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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山茶籽原料的破碎挤出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山茶籽原料的破碎

挤出机，包括破碎仓、粉碎仓和挤出仓，挤出仓的

下端设有底座，挤出仓安装在底座上，底座上设

有挤出电机，挤出仓中设有挤出辊。粉碎仓安装

在挤出仓上，粉碎仓中设有粉碎架，粉碎仓的外

部设有粉碎电机，粉碎电机与粉碎架连接。破碎

仓安装在粉碎仓的上端，破碎仓上设有进料仓，

进料仓中设有推块、挡板、支板和座板，破碎仓的

外部侧面上设有气缸。该山茶籽原料的破碎挤出

机结构简单，使用方便，设计巧妙。通过分料架进

行分料，然后通过推块和挡板将其进行破碎，然

后落到粉碎仓中，通过粉碎架将其进行粉碎，最

后通过挤出辊将其压实，挤出，便于盛装，不会产

生较多的尘埃，使得工作厂房空气质量良好。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9页

CN 210935273 U

2020.07.07

CN
 2
10
93
52
73
 U



1.一种山茶籽原料的破碎挤出机，包括破碎仓、粉碎仓和挤出仓，其特征在于，所述挤

出仓的下端设有底座，所述挤出仓安装在所述底座上，所述底座上设有挤出电机，所述挤出

仓中设有挤出辊，所述挤出辊上设有螺旋凸起，所述挤出辊与挤出电机连接，所述粉碎仓安

装在所述挤出仓上，所述粉碎仓中设有粉碎架，所述粉碎仓的外部设有粉碎电机，所述粉碎

电机与粉碎架连接，所述粉碎架上设有粉碎块，所述粉碎仓中还设有落料筛网，所述落料筛

网在所述粉碎架的下端，所述破碎仓安装在所述粉碎仓的上端，所述破碎仓上设有进料仓，

所述进料仓中设有推块、挡板、支板和座板，所述破碎仓的外部侧面上设有气缸，所述气缸

延伸至所述破碎仓的内部与推块连接，所述挡板安装在所述推块的对立面处，所述支板安

装在所述座板上，所述座板安装在所述挡板的后端，所述挡板上设有支板槽，所述支板穿过

所述支板槽延伸至所述推块与挡板之间，座板的后端设有弹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山茶籽原料的破碎挤出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挤出仓和挤出辊

为锥台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山茶籽原料的破碎挤出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粉碎块上设有倾

斜部，所述倾斜部上设有防滑刺。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山茶籽原料的破碎挤出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板的下端设有

分支板。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山茶籽原料的破碎挤出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推块上设有球面

凸起和破碎刀，所述球面凸起在所述破碎刀的两侧，所述支板在所述球面凸起及破碎刀的

两侧。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山茶籽原料的破碎挤出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仓的外部设

有进料电机，所述进料仓的内部设有分料架，所述分料架通过皮带与进料电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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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茶籽原料的破碎挤出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山茶籽原料加工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山茶籽原料的破碎

挤出机。

背景技术

[0002] 油茶是我国特有的油料树种，茶油更是我国特有的优质食用油，品位可与橄榄油

相媲美。油茶全身都是宝，茶籽经过低温压榨或低温萃取制成的。茶油是一种优质食用油，

色佳味香，营养丰富，有降低血压、血脂和软化血管等作用。长期食用，人的皮肤细嫩润泽，

头发乌黑发亮，并增加人体免疫力，具有极高的美容、保健价值。

[0003] 但是茶油的制造的原料山茶籽需要对其进行加工破碎处理，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操

作。而一般的破碎机不适用于山茶籽原料的破碎，不能够完全将其进行破碎，会导致后面的

加工不易，会有少量的颗粒阻碍，从而降低了茶油的出油率。进一步的还会导致设备损坏，

影响生产进程，降低工作效率。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山茶籽原料的破碎挤

出机。

[0005]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6] 一种山茶籽原料的破碎挤出机，包括破碎仓、粉碎仓和挤出仓，其特征在于，所述

挤出仓的下端设有底座，所述挤出仓安装在所述底座上，所述底座上设有挤出电机，所述挤

出仓中设有挤出辊，所述挤出辊上设有螺旋凸起，所述挤出辊与挤出电机连接，所述粉碎仓

安装在所述挤出仓上，所述粉碎仓中设有粉碎架，所述粉碎仓的外部设有粉碎电机，所述粉

碎电机与粉碎架连接，所述粉碎架上设有粉碎块，所述粉碎仓中还设有落料筛网，所述落料

筛网在所述粉碎架的下端，所述破碎仓安装在所述粉碎仓的上端，所述破碎仓上设有进料

仓，所述进料仓中设有推块、挡板、支板和座板，所述破碎仓的外部侧面上设有气缸，所述气

缸延伸至所述破碎仓的内部与推块连接，所述挡板安装在所述推块的对立面处，所述支板

安装在所述座板上，所述座板安装在所述挡板的后端，所述挡板上设有支板槽，所述支板穿

过所述支板槽延伸至所述推块与挡板之间，座板的后端设有弹簧。

[0007] 在本实用新型的这种山茶籽原料的破碎挤出机中，所述挤出仓和挤出辊为锥台

形。

[0008] 在本实用新型的这种山茶籽原料的破碎挤出机中，所述粉碎块上设有倾斜部，所

述倾斜部上设有防滑刺。

[0009] 在本实用新型的这种山茶籽原料的破碎挤出机中，所述支板的下端设有分支板。

[0010] 在本实用新型的这种山茶籽原料的破碎挤出机中，所述推块上设有球面凸起和破

碎刀，所述球面凸起在所述破碎刀的两侧，所述支板在所述球面凸起及破碎刀的两侧。

[0011] 在本实用新型的这种山茶籽原料的破碎挤出机中，所述进料仓的外部设有进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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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所述进料仓的内部设有分料架，所述分料架通过皮带与进料电机连接。

