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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道路沥青制备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沥青化物制备工艺领域，具体的

说是一种道路沥青制备工艺，该制备工艺中所使

用的反应装置包括控制器、壳体和加热套；控制

器用于控制反应装置的正常工作；端盖上设有投

料口和电机；投料口对称设置在端盖上；电机固

接在端盖上，壳体内部设有传动单元和清理单

元；传动单元包括一号轴、齿轮带和螺杆；清理单

元包括隔离板、推杆和清理板；加热套套在壳体

底部，对壳体内部的混合物进行加热保温；通过

传动单元和清理单元之间的配合实现混合物之

间的充分反应以及清理板对隔离板面的清理，从

而提高搅拌和反应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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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道路沥青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该制备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S1：炼焦炭时，原煤经过隔绝空气加热干馏原煤，得到焦炭和煤焦油；煤制气时，以煤为

原料经过加压气化后，脱硫提纯制得的含有可燃组分的气体以及副产品煤焦油；

S2：收集S1中的煤焦油，经再度蒸馏去除部分轻质油份后得到煤沥青，煤沥青配合适量

的石油沥青和定量的矿粉以及纤维稳定剂一起投入到搅拌器内进行充分搅拌混合，混合得

到的产物就是铺设道路所用的沥青；

S3：生产出来的沥青要经过一系列测试，测试其是否具有高粘性和高弹性，温度稳定

性、压实的混合料空隙率大小、耐水性和平整度的保持性性能；

其中，上述制备工艺S2中所述的搅拌器包括控制器(1)、壳体和加热套(3)；所述控制器

(1)用于控制反应装置的正常工作；所述壳体顶端设有通过螺栓连接的端盖(21)；所述端盖

(21)上设有投料口(211)和电机(212)；所述投料口(211)对称设置在端盖(21)上；所述电机

(212)通过A形支架固接在端盖(21)上，电机(212)输出轴中心线与壳体中心线在一条直线

上，电机(212)输出轴通过轴承连接在端盖(21)上且穿过端盖(21)伸入壳体内部；壳体内部

设有传动单元(4)和清理单元(5)；

所述传动单元(4)包括一号轴(41)、齿轮带(42)和螺杆(43)；所述一号轴(41)一端与电

机(212)输出轴顶端固接，一号轴(41)另一端通过轴承连接在壳体底部中心，且一号轴(41)

的另一端穿过壳体底部，一号轴(41)穿过壳体底部的端面上通过销连接一号齿轮(411)，一

号齿轮(411)上套有齿轮带(42)；所述齿轮带(42)为同步齿轮带(42)，齿轮带(42)带动螺杆

(43)转动；所述螺杆(43)远离一号轴(41)且靠近壳体内壁，螺杆(43)一端通过轴承连接在

端盖(21)上，螺杆(43)另一端通过轴承连接在壳体底部且螺杆(43)端面穿过壳体底部并通

过销连接二号齿轮(431)，二号齿轮(431)通过齿轮带(42)与一号齿轮(411)连接，螺杆(43)

上均匀设有安置的顶杆(432)；所述顶杆(432)内部通过滚珠连接在螺杆(43)上，顶杆(432)

一端连接在壳体内壁上沟槽内，顶杆(432)的另一端面为45度斜面；

所述清理单元(5)包括隔离板(51)、推杆(52)和清理板(53)；所述隔离板(51)位于一号

轴(41)和螺杆(43)之间，且隔离板(51)把一号轴(41)和螺杆(43)隔离，且隔离板(51)一端

面紧贴端盖(21)，隔离板(51)另一端固接在壳体底端面上，且隔离板(51)上均匀设有通孔

(511)，所述通孔(511)按照端盖(21)到壳体底部的方向一纵列均匀设置，且通孔(511)内的

弹簧连接推杆(52)；所述推杆(52)一端面为45度斜面，且推杆(52)斜面穿过通孔(511)与顶

杆(432)的斜面平行，推杆(52)的另一端通过对称铰接的一号杆连接清理板(53)；所述清理

板(53)紧贴在隔离板(51)竖直的表面上，且清理板(53)紧贴隔离板(51)的竖直表面上设有

的T形脚卡接在隔离板(51)上设有的T形槽内；

所述加热套(3)套在壳体的底端，且加热套(3)底部设有出料管道(31)，出料管道(31)

一端连通壳体内部，出料管道(31)另一端伸入收集桶内，且出料管道(31)垂直固接在壳体

上；通过传动单元(4)和清理单元(5)之间的配合实现清理板(53)对隔离板(51)面的清理，

从而提高搅拌效率以及混合更均匀；

所述推杆(52)外圈上设有清理圈；所述清理圈固接在通孔(511)周围，且清理圈内圈与

推杆(52)外圈紧密贴合；

所述一号轴(41)外圈设有螺旋套筒(6)；所述螺旋套筒(6)顶端通过绳索绕过端盖(21)

