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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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311322.3

(22)申请日 2020.04.2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495500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8.07

(73)专利权人 邯郸市斯诺普胶管有限公司

地址 056002 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县经济开

发区西区幸福大道南

(72)发明人 孙睿　许旭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天奇智新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340

代理人 储德江

(51)Int.Cl.

B02C 13/04(2006.01)

B02C 13/28(2006.01)

B02C 13/26(2006.01)

B02C 13/284(2006.01)

B02C 13/31(2006.01)

B29B 9/02(2006.01)

B29B 13/10(2006.01)

B29B 7/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9232750 A,2019.01.18

CN 210171874 U,2020.03.24

FR 3040638 A1,2017.03.10

CN 206732838 U,2017.12.12

CN 209736057 U,2019.12.06

审查员 秦福溶

 

(54)发明名称

一种增强型橡胶软管原料密练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增强型橡胶软管原料密练

方法，其使用了一种增强型橡胶软管原料密练设

备，该增强型橡胶软管原料密练设备包括底座与

粉碎装置，所述底座左右两侧设置有支撑板，支

撑板上端安装有粉碎装置，底座与粉碎装置之间

设置有收集箱，粉碎装置位于收集箱正上方，支

撑板左端设置有驱动电机，粉碎装置与驱动电机

输出端通过带传动连接。本发明可以解决目前在

胶料进入设备时，无法被完全破碎的部分胶料不

能再次循环至粉碎锤的上方被粉碎锤接触破碎；

利用风机将设备底部粉碎锤接触不到的胶料吹

起，再被粉碎锤破碎，风机会将特别细小的胶粒

吹出设备对空气造成粉尘污染；机器停止运转，

粉碎锤由于惯性和重力，对设备造成不可避免的

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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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增强型橡胶软管原料密练方法，其使用了一种增强型橡胶软管原料密练设备，

