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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造粒机切割压实仓内的刀盘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造粒机切割压实仓内

的刀盘装置，刀盘装置包括切刀和刀盘轴；切刀

安装在刀盘轴上，刀盘轴安装在切割压实仓内；

切刀由5段高度不同的刀片组成，沿远离刀盘轴

的方向，依次命名为第1段至第5段刀片，其中第2

段至第5段刀片与第1段刀片的轴向高度相比，依

次高于第1段刀片16-24mm，6-14mm，6-14mm和16-

24mm，且上述5段刀片的底边依次连接后对应的

切刀底边形状整体上呈圆弧形，所述圆弧形的弧

度范围为π/18～π/3。针对现有刀盘物料推送

量小的问题，提供一种用于造粒机切割压实仓内

的刀盘装置，通过控制刀盘内切刀刀片沿轴向高

度的变化趋势，增加刀盘的切割力和离心力，增

加物料推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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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造粒机切割压实仓内的刀盘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刀盘装置包括切刀和刀

盘轴，所述切刀安装在刀盘轴上，刀盘轴安装在切割压实仓内，所述切刀由5段高度不同的

刀片组成；沿远离刀盘轴的方向，依次命名为第1段至第5段刀片，其中第2段至第5段刀片与

第1段刀片的轴向高度相比，依次高于第1段刀片16-24mm，6-14mm，6-14mm和16-24mm，且上

述5段刀片的底边依次连接后对应的切刀底边形状整体上呈圆弧形，所述圆弧形的弧度范

围为π/18～π/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造粒机切割压实仓内的刀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切刀中第1段刀片的轴向高度为68-72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造粒机切割压实仓内的刀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切刀中第2段与第5段刀片的轴向高度相同，第3段与第4段刀片的轴向高度相同。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造粒机切割压实仓内的刀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切刀的数目为2-5个，其共同安装在刀盘轴上，组成刀盘。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造粒机切割压实仓内的刀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切刀中5段刀片的厚度相同为5-8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造粒机切割压实仓内的刀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切刀与刀盘轴之间的连接方式为螺栓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造粒机切割压实仓内的刀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切刀中的材质为硬质合金，具体为碳化钨硬质合金、钨钛钴硬质合金或钨钛钽硬质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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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造粒机切割压实仓内的刀盘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刀盘装置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造粒机切割压实仓内的刀盘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全球石油化工行业发展异常迅猛，对塑料造粒机的需求快速增加，塑料造粒

机越来越趋于大型化，且用户对造粒机的机械稳定性及节能降耗要求也越来越高。

[0003] 造粒机的生产工艺为生产线洁净废薄膜通过破碎机粉碎成膜片，经风机管道输送

至切割压实仓内，再利用切割压实仓转盘的高速运转带动膜片，采用摩擦生热方式使其预

热升温，待温度达到180-190℃后通过刀盘的推送进入挤出机，利用挤出机螺杆的高速旋转

及电加热工艺将膜片熔化成熔体后挤出至熔体过滤器，经过滤进入模头区，由均匀排列的

模头孔挤出料条，再通过导流槽中脱盐水的冷却与牵引进入切粒机进行水下切粒，最后经

振动筛、干燥器对切片进行分离、干燥处理。

[0004] 现有刀盘的组合方式中每组刀具有五片切刀，改造前切刀高度由驱动轴向外依次

递减，见图2和图4所示；此组切刀组合所产生的切割力及离心力较小，无法将大部分膜片推

送至挤出机内，物料推送量小，造粒机加工能力受到一定的限制，无法满足聚酯薄膜主线正

常生产需要。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刀盘物料推送量小的问题，提供一种用于造粒机切割压

