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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假烟粉碎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假烟粉碎机，其包括

机壳，在机壳上设有进烟口、烟丝出口和废料出

口；在机壳内设有进烟溜槽、二次齿式粉碎机、滚

筒筛、二次齿式粉碎机电机、滚筒筛电机；二次齿

式粉碎机包括两端封闭、竖直设置的圆筒形二次

齿式粉碎机主体；在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内转动

设有与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同轴设置的破碎轴；

在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内的破碎轴上由上到下

依次设有切割刀和打击棍；在二次齿式粉碎机主

体的内壁上设有与切割刀对应设置的挡片和与

打击棍对应设置的挡钉。优点在于：假烟销毁效

率高、设备使用寿命长，假烟销毁粉碎分筛效果

好、节能、环保、绿色，无任何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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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假烟粉碎机，其特征在于，其包括粉碎机主体和废料打包装置，所述废料打包装

置包括从上到下依次连通设置的出料连接筒、拨料器壳体、挤压管；水平设置的所述出料连

接筒一端封闭；在所述出料连接筒的底部侧壁上设有所述拨料器壳体，所述拨料器壳体顶

部的进料口与所述出料连接筒内腔连通；在所述拨料器壳体内水平转动两根相对旋转的拨

料轴，在所述拨料轴上设有拨料叶片；在所述拨料器壳体底部的出料口上水平设有所述挤

压管；所述拨料器壳体底部的出料口与所述挤压管的内腔连通；在所述挤压管的一端管口

水平设有挤压油缸；所述挤压油缸的活塞杆顶端滑动置于所述挤压管内；在所述挤压管的

另一端管口外壁上竖直设有升降油缸，在所述升降油缸的活塞杆顶端设有挡板；所述挡板

滑动置于所述挤压管的另一端管口上；所述出料连接筒的开口端与所述粉碎机主体的废料

出口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假烟粉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粉碎机主体包括机壳，在

所述机壳上设有进烟口、烟丝出口和所述废料出口；在所述机壳内设有进烟溜槽、一次双轴

破碎机、二次齿式粉碎机、滚筒筛；所述进烟溜槽的上料端与所述进烟口连通；在所述进烟

溜槽内设有所述一次双轴破碎机；所述进烟溜槽的卸料端与所述二次齿式粉碎机的进料口

连通；所述二次齿式粉碎机的出料口与水平设置的所述滚筒筛的进料端密封连通；所述滚

筒筛的筛下物出口与所述烟丝出口密封连通；在所述烟丝出口上水平设有烟丝螺旋输送

机；所述烟丝螺旋输送机的进料口与所述烟丝出口密封连通；所述滚筒筛分机的筛上物出

口与所述废料出口通过筛上物料管密封连通；在所述筛上物料管内水平转动设有筛上物拨

料轴；在所述筛上物拨料轴上均匀分布设有筛上物拨料齿。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假烟粉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二次齿式粉碎机包括两端

封闭、竖直设置的圆筒形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在所述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顶部设有进料

口；在所述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的底部和侧壁之间设有出料口；在所述二次齿式粉碎机主

体内转动设有与所述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同轴设置的破碎轴；所述破碎轴的底端穿过所述

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底部，置于所述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外侧，并与二次齿式粉碎机电机

的输出轴传动连接；在所述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内的所述破碎轴上由上到下依次设有切割

刀和打击棍；在所述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的内壁上设有与所述切割刀对应设置的挡片和与

所述打击棍对应设置的挡钉。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假烟粉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切割刀设置一层或一层以

上，每层设置一个以上的所述切割刀，所述切割刀水平设置或向下倾斜设置；上下相邻的所

述切割刀交错设置；所述挡片设置两层或两层以上；每层所述挡片在所述二次齿式粉碎机

主体内壁上水平均匀排列设置；所述切割刀的顶端对应置于两层所述挡片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假烟粉碎机，其特征在于，每层两个及以上的所述切割刀

延所述破碎轴的圆周均匀排列。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假烟粉碎机，其特征在于，向下倾斜设置的所述切割刀与

水平面之间的夹角0～30°。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假烟粉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打击棍设置两层或两层以