该增强型橡胶软管原料密练设备包括底座（1）与粉碎装置（2），其特征在于：采用上述增强

型橡胶软管原料密练设备对天然橡胶进行密炼作业时具体方法如下：

步骤一、准备作业：对增强型橡胶软管原料密练设备进行调试；

步骤二、胶乳净化：通过过滤设备、离心分离设备或者自然沉降设备除去胶乳中的杂

质；

步骤三、胶乳凝固：在凝固槽中导入步骤二中净化完成的胶乳，并往凝固槽内加入适量

酸凝剂，使得胶乳凝固；

步骤四、胶乳滚压：把步骤三中凝固的胶乳通过机械滚压设备对其进行滚压，凝固的胶

乳脱水变为较薄、厚度一致的胶乳凝块；

步骤五、粉碎造粒：启动增强型橡胶软管原料密练设备，并将步骤四中的胶乳凝块适量

并持续的放入粉碎装置（2）内进行粉碎造粒；

步骤六、胶粒干燥：把步骤五中造粒完成的胶粒装入干燥设备中进行烘干；

步骤七、称重打包：将步骤六中烘干完成的胶粒先进行称重，然后把规定重量的胶粒放

入打包机进行加压，把胶粒从松散的状态压制成具有一定规格的紧密橡胶块，然后使用聚

乙烯薄膜袋和聚丙烯编织袋对紧密橡胶进行双层包装；

底座（1）左右两侧设置有支撑板（11），支撑板（11）上端安装有粉碎装置（2），底座（1）与

粉碎装置（2）之间设置有收集箱（12），粉碎装置（2）位于收集箱（12）正上方，支撑板（11）左

端设置有驱动电机（13），粉碎装置（2）与驱动电机（13）输出端通过带传动连接；其中：

所述粉碎装置（2）包括粉碎腔体（21）、粉碎辊轴（22）、粉碎锤（23）、缓冲单元（24）、辅助

锤（25）、入料口（26）与筛料单元（27），支撑板（11）上端安装有粉碎腔体（21），粉碎腔体（21）

内部安装有粉碎辊轴（22），粉碎辊轴（22）上通过铰链均匀安装有若干个粉碎锤（23），粉碎

辊轴（22）上均匀开设有若干个安装孔，安装孔位于相邻两排粉碎锤（23）之间，安装孔内设

置有缓冲单元（24），粉碎腔体（21）内壁均匀设置有若干个辅助锤（25），粉碎腔体（21）上端

设置有入料口（26），粉碎腔体（21）下端设置有筛料单元（27）；

所述筛料单元（27）包括筛料板（271）、振动框（272）、振动轮（273）、振动板（274）、振动

齿条（275）、振动半齿轮（276）、振动拨杆（277）、弧形滑道（278）与振动拨板（279），筛料板

（271）上均匀开设有若干个筛料孔（2711），筛料孔（2711）内安装有振动框（272），振动框

（272）上端安装有振动轮（273），振动框（272）中间通过振动弹簧连接有振动板（274），振动

框（272）左右两侧对称安装有振动齿条（275），筛料孔（2711）左右两边通过销轴对称安装有

振动半齿轮（276），振动齿条（275）与振动半齿轮（276）啮合，振动半齿轮（276）外侧安装有

振动拨杆（277），筛料孔（2711）内安装有弧形滑道（278），振动拨杆（277）后端上设置有弧形

滑块（2712），弧形滑道（278）与弧形滑块（2712）滑动连接，振动拨杆（277）前端安装有振动

拨板（279），筛料板（271）上表面与振动框（272）上端连接有一号软挡板（2713），筛料孔

（2711）上下侧与振动拨杆（277）之间连接二号软挡板（271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增强型橡胶软管原料密练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粉碎锤

（23）表面均匀设计有若干个凸起三角块（23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增强型橡胶软管原料密练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缓冲单

元（24）包括缓冲腔体（241）、缓冲体（242）、T型杆（243）、缓冲块（244）与承压块（245），安装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1495500 B

2



孔内安装有缓冲腔体（241），缓冲腔体（241）侧壁上设置有缓冲孔，缓冲孔内通过缓冲弹簧

滑动连接有缓冲体（242），缓冲腔体（241）底端通过压缩弹簧滑动安装有T型杆（243），T型杆

（243）后端安装有缓冲块（244），T型杆（243）前端安装有承压块（24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增强型橡胶软管原料密练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辅助锤

（25）横截面呈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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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增强型橡胶软管原料密练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橡胶加工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增强型橡胶软管原料密练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天然橡胶具有一系列物理化学特性，尤其是其优良的回弹性、绝缘性、隔水性及可

塑性等特性，并且，经过适当处理后还具有耐油、耐酸、耐碱、耐热、耐寒、耐压、耐磨等宝贵

性质，所以，具有广泛用途。例如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雨鞋、暖水袋、松紧带；医疗卫生行业所

用的外科医生手套、输血管；交通运输上使用的各种轮胎；工业上使用的传送带、运输带、耐

酸和耐碱手套；农业上使用的排灌胶管、氨水袋；气象测量用的探空气球；科学试验用的密

封、防震设备；国防上使用的飞机、坦克、大炮、防毒面具；甚至连火箭、人造地球卫星和宇宙

飞船等高精尖科学技术产品都离不开天然橡胶。

[0003] 目前对于橡胶原料进行粉碎造粒时，会存在以下问题：a.现有的锤磨机对胶料进

行破碎造粒时，锤磨机的转子高速旋转时，由于离心力的作用，粉碎锤成为辐射状，利用粉

碎锤的冲力和撕裂作用破碎胶料成颗粒，由于粉碎锤与锤磨机内壁之间是存在一定间距

的，所以在胶料进入锤磨机时，会出现一部分胶料无法被粉碎锤碰到，而无法被破碎的胶料

不能再次循环至粉碎锤的上方被粉碎锤接触破碎；b.现有的锤磨机利用风机将锤磨机底部

粉碎锤接触不到的胶料吹起，再被粉碎锤破碎，这样会出现风机将特别细小的胶粒吹出锤

磨机进入空气中，对空气造成粉尘污染；c.当锤磨机高速旋转时，由于离心作用，粉碎锤会

成为辐射状旋转，但是当机器停止运转时，粉碎锤会由于惯性和重力作用，对锤磨机本身也

会产生一定的冲击，长此以往会对机器造成不可避免的损伤。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增强型橡胶软管原料密练方法，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

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增强型橡胶软管原料密练方法，其使用了一种增强型橡胶软管原料密练设