实仓内的刀盘装置，通过控制刀盘内切刀刀片轴向高度的变化趋势，增加刀盘的切割力和

离心力，增加物料推送量。

[0006] 一种用于造粒机切割压实仓内的刀盘装置，所述刀盘装置包括切刀和刀盘轴；所

述切刀安装在刀盘轴上，刀盘轴安装在切割压实仓内；所述切刀由5段高度不同的刀片组

成；沿远离刀盘轴的方向，依次命名为第1段至第5段刀片，其中第2段至第5段刀片与第1段

刀片的轴向高度相比，依次高于第1段刀片16-24mm，6-14mm，6-14mm和16-24mm，且上述5段

刀片的底边依次连接后对应的切刀底边形状整体上呈圆弧形，所述圆弧形的弧度范围为π/

18～π/3。由于压实仓内的膜片是通过刀盘高速旋转将其推送至刀盘边缘进入挤出机内，基

于此工艺将现有切刀沿驱动轴向外第1段切刀高度降低，第5段切刀高度加高后，刀盘第1段

切刀切割膜片量减少，而第5段切刀切割膜片量增加，从而加大了刀盘的切割力和离心力，

有利于增加物料推送量。刀盘改造后，随着物料推送量的增加，在仓内离心力作用下摩擦预

热时，使得物料在压实机内压得更密实，也就是说物料内夹杂的空气含量会降低，这样再进

入高温挤出机后，物料中因夹杂空气含量少，不会被氧化降解，进而改善产品色相。

[0007]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

[0008] 如上所述的一种用于造粒机切割压实仓内的刀盘装置，所述切刀中第1段刀片的

轴向高度为68-7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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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如上所述的一种用于造粒机切割压实仓内的刀盘装置，所述切刀中第2段与第5段

刀片的轴向高度相同，第3段与第4段刀片的轴向高度相同。

[0010] 如上所述的一种用于造粒机切割压实仓内的刀盘装置，所述切刀中的5段刀片沿

远离刀盘轴的方向，第1段至第4段刀片的形状为梯形立方体，第5段刀片的形状为半圆弧形

立方体。

[0011] 如上所述的一种用于造粒机切割压实仓内的刀盘装置，所述切刀的数目为2-5个，

其共同安装在刀盘轴上，组成刀盘。

[0012] 如上所述的一种用于造粒机切割压实仓内的刀盘装置，所述切刀中5段刀片的厚

度相同为5-8mm。

[0013] 如上所述的一种用于造粒机切割压实仓内的刀盘装置，所述切刀与刀盘轴之间的

连接方式为螺栓连接。

[0014] 如上所述的一种用于造粒机切割压实仓内的刀盘装置，所述切刀中的材质为硬质

合金，具体为碳化钨硬质合金、钨钛钴硬质合金或钨钛钽硬质合金。

[0015] 有益效果

[0016] 本发明的一种用于造粒机切割压实仓内的刀盘装置，通过控制刀盘内切刀刀片轴

向高度的变化趋势，增加刀盘的切割力和离心力，有效增加物料推送量，提高造粒机产能。

[0017] 本发明的一种用于造粒机切割压实仓内的刀盘装置，造粒的色相有所改善。刀盘

改造后，随着物料推送量的增加，在仓内离心力作用下摩擦预热时，使得物料在压实机内压

得更密实，就是说物料内夹杂的空气含量会降低，这样再进入高温挤出机后，物料中因夹杂

空气含量少，不会被氧化降解，所以能改善色相。

[0018] 说明书附图

[0019] 图1为本发明造粒机切割压实仓内的刀盘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现有技术中刀盘中切刀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中刀盘中切刀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现有技术中刀盘中切刀的主视图；