上，每层水平设置两个以上的所述打击棍，每层的所述打击棍延所述破碎轴的圆周均匀排

列；上下相邻的所述打击棍交错设置；所述挡钉设置层数与所述打击棍一致；每层所述挡钉

在所述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内壁上水平均匀排列设置；所述挡钉顶端与对应的所述打击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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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顶端相对设置。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假烟粉碎机，其特征在于，底层的所述打击棍水平设置；

底层上方的所述打击棍向下倾斜设置，向下倾斜设置的所述打击棍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为

0～30°。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一种假烟粉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滚筒筛包括圆筒型的滚筒筛

机壳和固定设于所述滚筒筛机壳内的圆筒型的筛网，在所述滚筒筛机壳和所述筛网的内壁

上均设有螺旋形的倒料板，在所述滚筒筛机壳的两端分别为所述进料端和所述筛上物出

口，在所述滚筒筛机壳底部还设有所述筛下物出口。

10.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假烟粉碎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机壳内设有除尘风机、除

尘箱和积尘箱，所述除尘风机的进风口与所述滚筒筛的内腔连通；所述除尘风机的出风口

与所述除尘箱顶部连通；在所述除尘箱底部设有与所述除尘箱内腔连通的所述积尘箱。

11.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假烟粉碎机，其特征在于，其还包括物料输送带，所述物料

输送带的卸料端转动设于所述进烟溜槽的上料端内，所述物料输送带的上料端从所述机壳

的所述进烟口穿出，并设于所述机壳的外部。

12.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假烟粉碎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顶

部设有水箱，所述水箱通过管路与二次齿式粉碎机内腔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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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假烟粉碎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碎烟机，尤其涉及一种假烟粉碎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烟草行业内销毁假烟的办法主要是采取公开焚烧、液压变形挖坑深埋等

方式进行，其中，焚烧销毁占绝对主要地位。但是，焚烧销毁假烟存在着诸如审批手续和环

节复杂、需公安消防环保诸多部门配合、严重污染环境、容易引发火灾和人身伤害等一系列

弊端。不仅时间高、费用高，而且对具有回收价值的假烟进行焚毁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

[0003] 现有技术公开了申请号为：CN201620111711.0专利名称为一种假烟粉碎机，其包

括机体，在机体上分别设有进烟口、烟丝出口和废料出口；在机体内设有固定输送带、剪烟

机、破碎机、给料机、滚筒筛分机、除尘器、摆线减速电机、蜗杆减速电机；固定输送带的卸料

端设于剪烟机进料口的上方，剪烟机的出料口与破碎机的进料口密封连通，破碎机的出料

口与给料机的进料口密封连通。虽然能够将假烟集中销毁，将烟丝与烟皮过滤嘴等废物进

行分选；但在使用过程中因内部构造复杂，因物料破碎后体积增大数倍，转移由一个设备转

移到另一个设备时容易出现卡料，如未及时处理，则会对机器造成损伤。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假烟销毁效率高、设备使用寿命长，假烟销毁粉