上的定滑轮与靠近端盖(21)的推杆(52)一端连接，螺旋套筒(6)内圈与一号轴(41)外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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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是间隙配合，且螺旋套筒(6)的横切面形状为圆圈内开设十字槽，一号轴(41)横切面形状

为圆圈内设有十字凸起，一号轴(41)外圈内的十字凸起与螺旋套筒(6)内的十字槽间隙配

合；

所述一号轴(41)外圈上设有一号破碎齿(412)；所述螺旋套筒(6)内圈壁上设有二号破

碎齿(61)，一号破碎齿(412)和二号破碎齿(61)之间的配合使得沥青块被破碎；

所述螺旋套筒(6)内壁有斜度，且斜度按照从螺旋套筒(6)顶端到螺旋套筒(6)底端的

方向倾斜，且螺旋套筒(6)内圈表面从螺旋套筒(6)顶端到螺旋套筒(6)底端逐渐靠近一号

轴(41)外圈表面；

所述螺旋套筒(6)外圈上设有由橡胶材料制成的螺旋片(62)；所述螺旋片(62)上设有

挤压孔(621)，且螺旋片(62)每圈上均匀设有两个磁性相同的一号磁铁(622)，一号磁铁

(622)位于螺旋片(62)的外圈上；所述推杆(52)靠近螺旋套筒(6)的一端上设有二号磁铁

(522)；

使用时，控制器(1)首先驱动电机(212)转动正转，电机(212)转动带动一号轴(41)转

动，一号轴(41)上的一号齿轮(411)配合齿轮带(42)和二号齿轮(431)，使得螺杆(43)转动，

螺杆(43)上的顶杆(432)在顶杆(432)内的滚珠约束和顶杆(432)一端连接在沟槽的引导

下，顶杆(432)的斜面沿着螺杆(43)向推杆(52)斜面逐渐靠近，最后顶杆(432)的斜面挤压

推杆(52)的斜面，推杆(52)就沿着隔离板(51)上的通孔(511)朝向一号轴(41)的方向移动，

推杆(52)上对称铰接的一号杆就拉动清理板(53)运动，在清理板(53)上T形脚和隔离板

(51)内T形槽的引导下，清理板(53)就紧贴隔离板(51)做靠近推杆(52)的运动，清理板(53)

在运动的同时，清理板(53)刮去隔离板(51)表面上的附着颗粒物，当顶杆(432)的斜面完全

贴合推杆(52)的斜面时，控制器(1)就控制电机(212)反转，顶杆(432)回到初始位置，推杆

(52)在通孔(511)内弹簧的牵引下回到初始位置，推杆(52)就使得清理板(53)做远离推杆

(52)的运动，清理板(53)就清理掉隔离板(51)表面附着的颗粒物，控制器(1)控制电机

(212)循环正反转运动，使得清理板(53)做靠近和远离推杆(52)的运动，清理板(53)运动同

时也就清理掉隔离板(51)表面附着的颗粒物，隔离板(51)竖直表面被清理干净；推杆(52)

在通孔(511)内做来回直线运动，颗粒物会粘附在推杆(52)表面上，颗粒物会影响推杆(52)

的正常运动，推杆(52)外圈上设有的清理圈就可以有效地及时清理掉推杆(52)表面粘附的

颗粒物，在推杆(52)被通孔(511)内弹簧牵引拉回复位的过程中，清理圈刮去推杆(52)表面

的颗粒物，使得推杆(52)表面干净光滑，减小推杆(52)和通孔(511)之间的摩擦力，推杆

(52)在通孔(511)内做来回直线运动更顺畅；一号轴(41)外圈上的十字凸起嵌在螺旋套筒

(6)内圈上的十字槽内，在十字凸起和十字槽的配合下，一号轴(41)使得螺旋套筒(6)和一

号轴(41)同步转动，电机(212)正转时，推杆(52)靠近一号轴(41)，推杆(52)使得绳索松弛，

螺旋套筒(6)就沿着一号轴(41)旋转下坠，当电机(212)反转时，推杆(52)复位，推杆(52)牵

引绳索，绳索被拉紧，且螺旋套筒(6)缠绕绳索，螺旋套筒(6)就沿着一号轴(41)旋转上升，

螺旋套筒(6)转动的同时，就把壳体底部的混合物螺旋上升到壳体顶部，使得混合物再次被

搅拌混合，从而提高混合物之间的混合程度，混合更加均匀，反应更加充分；螺旋套筒(6)沿

着一号轴(41)做上升或者下坠直线运动，当沥青块落入到螺旋套筒(6)和一号杆之间的间

隙时，螺旋套筒(6)内壁上的二号破碎齿(61)和一号外圈壁上一号破碎齿(412)相互啮合，

啮合过程中，就把沥青块破碎，破碎后的沥青块使得搅拌更均匀，反应效率更佳；因螺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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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6)内壁有斜度，且螺旋套筒(6)内圈表面从螺旋套筒(6)顶端到螺旋套筒(6)底端逐渐靠

