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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挤干造粒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挤干造粒机，包括机

架、挤干筒、切粒装置、加热及螺杆，所述挤干筒

的一侧与螺杆对应设置螺杆驱动机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挤干筒的下方倾斜设置出水斗，所述出

水斗上设置废渣出口及出水口，所述废渣出口与

出水斗之间设置滤网，所述挤干筒包括挤干筒本

体与加热筒，所述切粒装置设置于加热筒的另一

端，所述加热装置设置于加热筒处，所述加热筒

与切粒装置之间设置造粒口模，所述机架上设置

驱动切粒装置移动的切粒驱动机构，所述造粒口

模上设置造粒孔组，所述造粒孔组均倾斜平行设

置，所述切粒刀与造粒口模对应设置，解决了传

统离心脱水机的脱水效果较低，工作周期长，工

作效率低的问题。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4页

CN 212072562 U

2020.12.04

CN
 2
12
07
25
62
 U



1.一种挤干造粒机，包括机架、挤干筒与切粒装置，所述挤干筒上设置进料斗与加热装

置，所述挤干筒内设置螺杆，所述挤干筒的一侧与螺杆对应设置螺杆驱动机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挤干筒的下方倾斜设置出水斗，所述出水斗上设置废渣出口，所述废渣出口与出水

斗之间设置滤网，所述挤干筒包括挤干筒本体与加热筒，所述切粒装置设置于加热筒的另

一端，所述加热装置设置于加热筒处，所述加热筒与切粒装置之间设置造粒口模，所述机架

上设置驱动切粒装置移动的切粒驱动机构，所述切粒装置包括切粒刀及切粒刀驱动电机，

所述造粒口模上设置造粒孔组，所述造粒孔组均倾斜平行设置，所述切粒刀与造粒口模对

应设置，所述切粒刀与造粒口模下方倾斜设置出料斗。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挤干造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杆从左至右依次包括挤干

段、二次挤干段、输送段及加热段，所述挤干段与进料斗对应设置。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挤干造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挤干段为单螺旋结构，所述

二次挤干段为双螺旋结构，所述输送段为光滑段，所述加热段为双螺旋结构。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挤干造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二次挤干段与加热段的螺距

从左至右均递减，螺棱厚度从左至右均增加。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挤干造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切粒驱动机构包括沿机架左

右移动的移动架及设置于移动架上的移动电机，所述切粒刀驱动电机与移动架之间设置连

接轴，所述移动架与机架之间设置滑轨。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挤干造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切粒刀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上

设置有切粒轴，所述切粒轴上设置刀架，所述切粒刀安装在刀架上。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挤干造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杆驱动机构包括减速电机

及螺杆驱动电机，所述螺杆与减速电机相连，所述螺杆驱动电机与减速电机之间通过皮带

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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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挤干造粒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涉及塑料加工设备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挤干造粒机。

背景技术

[0002] 人们在日常生活、生产中产生大量的废塑料膜，严重污染自然环境，需要回收利

用。

[0003] 在薄膜回收再生系统中，薄膜经过一系列破碎、清洗工序后，水分含量较多，带水

造粒对机器加热系统有所损伤，为后续工作带来很大影响，因此废塑料膜在回收的过程中

必须破碎和清洗，清洗后的塑料中含有大量的水分，在很长一段时间，回收厂家采用带水三

节机造粒，由于塑料含有大量的水分，造粒过程产生大量的废气，废气无法进行及时处理，

大量有害气体排入空中，造成空气污染。

[0004] 工业处理厂通常采用的脱水机械主要有离心脱水机等脱水设备，传统离心脱水机

的脱水效果较低，工作周期长，工作效率低，不适用于连续处理大量物料的状况。

[0005] 因此，现有技术有待进一步研究。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挤干造粒机，它解决了传统离心脱水机的脱水效果

较低，工作周期长，工作效率低的问题。

[0007]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挤干造粒机，包括机架、

挤干筒与切粒装置，所述挤干筒上设置进料斗与加热装置，所述挤干筒内设置螺杆，所述挤

干筒的一侧与螺杆对应设置螺杆驱动机构，所述挤干筒的下方倾斜设置出水斗，所述出水

斗上设置废渣出口，所述废渣出口与出水斗之间设置滤网，所述挤干筒包括挤干筒本体与

加热筒，所述切粒装置设置于加热筒的另一端，所述加热装置设置于加热筒处，所述加热筒

与切粒装置之间设置造粒口模，所述机架上设置驱动切粒装置移动的切粒驱动机构，所述

切粒装置包括切粒刀及切粒刀驱动电机，所述造粒口模上设置造粒孔组，所述造粒孔组均

倾斜平行设置，所述切粒刀与造粒口模对应设置，所述切粒刀与造粒口模下方倾斜设置出

料斗。

[0008] 所述螺杆从左至右依次包括挤干段、二次挤干段、输送段及加热段，所述挤干段与

进料斗对应设置。

[0009] 所述挤干段为单螺旋结构，所述二次挤干段为双螺旋结构，所述输送段为光滑段，

所述加热段为双螺旋结构。

[0010] 所述二次挤干段与加热段的螺距从左至右均递减，螺棱厚度从左至右均增加。

[0011] 所述切粒驱动机构包括沿机架左右移动的移动架及设置于移动架上的移动电机，

所述切粒刀驱动电机与移动架之间设置连接轴，所述移动架与机架之间设置滑轨。

[0012] 所述切粒刀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上设置有切粒轴，所述切粒轴上设置刀架，所述切

粒刀安装在刀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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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所述螺杆驱动机构包括减速电机及驱螺杆驱动电机，所述螺杆与减速电机相连，