碎分筛效果好、节能、环保、绿色，无任何环境污染的假烟粉碎机。

[0005] 本实用新型由如下技术方案实施：一种假烟粉碎机，其包括粉碎机主体和废料打

包装置，所述废料打包装置包括从上到下依次连通设置的出料连接筒、拨料器壳体、挤压

管；水平设置的所述出料连接筒一端封闭；在所述出料连接筒的底部侧壁上设有所述拨料

器壳体，所述拨料器壳体顶部的进料口与所述出料连接筒内腔连通；在所述拨料器壳体内

水平转动两根相对旋转的拨料轴，在所述拨料轴上设有拨料叶片；在所述拨料器壳体底部

的出料口上水平设有所述挤压管；所述拨料器壳体底部的出料口与所述挤压管的内腔连

通；在所述挤压管的一端管口水平设有挤压油缸；所述挤压油缸的活塞杆顶端滑动置于所

述挤压管内；在所述挤压管的另一端管口外壁上竖直设有升降油缸，在所述升降油缸的活

塞杆顶端设有挡板；所述挡板滑动置于所述挤压管的另一端管口上；所述出料连接筒的开

口端与所述粉碎机主体的废料出口连通。

[0006] 优选的，所述粉碎机主体包括机壳，在所述机壳上设有进烟口、烟丝出口和所述废

料出口；在所述机壳内设有进烟溜槽、一次双轴破碎机、二次齿式粉碎机、滚筒筛；所述进烟

溜槽的上料端与所述进烟口连通；在所述进烟溜槽内设有所述一次双轴破碎机；所述进烟

溜槽的卸料端与所述二次齿式粉碎机的进料口连通；所述二次齿式粉碎机的出料口与水平

设置的所述滚筒筛的进料端密封连通；所述滚筒筛的筛下物出口与所述烟丝出口密封连

通；在所述烟丝出口上水平设有烟丝螺旋输送机；所述烟丝螺旋输送机的进料口与所述烟

丝出口密封连通；所述滚筒筛分机的筛上物出口与所述废料出口通过筛上物料管密封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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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在所述筛上物料管内水平转动设有筛上物拨料轴；在所述筛上物拨料轴上均匀分布设

有筛上物拨料齿。

[0007] 优选的，所述二次齿式粉碎机包括两端封闭、竖直设置的圆筒形二次齿式粉碎机

主体；在所述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顶部设有进料口；在所述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的底部和

侧壁之间设有出料口；在所述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内转动设有与所述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

同轴设置的破碎轴；所述破碎轴的底端穿过所述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底部，置于所述二次

齿式粉碎机主体外侧，并与二次齿式粉碎机电机的输出轴传动连接；在所述二次齿式粉碎

机主体内的所述破碎轴上由上到下依次设有切割刀和打击棍；在所述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

的内壁上设有与所述切割刀对应设置的挡片和与所述打击棍对应设置的挡钉。

[0008] 优选的，所述切割刀设置一层或一层以上，每层设置一个以上的所述切割刀，所述

切割刀水平设置或向下倾斜设置；上下相邻的所述切割刀交错设置；所述挡片设置两层或

两层以上；每层所述挡片在所述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内壁上水平均匀排列设置；所述切割

刀的顶端对应置于两层所述挡片之间。

[0009] 优选的，每层两个及以上的所述切割刀延所述破碎轴的圆周均匀排列。

[0010] 优选的，向下倾斜设置的所述切割刀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0～30°。

[0011] 优选的，所述打击棍设置两层或两层以上，每层水平设置两个以上的所述打击棍，

每层的所述打击棍延所述破碎轴的圆周均匀排列；上下相邻的所述打击棍交错设置；所述

挡钉设置层数与所述打击棍一致；每层所述挡钉在所述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内壁上水平均

匀排列设置；所述挡钉顶端与对应的所述打击棍的顶端相对设置。

[0012] 优选的，底层的所述打击棍水平设置；底层上方的所述打击棍向下倾斜设置，向下

倾斜设置的所述打击棍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为0～30°。

[0013] 优选的，所述滚筒筛包括圆筒型的滚筒筛机壳和固定设于所述滚筒筛机壳内的圆

筒型的筛网，在所述滚筒筛机壳和所述筛网的内壁上均设有螺旋形的倒料板，在所述滚筒

筛机壳的两端分别为所述进料端和所述筛上物出口，在所述滚筒筛机壳底部还设有所述筛

下物出口。

[0014] 优选的，在所述机壳内设有除尘风机、除尘箱和积尘箱，所述除尘风机的进风口与

所述滚筒筛的内腔连通；所述除尘风机的出风口与所述除尘箱顶部连通；在所述除尘箱底

部设有与所述除尘箱内腔连通的所述积尘箱。

[0015] 优选的，其还包括物料输送带，所述物料输送带的卸料端转动设于所述进烟溜槽

的上料端内，所述物料输送带的上料端从所述机壳的所述进烟口穿出，并设于所述机壳的

外部。

[0016] 优选的，在所述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顶部设有水箱，所述水箱通过管路与二次齿

式粉碎机内腔连通。

[0017]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本假烟粉碎机的二次齿式粉碎机内部的切割刀和打击棍可将