[0023] 图5为本发明中刀盘中切刀的主视图。

[0024] 其中，1-切刀，2-刀盘轴。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

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外应理解，在阅读了本发明讲授的内容之后，本领域技术

人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

定的范围。

[0026] 实施例1

[0027] 一种用于造粒机切割压实仓内的刀盘装置，包括切刀和刀盘轴；切刀通过螺栓连

接安装在刀盘轴上，刀盘轴安装在切割压实仓内；切刀通过螺栓连接安装在刀盘轴上的同

一径向高度的平面上，形成刀盘，如图1所示。刀盘中切刀的数目为3个，切刀的材质为钨钛

钴硬质合金，厚度相同为8mm；切刀由5段高度不同的刀片组成，沿远离刀盘轴的方向，第1段

至第5段刀片的轴向高度依次为72mm，88mm，78mm，82mm和92mm，上述5段刀片的底边依次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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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后对应的切刀底边形状整体上呈圆弧形，圆弧形的弧度为π/18，切刀中第1段至第4段刀

片的形状为梯形立方体，第5段刀片的形状为半圆弧形立方体。

[0028] 实施例2

[0029] 一种用于造粒机切割压实仓内的刀盘装置，包括切刀和刀盘轴；切刀通过螺栓连

接安装在刀盘轴上，刀盘轴安装在切割压实仓内；切刀通过螺栓连接安装在刀盘轴上的同

一径向高度的平面上，形成刀盘，如图3所示。刀盘中切刀的数目为4个，切刀的材质为钨钛

钽硬质合金，厚度相同为5mm，切刀由5段高度不同的刀片组成，沿远离刀盘轴的方向，第1段

至第5段刀片的轴向高度依次为68mm，88mm，78mm，78mm和88mm，上述5段刀片的底边依次连

接后对应的切刀底边形状整体上呈圆弧形，圆弧形的弧度为π/5，如图5所示，切刀中第2段

与第5段刀片的轴向高度相同，切刀中第1段至第4段刀片的形状为梯形立方体，第5段刀片

的形状为半圆弧形立方体。

[0030] 实施例3

[0031] 一种用于造粒机切割压实仓内的刀盘装置，包括切刀和刀盘轴；包括切刀和刀盘

轴；切刀通过螺栓连接安装在刀盘轴上，刀盘轴安装在切割压实仓内；切刀通过螺栓连接安

装在刀盘轴上的同一径向高度的平面上，形成刀盘。刀盘中切刀的数目为2个，切刀的材质

为钨钛钴硬质合金，厚度相同为6mm，切刀由5段高度不同的刀片组成，沿远离刀盘轴的方

向，第1段至第5段刀片的轴向高度依次为72mm，92mm，82mm，82mm和92mm，上述5段刀片的底

边依次连接后对应的切刀底边形状整体上呈圆弧形，圆弧形的弧度为π/3，切刀中第2段与

第5段刀片的轴向高度相同，第3段与第4段刀片的轴向高度相同，切刀中第1段至第4段刀片

的形状为梯形立方体，第5段刀片的形状为半圆弧形立方体。

[0032] 实施例4

[0033] 一种用于造粒机切割压实仓内的刀盘装置，包括切刀和刀盘轴；包括切刀和刀盘

轴；切刀通过螺栓连接安装在刀盘轴上，刀盘轴安装在切割压实仓内；切刀通过螺栓连接安

装在刀盘轴上的同一径向高度的平面上，形成刀盘。刀盘中切刀的数目为5个，切刀的材质

为钨钛钴硬质合金，厚度相同为6mm，切刀由5段高度不同的刀片组成，沿远离刀盘轴的方

向，第1段至第5段刀片的轴向高度依次为68mm，92mm，82mm，82mm和92mm，上述5段刀片的底

边依次连接后对应的切刀底边形状整体上呈圆弧形，圆弧形的弧度为π/8，切刀中第2段与

第5段刀片的轴向高度相同，本发明中切刀的主视图如图5所示，切刀中第1段至第4段刀片

的形状为梯形立方体，第5段刀片的形状为半圆弧形立方体。

[0034] 本发明的一种用于造粒机切割压实仓内的刀盘装置，通过控制刀盘内切刀刀片轴

向高度的变化趋势，增加刀盘的切割力和离心力，有效增加物料推送量，提高造粒机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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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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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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