所述驱动电机与减速电机之间通过皮带相连。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5] 1 .本实用新型的挤干筒包括挤干筒本体及加热筒，造粒口模安装在加热筒的一

端，此种分段式口模可以自由安装转换，造粒口模上设置造粒孔组，所述造粒孔组倾斜平行

设置，所述切粒刀与造粒口模对应设置，此种倾斜设置的造粒孔组，防止大量废料的产生，

同时，设置切粒驱动机构，方便造粒口模的检修。

[0016] 2.本实用新型设置的出水斗相对于现有的下出水，避免了水滴到电机造成安全事

故，所述出水斗上设置废渣出口，所述废渣出口与出水斗之间设置滤网，形成固液分离的出

水方式，防止堵塞。

[0017] 3.本实用新型螺杆从左至右依次包括挤干段、二次挤干段、输送段及加热段，所述

挤干段与进料斗对应设置，所述挤干段为单螺旋结构，所述二次挤干段为双螺旋结构，所述

输送段为光滑段，所述加热段为双螺旋结构，所述二次挤干段与加热段的螺距从左右只有

均递减，螺棱厚度从左至右均增加，此种结构从左至右逐渐增加对废料的抓着力，在二次挤

干段可以增加脱水效果，在加热段此种结构有利于加热效果。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主视图；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侧视图；

[0020] 图3是螺杆与切粒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是造粒口模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

[0023] 1-机架、2-挤干筒、201-挤干筒本体、202-加热筒、3-切粒装置、301-  切粒刀、302-

切粒刀驱动电机、303-切粒轴、304-刀架、4-进料斗、5-加热装置、6-螺杆、601-挤干段、602-

二次挤干段、603-输送段、604-加热段、  7-螺杆驱动机构、701-减速电机、702-螺杆驱动电

机、8-出水斗、801-废渣出口、802-出水口、803-滤网、9-切粒驱动机构、901-移动架、902-移

动电机、903-连接轴、904-滑轨、10-造粒口模、11-出料斗、12-造粒孔组。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能清楚说明本方案的技术特点，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并结合其附图，对本方

案进行阐述。

[0025] 如图1-4所示，一种挤干造粒机，包括机架1、挤干筒2与切粒装置3，所述挤干筒1上

设置进料斗4与加热装置5，所述挤干筒2内设置螺杆6，所述挤干筒1的一侧与螺杆6对应设

置螺杆驱动机构7，所述挤干筒1的下方倾斜设置出水斗8，所述出水斗8上设置废渣出口801

及出水口802，所述出水口802与出水斗8之间设置滤网803，所述挤干筒2包括挤干筒本体

201与加热筒202，所述切粒装置3设置于加热筒202的另一端，所述加热装置5设置于加热筒

202处，所述加热筒202与切粒装置3之间设置造粒口模10，所述机架1上设置驱动切粒装置3

移动的切粒驱动机构9，所述切粒装置3包括切粒刀301及切粒刀驱动电机302，所述造粒口

模10上设置造粒孔组12，所述造粒孔组12均倾斜平行设置，所述切粒刀301与造粒口模10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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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设置，所述切粒刀301与造粒口模10下方倾斜设置出料斗11。

[0026] 所述螺杆6从左至右依次包括挤干段601、二次挤干段602、输送段603及加热段

604，所述挤干段601与进料斗4对应设置。

[0027] 加热装置5为常规铸铝加热器，因此不做赘述。

[0028] 所述挤干段601为单螺旋结构，所述二次挤干段602为双螺旋结构，所述输送段603

为光滑段，所述加热段604为双螺旋结构。

[0029] 所述二次挤干段602与加热段604的螺距从左至右均递减，螺棱厚度从左至右均增

加。

[0030] 此种结构从左至右逐渐增加对废料的抓力，在二次挤干段可以增加脱水效果，在

加热段此种结构有利于加热效果。

[0031] 所述切粒驱动机构9包括沿机架1左右移动的移动架901及设置于移动架901上的

移动电机902，所述切粒刀驱动电机302与移动架901之间设置连接轴903。所述移动架901与

机架1之间设置滑轨904。

[0032] 所述切粒刀驱动电机302的输出轴上设置有切粒轴303，所述切粒轴303  上设置刀

架304，所述切粒刀301安装在刀架304上。切粒刀驱动电机302驱动切粒刀301旋转，对造粒

口模10挤出的粒子进行切割。

[0033] 具体地，移动电机902驱动移动架901沿滑轨904，进一步移动切粒装置移动3，方便

切粒刀301与造粒口模10的分离与结合，利于造粒口模10的维护与维修。

[0034] 所述螺杆驱动机构7包括减速电机701及螺杆驱动电机702，所述螺杆  6与减速电

机701相连，所述螺杆驱动电机702与减速电机701之间通过皮带相连。

[0035] 具体地，将破碎清洗后的薄膜(农膜、地膜、大棚膜、包装膜、PP编织袋、蛇皮袋、吨

包袋等)通过进料斗4进入挤干筒2，在挤干筒本体201内，由于螺杆6的高速旋转进行脱水并

挤干，带有废渣的水分通过挤干筒本体201 的小孔流出，进一步地从出水斗8流出，在出水

斗8处，废渣通过废渣出口  801排出，水分通过出水口802排出，在挤干筒本体201挤干后加

热筒202上的加热装置5对废膜进行熔融，然后经由造粒口模上挤出粒子，挤出后的破碎料

成团状，切粒刀301切除团状料后进行打散并通过切粒刀切割，最后进入出料口经由风送系

二料斗排统进入下一设备。

[0036] 以上所述只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被

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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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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