成包假烟先切碎再揉搓，充分粉碎敲击成混合物料，由底层的打击棍将混合物料强制输送

到滚筒筛内，杜绝因为破碎物体积增大数倍而出现物料在二次齿式粉碎机转移到滚筒筛的

过程中堵料、卡料情况，假烟销毁效率高，机器也不会因长时间卡料造成磨损进而可以延长

设备使用寿命；滚筒筛内设置的倒料板增加了物料与圆筒型筛网的接触面积，进而提高物

料的分离效率，分筛效果好；实现假烟集中销毁，比现有的露天焚烧方法节约人力、物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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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采用该装置进行假烟销毁，节能、环保、绿色，无任何环境污染，假烟可变废为宝，拆解销

毁后的残渣能够用于生产复合肥等产品。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内部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A-A剖面的内部示意图；

[0021] 图4为一次双轴破碎机的整体示意图；

[0022] 图5为二次齿式粉碎机的整体示意图；

[0023] 图6为二次齿式粉碎机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为破碎轴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8为滚筒筛的整体示意图；

[0026] 图9为滚筒筛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7] 图10为废料打包装置的主视图；

[0028] 图11为废料打包装置的侧视图。

[0029] 图中：1-粉碎机主体、11-机壳、111-进烟口、112-烟丝出口、113-废料出口、12-进

烟溜槽、13-一次双轴破碎机、14-二次齿式粉碎机、141-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142-破碎轴、

143-二次齿式粉碎机电机、144-切割刀、145-打击棍、146-挡片、147-挡钉、15-滚筒筛、151-

滚筒筛机壳、152-筛网、153-倒料板、154-筛上物出口、155-筛下物出口、16-筛上物料管、

161-筛上物拨料轴、162-筛上物拨料齿、17-除尘风机、18-除尘箱、19-积尘箱、2-废料打包

装置、21-出料连接筒、22-拨料器壳体、221-拨料轴、222-拨料叶片、23-挤压管、24-挤压油

缸、25-升降油缸、26-挡板、3-烟丝螺旋输送机、4-物料输送带、5-水箱。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使本实用新型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

结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实用新型。

[0031] 如图1至图11所示，一种假烟粉碎机，其包括粉碎机主体1、废料打包装置2和烟丝

螺旋输送机3，粉碎机主体1包括机壳11，在机壳11上设有进烟口111、烟丝出口112和废料出

口113；在机壳11内设有进烟溜槽12、一次双轴破碎机13、二次齿式粉碎机14、滚筒筛15；进

烟溜槽12的上料端与进烟口111连通；在进烟溜槽12内设有一次双轴破碎机13；二次齿式粉

碎机14包括两端封闭、竖直设置的圆筒形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141；在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

141顶部设有进料口；进烟溜槽12的卸料端与二次齿式粉碎机14的进料口连通；在二次齿式

粉碎机主体141内转动设有与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141同轴设置的破碎轴142；破碎轴142的

底端穿过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141底部，置于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141外侧，并与二次齿式

粉碎机电机143的输出轴传动连接；在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141内的破碎轴142上由上到下

依次设有切割刀144和打击棍145；在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141的内壁上设有与切割刀144对

应设置的挡片146和与打击棍145对应设置的挡钉147；切割刀144设置一层或一层以上，每

层设置一个以上的切割刀144，切割刀144水平设置或向下倾斜设置；上下相邻的切割刀144

交错设置；挡片146设置两层或两层以上；每层挡片146在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141内壁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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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匀排列设置；切割刀144的顶端对应置于两层挡片146之间；每层两个及以上的切割刀

144延破碎轴142的圆周均匀排列；向下倾斜设置的切割刀144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0～30°；

打击棍145设置两层或两层以上，每层水平设置两个以上的打击棍145，每层的打击棍145延

破碎轴142的圆周均匀排列；上下相邻的打击棍145交错设置；挡钉147设置层数与打击棍

145一致；每层挡钉147在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141内壁上水平均匀排列设置；挡钉147顶端

与对应的打击棍145的顶端相对设置；底层的打击棍145水平设置；底层上方的打击棍145向

下倾斜设置，向下倾斜设置的打击棍145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为0～30°；切割刀144将破碎