备，该增强型橡胶软管原料密练设备包括底座与粉碎装置，采用上述增强型橡胶软管原料

密练设备对天然橡胶进行密炼作业时具体方法如下：

[0007] 步骤一、准备作业：对增强型橡胶软管原料密练设备进行调试；

[0008] 步骤二、胶乳净化：通过过滤设备、离心分离设备或者自然沉降设备除去胶乳中的

杂质；

[0009] 步骤三、胶乳凝固：在凝固槽中导入步骤二中净化完成的胶乳，并往凝固槽内加入

适量酸凝剂，使得胶乳凝固；

[0010] 步骤四、胶乳滚压：把步骤三中凝固的胶乳通过机械滚压设备对其进行滚压，凝固

的胶乳脱水变为较薄、厚度一致的胶乳凝块；

[0011] 步骤五、粉碎造粒：启动增强型橡胶软管原料密练设备，并将步骤四中的胶乳凝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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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量并持续的放入粉碎装置内进行粉碎造粒；

[0012] 步骤六、胶粒干燥：把步骤五中造粒完成的胶粒装入干燥设备中进行烘干；

[0013] 步骤七、称重打包：将步骤六中烘干完成的胶粒先进行称重，然后把规定重量的胶

粒放入打包机进行加压，把胶粒从松散的状态压制成具有一定规格的紧密橡胶块，然后使

用聚乙烯薄膜袋和聚丙烯编织袋对紧密橡胶进行双层包装；

[0014] 底座左右两侧设置有支撑板，支撑板上端安装有粉碎装置，底座与粉碎装置之间

设置有收集箱，粉碎装置位于收集箱正上方，支撑板左端设置有驱动电机，粉碎装置与驱动

电机输出端通过带传动连接；其中：

[0015] 所述粉碎装置包括粉碎腔体、粉碎辊轴、粉碎锤、缓冲单元、辅助锤、入料口与筛料

单元，支撑板上端安装有粉碎腔体，粉碎腔体内部安装有粉碎辊轴，粉碎辊轴上通过铰链均

匀安装有若干个粉碎锤，粉碎辊轴上均匀开设有若干个安装孔，安装孔位于相邻两排粉碎

锤之间，安装孔内设置有缓冲单元，粉碎腔体内壁均匀设置有若干个辅助锤，粉碎腔体上端

设置有入料口，粉碎腔体下端设置有筛料单元。

[0016]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粉碎锤表面均匀设计有若干个凸起三角块。

[0017]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缓冲单元包括缓冲腔体、缓冲体、T型杆、缓冲块与

承压块，安装孔内安装有缓冲腔体，缓冲腔体侧壁上设置有缓冲孔，缓冲孔内通过缓冲弹簧

滑动连接有缓冲体，缓冲腔体底端通过压缩弹簧滑动安装有T型杆，T型杆后端安装有缓冲

块，T型杆前端安装有承压块。

[0018]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辅助锤横截面呈菱形。

[0019]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筛料单元包括筛料板、振动框、振动轮、振动板、振

动齿条、振动半齿轮、振动拨杆、弧形滑道与振动拨板，筛料板上均匀开设有若干个筛料孔，

筛料孔内安装有振动框，振动框上端安装有振动轮，振动框中间通过振动弹簧连接有振动

板，振动框左右两侧对称安装有振动齿条，筛料孔左右两边通过销轴对称安装有振动半齿

轮，振动齿条与振动半齿轮啮合，振动半齿轮外侧安装有振动拨杆，筛料孔内安装有弧形滑

道，振动拨杆后端上设置有弧形滑块，弧形滑道与弧形滑块滑动连接，振动拨杆前端安装有

振动拨板，筛料板上表面与振动框上端连接有一号软挡板，筛料孔上下侧与振动拨杆之间

连接二号软挡板。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1] 可以解决目前对于橡胶原料进行粉碎造粒时，会存在以下问题：a.现有的锤磨机

