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1240407.7

(22)申请日 2016.12.2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58297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4.26

(73)专利权人 南京康锦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11100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迎翠路7

号（江宁开发区）

(72)发明人 王爽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华仲龙腾专利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1548

代理人 姜庆梅

(51)Int.Cl.

B02C 18/10(2006.01)

B02C 7/04(2006.01)

B02C 7/14(2006.01)

B02C 7/12(2006.01)

B02C 23/1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5665092 A,2016.06.15,说明书第

0014-0023段，附图1.

CN 205361595 U,2016.07.06,说明书第

0014-0017段，附图1-2.

CN 203598892 U,2014.05.21,全文.

CN 204892034 U,2015.12.23,全文.

CN 205614875 U,2016.10.05,全文.

CN 205199632 U,2016.05.04,全文.

JP 特开平9-313963 A,1997.12.09,全文.

审查员 杨瑞明

 

(54)发明名称

一种电极材料制备用的高效粉碎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电极材料制备用的高效

粉碎设备，包括罐体；所述罐体内部设置为粉碎

腔，顶部开口处设置有上盖；所述上盖上固定有

破碎装置；所述破碎装置由破碎罐、破碎电机、破

碎转轴、旋转刀片和定刀片组成；罐体底面设置

有升降装置；所述升降装置由升降板、丝杠电机、

丝杠和导柱组成；所述粉碎腔中设置有上研磨

体、下研磨体和导料板；所述上研磨盘下表面中

部与旋转轴顶端固定连接；本发明通过破碎装置

对原料进行破碎处理，有效防止大块原料直接粉

碎造成的粉碎不均匀的现象发生；通过上研磨体

在升降装置的带动下边旋转边向下运动，利用上

研磨盘下表面均布的上凸块和下研磨盘上表面

均布的下凸块对破碎后的原料进行研磨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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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极材料制备用的高效粉碎设备，包括罐体(14)；其特征在于，所述罐体(14)设

置成空心圆柱体，内部设置为粉碎腔(3)，顶部开口处设置有上盖(1)；所述上盖(1)上固定

有破碎装置(2)；所述破碎装置(2)由破碎罐(15)、破碎电机(23)、破碎转轴(18)、旋转刀片

(19)和定刀片(22)组成；所述破碎罐(15)设置成空心圆柱体，内部设置为破碎腔(16)，底部

设置有隔板(20)；所述破碎腔(16)中通过固定杆(17)与破碎电机(23)固定连接；所述破碎

电机(23)的主轴与破碎转轴(18)固定连接；所述破碎转轴(18)上固定有旋转刀片(19)；所

述旋转刀片(19)在破碎转轴(18)上设置有两层，每层设置有两片，且两片旋转刀片(19)设

置在同一直线上；两层旋转刀片(19)之间设置有定刀片(22)；所述定刀片(22)固定在破碎

罐(15)内壁上；罐体(14)底面设置有升降装置(11)；所述升降装置(11)由升降板(35)、丝杠

电机(31)、丝杠(33)和导柱(34)组成；所述升降板(35)设置成长方形，表面设置有导向孔

(38)、旋转轴安装孔(36)和螺纹筒固定孔(37)；所述导向孔(38)中设置有导柱(34)；所述导

柱(34)顶部与罐体(14)底面固定连接；所述螺纹筒固定孔(37)中固定有螺纹筒(32)；所述

螺纹筒(32)与丝杠(33)相互旋合；所述丝杠(33)与丝杠电机(31)的主轴固定连接；所述丝

杠电机(31)固定在罐体(14)内部底面；所述粉碎腔(3)中设置有上研磨体(6)、下研磨体(7)

和导料板(13)；所述上研磨体(6)由上研磨盘(25)和导料锥(24)组成；所述上研磨盘(25)设

置成倒置的阶梯式圆台，上表面固定有导料锥(24)，下表面均布有若干上凸块(26)，且下表

面中部与旋转轴(8)顶端固定连接；所述旋转轴(8)底端穿过升降板(35)上设置的旋转轴安

装孔(36)与旋转电机(9)的主轴固定连接；所述旋转电机(9)固定在升降板(35)下表面；所

述下研磨体(7)由下研磨盘(27)和下凸块(28)组成；所述下研磨盘(27)与罐体(14)内壁固

定连接，且下研磨盘(27)内部设置有集料槽(30)；所述集料槽(30)设置成阶梯型，且集料槽

(30)表面均布有若干下凸块(28)；集料槽(30)底部设置有落料口(29)；罐体(14)侧壁上设

置有排料管(12)；罐体(14)底面设置有支架(1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极材料制备用的高效粉碎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上盖(1)

通过螺栓(5)和螺母(4)的相互旋合与罐体(14)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极材料制备用的高效粉碎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上盖(1)

和罐体(14)均由不锈钢制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极材料制备用的高效粉碎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隔板(20)