的假烟进一步切碎，并配合打击棍145将切碎后的假烟揉搓成混合物料，混合物料再由底层

的打击棍145强制送入滚筒筛15中；在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141的底部和侧壁之间设有出料

口；在二次齿式粉碎机主体141顶部设有水箱5，水箱5通过管路与二次齿式粉碎机14内腔连

通；滚筒筛15包括圆筒型的滚筒筛机壳151和固定设于滚筒筛机壳151内的圆筒型的筛网

152，在滚筒筛机壳151和筛网152的内壁上均设有螺旋形的倒料板153，在滚筒筛机壳151的

两端分别为滚筒筛机壳151的进料端和筛上物出口154，在滚筒筛机壳151底部还设有筛下

物出口155；二次齿式粉碎机14的出料口与水平设置的滚筒筛151的进料端密封连通；筛下

物出口155与烟丝出口112密封连通；在烟丝出口112上水平设有烟丝螺旋输送机3；烟丝螺

旋输送机3的进料口与烟丝出口112密封连通；筛上物出口154与废料出口113通过筛上物料

管16密封连通；在筛上物料管16内水平转动设有筛上物拨料轴161；在筛上物拨料轴161上

均匀分布设有筛上物拨料齿162，筛上物拨料齿162负责将筛上物料管内的废料均匀送至废

料出口113。在机壳11内设有除尘风机17、除尘箱18和积尘箱19，除尘风机17的进风口与滚

筒筛15的内腔连通；除尘风机17的出风口与除尘箱18顶部连通；在除尘箱18底部设有与除

尘箱18内腔连通的积尘箱19；其还包括物料输送带20，物料输送带20的卸料端转动设于进

烟溜槽12的上料端内，物料输送带20的上料端从机壳11的进烟口111穿出，并设于机壳11的

外部；废料打包装置2包括从上到下依次连通设置的出料连接筒21、拨料器壳体22、挤压管

23；水平设置的出料连接筒21一端封闭；出料连接筒21的开口端与废料出口154连通；在出

料连接筒21的底部侧壁上设有拨料器壳体22，拨料器壳体22顶部的进料口与出料连接筒21

内腔连通；在拨料器壳体22内水平转动两根相对旋转的拨料轴221，在拨料轴221上设有拨

料叶片222；在拨料器壳体22底部的出料口上水平设有挤压管23；拨料器壳体22底部的出料

口与挤压管23的内腔连通；在挤压管23的一端管口水平设有挤压油缸24；挤压油缸24的活

塞杆顶端滑动置于挤压管23内；在挤压管23的另一端管口外壁上竖直设有升降油缸25，在

升降油缸25的活塞杆顶端设有挡板26；挡板26滑动置于挤压管23的另一端管口上；该装置

中，到达废料出口113的废料经由出料连接筒21进入拨料器壳体22内，由拨料叶片222对废

料进行梳理并均匀送入挤压管23内，到达挤压管23内的废料首先通过控制升降油缸25的活

塞杆带动挡板26下降对挤压管23的一侧进行封堵并固定，其次通过挤压油缸24对废料进行

挤压成型，废料被挤压成型后，通过控制升降油缸25的活塞杆带动挡板26上升，再通过挤压

油缸25将废料推出挤压管23完成对废料的打包处理。

[0032] 使用说明：

[0033] 将整条假烟放至物料输送带20，假烟通过物料输送带20送至烟溜槽12内，经过一

次双轴破碎机13碾压破碎后进入二次齿式粉碎机14内，再由二次齿式粉碎机14粉碎后进入

滚筒筛15中，滚筒筛15将烟丝与烟嘴包装纸等废料进行筛分分离，烟丝通过筛下物出口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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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烟丝出口112，再由烟丝螺旋输送机3排出；烟嘴包装纸等废料通过筛上物出口154经由

筛上物料管16送至废料出口113，到达废料出口113的废料通过废料打包装置2即可完成对

废料的成型处理。

[0034]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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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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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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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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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5/8 页

13

CN 210815633 U

13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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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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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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