近一号轴(41)外圈表面,从螺旋套筒(6)顶端到螺旋套筒(6)底端，螺旋套筒(6)的内壁逐渐

靠近一号轴(41)的外壁，沥青块就被一号破碎齿(412)和二号破碎齿(61)逐级破碎，再加上

螺旋套筒(6)内壁上有斜度，沥青块破碎程度加大，从而使得混合更加均匀，反应效率更快；

螺旋套筒(6)上的螺旋片(62)把壳体底部的混合物旋转上升，由于螺旋片(62)上设有一号

磁铁(622)，推杆(52)上设有二号磁铁(522)，且一号磁铁(622)和二号磁铁(522)为异性磁

铁，利用磁铁异性相吸的原理，推杆(52)上的二号磁铁(522)吸引螺旋片(62)上的一号磁铁

(622)，螺旋片(62)被一号磁铁(622)拉扯变形并靠近推杆(52)，此时螺旋片(62)变陡，螺旋

片(62)上的混合物及时脱落下来，及时得到搅拌混合，因螺旋片(62)被挤压变形，挤压孔

(621)内的混合物也被挤压变形，通过挤压孔(621)变形挤压混合物混合，使得反应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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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道路沥青制备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沥青化物制备工艺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道路沥青制备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沥青主要可以分为煤焦沥青、石油沥青和天然沥青三种，具有较好的流动性、热稳

定性、持久的粘附性、弹塑性、电绝缘性及抗水性，适用于铺筑中，轻交通量道路沥青路面。

随着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改性沥青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伴随着道路通行车辆的增

多或车辆的高速化的情况，对于具有优异的强度、耐流动性、耐磨耗性的沥青组合物的需求

日益增加，因此需要软化点更高、弹性模量等机械强度高的沥青组合物，目前技术制备道路

沥青铺设道路，在寒冷的冬天夜，晚间路面由于温度变化而反复收缩导致了路面形成垂直

的裂纹，剂在炎热的夏天期间变得太软，导致了路面在反复的重负荷下永久变形；另外，连

续的机械应力的结果是路面变得疲劳，导致了形成像鳄鱼皮的裂纹。

[0003] 现有制备沥青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工业和生活的需要，道路沥青的原材料主

要是炼焦炭和煤制气的副产品，再加入适量的石油沥青和定量矿粉和纤维稳定剂配合搅拌

反应，投入的沥青块被破碎，以及混合物反应要及时混合均匀充分，道路沥青是一种粘稠状

液体，会粘附在反应装置上如果没有及时清理，会影响反应装置的正常工作。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弥补现有技术的不足，以解决投入原材料颗粒破碎，高效反应，混合均匀以及

清理反应装置上粘附的沥青颗粒，本发明提出了一种道路沥青制备工艺。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道路沥青制备工

艺，其制备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06] S1：炼焦炭时，原煤进过隔绝空气加热干馏原煤，得到焦炭和煤焦油；煤制气时，以

煤为原料经过加压气化后，脱硫提纯制得的含有可燃组分的气体以及副产品煤焦油；

[0007] S2：收集S1中的煤焦油，经再度蒸馏去除部分轻质油份后得到煤沥青，煤沥青配合

适量的石油沥青和定量的矿粉以及纤维稳定剂一起投入到反应装置内进行充分搅拌混合，

混合得到的产物就铺设道路所用的沥青；

[0008] S3：生产出来的沥青要经过一系列测试，测试其是否具有高粘性和高弹性以及附

加要求，对于温度稳定性、压实的混合料空隙率大小、耐水性和平整度的保持性等性能；

[0009] 其中，上述制备工艺S2中所述的反应装置包括控制器、壳体和加热套；所述控制器

用于控制反应装置的正常工作；所述壳体顶端设有通过螺栓连接的端盖；所述端盖上设有

投料口和电机；所述投料口对称设置在端盖上；所述电机通过A形支架固接在端盖上，电机

输出轴中心线与壳体中心线在一条直线上，电机输出轴通过轴承连接在端盖上且穿过端盖

伸入壳体内部；壳体内部设有传动单元和清理单元；

[0010] 所述传动单元包括一号轴、齿轮带和螺杆；所述一号轴一端与电机输出轴顶端固

接，一号轴另一端通过轴承连接在壳体底部中心，且一号轴的另一端穿过壳体底部，一号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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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壳体底部的该端上通过销连接一号齿轮，一号齿轮上套有齿轮带；所述齿轮带为同步