上均布有若干落料孔(2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极材料制备用的高效粉碎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料板

(13)与罐体(14)内壁固定连接，且与水平面成30度夹角。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极材料制备用的高效粉碎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料管

(12)上设置有排料挡板。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极材料制备用的高效粉碎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10)

设置成T型，且支架(10)底面设置有防滑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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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极材料制备用的高效粉碎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极材料处理设备，具体是一种电极材料制备用的高效粉碎设

备。

背景技术

[0002] 电极材料粉碎机是将大尺寸的固体原料粉碎至小尺寸的机械。现有技术的电极材

料粉碎机在粉碎过程中施加于固体的外力主要有压轧、剪断、冲击和研磨四种。但是现有技

术中的电极材料粉碎机存在零部件较多、结构较复杂、成本较高，不易维修等缺点。而普通

的电极材料粉碎机很多都不能够粉碎彻底，不能将固体原料粉碎至需要的小尺寸，粉碎效

果不稳定，甚至需要在粉碎机粉碎之后，再进行部分原料的人工粉碎，同时出料不完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电极材料制备用的高效粉碎设备，以解决上述背景技

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电极材料制备用的高效粉碎设备，包括罐体；所述罐体设置成空心圆柱体，内

部设置为粉碎腔，顶部开口处设置有上盖；所述上盖上固定有破碎装置；所述破碎装置由破

碎罐、破碎电机、破碎转轴、旋转刀片和定刀片组成；所述破碎罐设置成空心圆柱体，内部设

置为破碎腔，底部设置有隔板；所述破碎腔中通过固定杆与破碎电机固定连接；所述破碎电

机的主轴与破碎转轴固定连接；所述破碎转轴上固定有旋转刀片；所述旋转刀片在破碎转

轴上设置有两层，每层设置有两片，且两片旋转刀片设置在同一直线上；两层旋转刀片之间

设置有定刀片；所述定刀片固定在破碎罐内壁上；罐体底面设置有升降装置；所述升降装置

由升降板、丝杠电机、丝杠和导柱组成；所述升降板设置成长方形，表面设置有导向孔、旋转

轴安装孔和螺纹筒固定孔；所述导向孔中设置有导柱；所述导柱顶部与罐体底面固定连接；

所述螺纹筒固定孔中固定有螺纹筒；所述螺纹筒与丝杠相互旋合；所述丝杠与丝杠电机的

主轴固定连接；所述丝杠电机固定在罐体内部底面；所述粉碎腔中设置有上研磨体、下研磨

体和导料板；所述上研磨体由上研磨盘和导料锥组成；所述上研磨盘设置成倒置的阶梯式

圆台，上表面固定有导料锥，下表面均布有若干上凸块，且下表面中部与旋转轴顶端固定连

接；所述旋转轴底端穿过升降板上设置的旋转轴安装孔与旋转电机的主轴固定连接；所述

旋转电机固定在升降板下表面；所述下研磨体由下研磨盘和下凸块组成；所述下研磨盘与

罐体内壁固定连接，且下研磨盘内部设置有集料槽；所述集料槽设置成阶梯型，且集料槽表

面均布有若干下凸块；集料槽底部设置有落料口；罐体侧壁上设置有排料管；罐体底面设置

有支架。

[0006]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上盖通过螺栓和螺母的相互旋合与罐体固定连

接。

[0007]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上盖和罐体均由不锈钢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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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隔板上均布有若干落料孔。

[0009]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导料板与罐体内壁固定连接，且与水平面成30度

夹角。

[0010]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排料管上设置有排料挡板。

[0011]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支架设置成T型，且支架底面设置有防滑橡胶。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3] 本发明通过破碎装置的设置，利用破碎电机带动破碎转轴旋转，破碎转轴带动旋

转刀片与定刀片进行相对转动，对原料进行破碎处理，破碎后的原料通过隔板上的落料孔

落入到粉碎腔中进行粉碎，便于保证粉碎质量，有效防止大块原料直接粉碎造成的粉碎不

均匀的现象发生；通过升降装置的设置，利用丝杠电机的正反转带动丝杠旋转，丝杠带动螺

纹筒进行上升和下降运动，螺纹筒带动与其固定的升降板进行升降运动，且利用导柱进行

导向，便于提高升降板升降的稳定性；通过上研磨体和下研磨体的设置，利用旋转电机带动

旋转轴旋转，旋转轴带动上研磨盘旋转，在升降装置的带动下边旋转边向下运动，利用上研

磨盘下表面均布的上凸块和下研磨盘上表面均布的下凸块对破碎后的原料进行研磨粉碎，

利用升降装置的循环升降运动，实现对原料的持续粉碎，粉碎面积大，粉碎质量好，利于提

高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电极材料制备用的高效粉碎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电极材料制备用的高效粉碎设备中破碎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电极材料制备用的高效粉碎设备中上研磨体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电极材料制备用的高效粉碎设备中下研磨体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为电极材料制备用的高效粉碎设备中升降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6为电极材料制备用的高效粉碎设备中升降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1-上盖，2-破碎装置，3-粉碎腔，4-螺母，5-螺栓，6-上研磨体，7-下研磨体，