对胶料进行破碎造粒时，锤磨机的转子高速旋转时，由于离心力的作用，粉碎锤成为辐射

状，利用粉碎锤的冲力和撕裂作用破碎胶料成颗粒，由于粉碎锤与锤磨机内壁之间是存在

一定间距的，所以在胶料进入锤磨机时，会出现一部分胶料无法被粉碎锤碰到，而无法被破

碎的胶料不能再次循环至粉碎锤的上方被粉碎锤接触破碎；b.现有的锤磨机利用风机将锤

磨机底部粉碎锤接触不到的胶料吹起，再被粉碎锤破碎，这样会出现风机将特别细小的胶

粒吹出锤磨机进入空气中，对空气造成粉尘污染；c.当锤磨机高速旋转时，由于离心作用，

粉碎锤会成为辐射状旋转，但是当机器停止运转时，粉碎锤会由于惯性和重力作用，对锤磨

机本身也会产生一定的冲击，长此以往会对机器造成不可避免的损伤。

[0022] 本发明装置在对凝固的胶乳进行粉碎造粒作业时，在粉碎锤的表面设计了凸起的

三角块，可以提高粉碎锤破碎凝固胶乳的破碎效果，三角块顶端与凝固胶乳接触面积小，使

说　明　书 2/5 页

5

CN 111495500 B

5



得凝固胶乳受力面积减小，这样同样的力作用在凝固胶乳表面，凝固胶乳破碎会更加容易；

而且在粉碎装置腔体内壁设计了辅助锤，可以使得粉碎锤旋转时与辅助锤之间的间隙更

小，这样对于刚进入粉碎腔体内的凝固胶乳更容易被粉碎锤接触被破碎；

[0023] 本发明设计了筛料单元，不仅可以将大小合格的胶粒筛分出去，还可以将大小不

合格的胶粒弹回至粉碎锤旋转时经过的区域，这样大小不合格的胶粒被重新弹回进行再次

破碎处理，避免了使用风机吹起粉尘进入空气污染环境；

[0024] 本发明设计了缓冲单元，可以在设备停转时，粉碎锤回落过程中，可以逐渐减缓粉

碎锤由于惯性和重力作用回落时产生的冲击力，避免了粉碎锤对设备产生冲击，造成设备

损坏。

附图说明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6] 图1是本发明的作业流程图；

[0027] 图2是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是本发明的正面剖视平面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是本发明的侧面剖视平面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是本发明的图3的A处放大平面结构示意图；

[0031] 图6是本发明的图3的B处放大平面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图1至图6，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阐述。

[0033] 一种增强型橡胶软管原料密练方法，其使用了一种增强型橡胶软管原料密练设

备，该增强型橡胶软管原料密练设备包括底座1与粉碎装置2，采用上述增强型橡胶软管原

料密练设备对天然橡胶进行密炼作业时具体方法如下：

[0034] 步骤一、准备作业：对增强型橡胶软管原料密练设备进行调试；

[0035] 步骤二、胶乳净化：通过过滤设备、离心分离设备或者自然沉降设备除去胶乳中的

杂质；

[0036] 步骤三、胶乳凝固：在凝固槽中导入步骤二中净化完成的胶乳，并往凝固槽内加入

适量酸凝剂，使得胶乳凝固；

[0037] 步骤四、胶乳滚压：把步骤三中凝固的胶乳通过机械滚压设备对其进行滚压，凝固

的胶乳脱水变为较薄、厚度一致的胶乳凝块；

[0038] 步骤五、粉碎造粒：启动增强型橡胶软管原料密练设备，并将步骤四中的胶乳凝块

适量并持续的放入粉碎装置2内进行粉碎造粒；

[0039] 步骤六、胶粒干燥：把步骤五中造粒完成的胶粒装入干燥设备中进行烘干；

[0040] 步骤七、称重打包：将步骤六中烘干完成的胶粒先进行称重，然后把规定重量的胶

粒放入打包机进行加压，把胶粒从松散的状态压制成具有一定规格的紧密橡胶块，然后使

用聚乙烯薄膜袋和聚丙烯编织袋对紧密橡胶进行双层包装；

[0041] 底座1左右两侧设置有支撑板11，支撑板11上端安装有粉碎装置2，底座1与粉碎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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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2之间设置有收集箱12，粉碎装置2位于收集箱12正上方，支撑板11左端设置有驱动电机

