0029] 2、本实用新型中，在搅拌机构5的作用下，通过设置的滑槽501与滑块502，便于转

动毛刷505，使得毛刷505能够对中转槽3表面附着的物料进行清洁，不仅减少物料的浪费，

且能够将物料快速的送至进料口4，从而提高该挤出机的工作效率。

[0030] 3、本实用新型中，在卡合机构6的作用下，通过设置的弹簧603与卡块604，使得卡

块604与通孔602分离，从而使撑杆504能够进行拆装，进而可以将毛刷505进行清洁或者更

换，减少客户的物料成本，且提高该机构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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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

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

其它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12528612 U

6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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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8

CN 212528612 U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