[0012] 实施本实用新型的这种山茶籽原料的破碎挤出机，具有以下有益效果：该山茶籽

原料的破碎挤出机结构简单，使用方便，设计巧妙。通过分料架进行分料，然后通过推块和

挡板将其进行破碎，然后落到粉碎仓中，通过粉碎架将其进行粉碎，最后通过挤出辊将其压

实，挤出，便于盛装，不会产生较多的尘埃，使得工作厂房空气质量良好。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山茶籽原料的破碎挤出机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图1的另一方向示意图；

[0015] 图3为图1的俯视图；

[0016] 图4为图3中的A-A处剖视图；

[0017] 图5为图4中的B处局部放大图；

[0018] 图6为图2中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9] 图7为图6中的部分结构爆炸图；

[0020] 图8为图7的另一方向示意图；

[0021] 图9为图7中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10为图7中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11为图6中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12为图1中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

[0026] 如图1至12所示，本实用新型的这种山茶籽原料的破碎挤出机，包括破碎仓10、粉

碎仓11和挤出仓12。挤出仓12的下端设有底座13，挤出仓12安装在底座13上，底座13上设有

挤出电机14，挤出仓12中设有挤出辊15，挤出辊15上设有螺旋凸起151，挤出辊15与挤出电

机14连接。然而，挤出仓12和挤出辊15为锥台形。这样能够使得将粉碎之后的山茶籽原料能

够通过螺旋凸起151挤实，方便出料。

[0027] 粉碎仓11安装在挤出仓12上，粉碎仓11中设有粉碎架16，粉碎仓11的外部设有粉

碎电机17，粉碎电机17与粉碎架16连接。粉碎架16上设有粉碎块18，粉碎块18设有多个，粉

碎块18呈螺旋状均匀的排列在粉碎架16上。粉碎仓11中还设有落料筛网19，落料筛网19在

粉碎架16的下端。在粉碎块18上设有倾斜部20，倾斜部20上设有防滑刺21。当山茶籽原料落

到粉碎仓11中后，通过粉碎电机17带动粉碎架16转动，使得粉碎块18将山茶籽原料破碎。通

过倾斜部20来将山茶籽原料推动，使其在落料筛网19上摩擦，将其进行粉碎，粉碎之后的原

料便落到落料网筛19的下端。而防滑刺21能够防止倾斜部20在推动山茶籽原料时不会发生

山茶籽原料偏移的情况，提高粉碎效率和质量。

[0028] 破碎仓10安装在粉碎仓11的上端，破碎仓10上设有进料仓22，进料仓22中设有推

块23、挡板24、支板25和座板26。破碎仓10的外部侧面上设有气缸27，气缸27延伸至破碎仓

10的内部与推块23连接，挡板24安装在推块23的对立面处。支板25安装在座板26上，座板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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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在挡板24的后端。挡板24上设有支板槽241，支板25穿过支板槽241延伸至推块23与挡

板24之间。座板26的后端设有弹簧28。在支板25的下端设有分支板29。当山茶籽原料从进料

仓22中落下之后，然后落到支板25与支板25之间的间隙中，由下端的分支板29来将其支撑。

同时，在推块23上设有球面凸起30和破碎刀31，球面凸起30在破碎刀31的两侧，支板25在球

面凸起30及破碎刀31的两侧。当气缸27推动推块23移动后，通过推块23上的球面凸起30和

破碎刀31将支板25之间的山茶籽原料破碎，破碎之后的山茶籽便会通过分支板29之间的间

隙落下。当推动支板25后，支板25和座板26向后端移动，弹簧28被压缩，使得挡板24与推块

23之间的山茶籽被破碎，然后落下。

[0029] 为方便进料，且进料的量能够控制，在进料仓22的外部设有进料电机32，进料仓22

的内部设有分料架33，分料架33通过皮带34与进料电机32连接。进料仓22中的山茶籽落下

之后，通过分料架33挡住，当该设备在工作时，进料电机32转动，带动分料架33转动，通过分

料架33来分料，控制下料的量。

[0030] 该山茶籽原料的破碎挤出机先通过分料架33进行分料，然后通过推块23和挡板24

将其进行破碎，然后落到粉碎仓11中，通过粉碎架16将其进行粉碎，最后通过挤出辊15将其

压实，挤出，便于盛装，不会产生较多的尘埃，使得工作厂房空气质量良好。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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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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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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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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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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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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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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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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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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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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