8-旋转轴，9-旋转电机，10-支架，11-升降装置，12-排料管，13-导料板，14-罐体，15-破碎

罐，16-破碎腔，17-固定杆，18-破碎转轴，19-旋转轴，20-隔板，21-落料孔，22-定刀片，23-

破碎电机，24-导料锥，25-上研磨盘，26-上凸块，27-下研磨盘，28-下凸块，29-落料口，30-

集料槽，31-丝杠电机，32-螺纹筒，33-丝杠，34-导柱，35-升降板，36-旋转轴安装孔，37-螺

纹筒固定孔，38-导向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专利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地说明。

[0022] 请参阅图1-6，一种电极材料制备用的高效粉碎设备，包括罐体14；所述罐体14设

置成空心圆柱体，内部设置为粉碎腔3，顶部开口处设置有上盖1；所述上盖1通过螺栓5和螺

母4的相互旋合与罐体14固定连接，且上盖1和罐体14均由不锈钢制成；上盖1上固定有破碎

装置2；所述破碎装置2由破碎罐15、破碎电机23、破碎转轴18、旋转刀片19和定刀片22组成；

所述破碎罐15设置成空心圆柱体，内部设置为破碎腔16，底部设置有隔板20；所述隔板20上

均布有若干落料孔21；所述破碎腔16中通过固定杆17与破碎电机23固定连接；所述破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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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23的主轴与破碎转轴18固定连接；所述破碎转轴18上固定有旋转刀片19；所述旋转刀片

19在破碎转轴18上设置有两层，每层设置有两片，且两片旋转刀片19设置在同一直线上；两

层旋转刀片19之间设置有定刀片22；所述定刀片22固定在破碎罐15内壁上；通过破碎装置2

的设置，利用破碎电机23带动破碎转轴18旋转，破碎转轴18带动旋转刀片19与定刀片22进

行相对转动，对原料进行破碎处理，破碎后的原料通过隔板20上的落料孔21落入到粉碎腔3

中进行粉碎，便于保证粉碎质量，有效防止大块原料直接粉碎造成的粉碎不均匀的现象发

生；罐体14底面设置有升降装置11；所述升降装置11由升降板35、丝杠电机31、丝杠33和导

柱34组成；所述升降板35设置成长方形，表面设置有导向孔38、旋转轴安装孔36和螺纹筒固

定孔37；所述导向孔38中设置有导柱34；所述导柱34顶部与罐体14底面固定连接；所述螺纹

筒固定孔37中固定有螺纹筒32；所述螺纹筒32与丝杠33相互旋合；所述丝杠33与丝杠电机

31的主轴固定连接；所述丝杠电机31固定在罐体14内部底面；通过升降装置11的设置，利用

丝杠电机31的正反转带动丝杠33旋转，丝杠33带动螺纹筒32进行上升和下降运动，螺纹筒

32带动与其固定的升降板35进行升降运动，且利用导柱34进行导向，便于提高升降板35升

降的稳定性；所述粉碎腔3中设置有上研磨体6、下研磨体7和导料板13；所述上研磨体6由上

研磨盘25和导料锥24组成；所述上研磨盘25设置成倒置的阶梯式圆台，上表面固定有导料

锥24，下表面均布有若干上凸块26，且下表面中部与旋转轴8顶端固定连接；所述旋转轴8底

端穿过升降板35上设置的旋转轴安装孔36与旋转电机9的主轴固定连接；所述旋转电机9固

定在升降板35下表面；所述下研磨体7由下研磨盘27和下凸块28组成；所述下研磨盘27与罐

体14内壁固定连接，且下研磨盘27内部设置有集料槽30；所述集料槽30设置成阶梯型，且集

料槽30表面均布有若干下凸块28；集料槽30底部设置有落料口29；通过上研磨体6和下研磨

体7的设置，利用旋转电机9带动旋转轴8旋转，旋转轴8带动上研磨盘25旋转，在升降装置11

的带动下边旋转边向下运动，利用上研磨盘25下表面均布的上凸块26和下研磨盘27上表面

均布的下凸块28对破碎后的原料进行研磨粉碎，利用升降装置11的循环升降运动，实现对

原料的持续粉碎，粉碎面积大，粉碎质量好，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所述导料板13与罐体14内

壁固定连接，且与水平面成30度夹角，便于粉碎后的原料完全且快速的排出；罐体14侧壁上

设置有排料管12；所述排料管12上设置有排料挡板；罐体14底面设置有支架10；所述支架10

设置成T型，且支架10底面设置有防滑橡胶。

[0023] 上面对本专利的较佳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专利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

[0024] 式，在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专利宗旨

的前提下做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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