13，粉碎装置2与驱动电机13输出端通过带传动连接；其中：

[0042] 所述粉碎装置2包括粉碎腔体21、粉碎辊轴22、粉碎锤23、缓冲单元24、辅助锤25、

入料口26与筛料单元27，支撑板11上端安装有粉碎腔体21，粉碎腔体21内部安装有粉碎辊

轴22，粉碎辊轴22上通过铰链均匀安装有若干个粉碎锤23，粉碎辊轴22上均匀开设有若干

个安装孔，安装孔位于相邻两排粉碎锤23之间，安装孔内设置有缓冲单元24，粉碎腔体21内

壁均匀设置有若干个辅助锤25，粉碎腔体21上端设置有入料口26，粉碎腔体21下端设置有

筛料单元27；具体工作时，在驱动电机13的带动下，粉碎辊轴22转动，粉碎辊轴22上的粉碎

锤23由于离心力的作用，粉碎锤23成为辐射状展开，然后将凝固胶乳持续适量的从入料口

26放入粉碎腔体21内，粉碎锤23配合辅助锤25开始对凝固胶乳进行破碎，大小合格的胶粒

由筛料单元27排出至收集箱12内，不合格的胶粒被筛料单元27送回至粉碎腔体21内进行重

新粉碎，待凝固胶乳粉碎结束后，停止设备运转后，缓冲单元24可以对粉碎锤23由于惯性和

重力产生的冲击力进行缓冲，避免了粉碎锤23对设备产生冲击，造成设备损坏。

[0043] 所述粉碎锤23表面均匀设计有若干个凸起三角块231；具体工作时，三角块231顶

端与凝固胶乳接触面积小，使得凝固胶乳受力面积减小，这样同样的力作用在凝固胶乳表

面，使得凝固胶乳破碎会更加容易。

[0044] 所述缓冲单元24包括缓冲腔体241、缓冲体242、T型杆243、缓冲块244与承压块

245，安装孔内安装有缓冲腔体241，缓冲腔体241侧壁上设置有缓冲孔，缓冲孔内通过缓冲

弹簧滑动连接有缓冲体242，缓冲腔体241底端通过压缩弹簧滑动安装有T型杆243，T型杆

243后端安装有缓冲块244，T型杆243前端安装有承压块245；

[0045] 具体工作时，在设备停转时，粉碎锤23回落过程中，会挤压承压块245，然后T型杆

243在缓冲腔体241内下移，在其下移过程中，T型杆243后端安装有缓冲块244会逐渐接触到

缓冲孔内通过缓冲弹簧滑动连接的缓冲体242，并且缓冲体242会被缓冲块244挤压进缓冲

孔内，由于压缩弹簧的作用，T型杆243带着承压块245被弹回，同时粉碎锤23也会被回弹，但

是粉碎锤23由于惯性和重力产生的冲击力会被缓冲掉一部分，同样的过程几次之后，粉碎

锤23带来的冲击力被缓冲殆尽，粉碎锤23便静止在承压块245上不在回弹，从而避免了粉碎

锤23对设备产生冲击，造成设备损坏。

[0046] 所述辅助锤25横截面呈菱形；具体工作时，辅助锤25可以使得粉碎锤23旋转时与

辅助锤25之间的间隙更小，这样对于刚进入粉碎腔体21内的凝固胶乳更容易被粉碎锤23接

触被破碎。

[0047] 所述筛料单元27包括筛料板271、振动框272、振动轮273、振动板274、振动齿条

275、振动半齿轮276、振动拨杆277、弧形滑道278与振动拨板279，筛料板271上均匀开设有

若干个筛料孔2711，筛料孔2711内安装有振动框272，振动框272上端安装有振动轮273，振

动框272中间通过振动弹簧连接有振动板274，振动框272左右两侧对称安装有振动齿条

275，筛料孔2711左右两边通过销轴对称安装有振动半齿轮276，振动齿条275与振动半齿轮

276啮合，振动半齿轮276外侧安装有振动拨杆277，筛料孔2711内安装有弧形滑道278，振动

拨杆277后端上设置有弧形滑块2712，弧形滑道278与弧形滑块2712滑动连接，振动拨杆277

前端安装有振动拨板279，筛料板271上表面与振动框272上端连接有一号软挡板2713，筛料

孔2711上下侧与振动拨杆277之间连接二号软挡板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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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具体工作时，在粉碎锤23旋转过程中，粉碎锤23前端会击打振动轮273，使得振动

框272在振动弹簧的作用下在筛料孔2711内上下移动，振动框272上下移动待振动齿条275

上下移动，使得振动半齿轮276来回转动，从而振动拨杆277带着振动拨板279在弧形滑道

278内上下滑动，实现了大小合格的胶粒通过筛料孔2711进入收集箱12内，大小不合格的胶

粒被振动拨板279拨回粉碎腔体21内，被重新粉碎，使得凝固胶乳被粉碎的胶粒大小更加合

格，还避免了使用风机吹起粉尘进入空气污染环境。

[0049]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的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

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

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

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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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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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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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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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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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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