齿轮带，齿轮带带动螺杆转动；所述螺杆远离一号轴且靠近壳体内壁，螺杆一端通过轴承连

接在端盖上，螺杆另一端通过轴承连接在壳体底部且螺杆该端穿过壳体底部并通过销连接

二号齿轮，二号齿轮通过齿轮带与一号齿轮连接，螺杆上均匀设有顶杆；所述顶杆内部通过

滚珠连接在螺杆上，顶杆一端连接在壳体内壁上沟槽内，顶杆的另一端面为45度斜面；

[0011] 所述清理单元包括隔离板、推杆和清理板；所述隔离板位于一号轴和螺杆之间，且

隔离板把一号轴和螺杆隔离，且隔离板一端面紧贴端盖，隔离板一另一端固接在壳体底端

面上，且隔离板上均匀设有通孔，所述通孔按照端盖到壳体底部的方向一纵列均匀设置，且

通孔内的弹簧连接推杆；所述推杆一端面为45度斜面，且推杆该端斜面穿过通孔与顶杆的

斜面平行，推杆的另一端通过对称铰接的一号杆连接清理板；所述清理板紧贴在隔离板竖

直的表面上，且清理板紧贴隔离板的竖直表面上设有T形脚卡接在隔离板上设有的T形槽

内；

[0012] 所述加热套套在壳体的底端，且加热套底部设有出料管道，出料管道一端连通壳

体内部，出料管道另一端伸入收集桶且，出料管道垂直固接在壳体上；通过传动单元和清理

单元之间的配合实现清理板对隔离板面的清理，从而提高搅拌效率以及混合更均匀；使用

时，控制器首先驱动电机转动正转，电机转动带动一号轴转动，一号轴上的一号齿轮配合齿

轮带和二号齿轮，使得螺杆转动，螺杆上的顶杆在顶杆内的滚珠约束和顶杆一端连接在沟

槽的引导下，顶杆的斜面沿着螺杆向推杆斜面逐渐靠近，最后顶杆的斜面挤压推杆的斜面，

推杆就沿着隔离板上的通孔朝向一号轴的方向移动，推杆上对称铰接的一号杆就拉动清理

板运动，在清理板上T形脚和隔离板内T形槽的引导下，清理板就紧贴隔离板做靠近推杆的

运动，清理板在运动的同时，清理板刮去隔离板表面上的附着颗粒物，当顶杆的斜面完全贴

合推杆的斜面时，控制器就控制电机反转，顶杆回到初始位置，推杆在通孔内弹簧的牵引下

回到初始位置，推杆就使得一号杆铰接的清理板做远离推杆的运动，清理板就清理掉隔离

板表面附着的颗粒物，控制器控制电机循环正反转运动，使得清理板做靠近和远离推杆的

运动，清理板运动同时也就清理掉隔离板表面附着的颗粒物，隔离板竖直表面被清理干净。

[0013] 优选的，所述推杆外圈上设有清理圈；所述清理圈固接在通孔周围，且清理圈内圈

与推杆外圈紧密贴合；使用时，推杆在通孔内做来回直线运动，颗粒物会粘附在推杆表面

上，颗粒物会影响推杆的正常运动，推杆外圈上设有的清理圈就可以有效地及时清理掉推

杆表面粘附的颗粒物，在推杆被通孔内弹簧牵引拉回复位的过程中，清理圈刮去推杆表面

的颗粒物，使得推杆表面干净光滑，减小推杆和通孔之间的摩擦力，推杆在通孔内做来回直

线运动更顺畅。

[0014] 优选的，所述一号轴外圈设有螺旋套筒；所述螺旋套筒顶端通过绳索绕过端盖上

的定滑轮与靠近端盖的推杆一端连接，螺旋套筒内圈与一号轴外圈之间是间隙配合，且螺

旋套筒的横切面形状为圆圈内开设十字槽，一号轴横切面形状为圆圈内设有十字凸起，螺

旋套筒内的十字槽与一号轴外圈内的十字凸起间隙配合；使用时，一号轴外圈上的十字凸

起嵌在螺旋套筒内圈上的十字槽内，在十字凸起和十字槽的间隙配合下，一号轴使得螺旋

套筒和一号轴同步转动，电机正转时，推杆靠近一号轴，推杆使得绳索松弛，螺旋套筒就沿

着一号轴旋转下坠，当电机反转时，推杆复位，推杆牵引绳索，绳索被拉紧，且螺旋套筒缠绕

绳索，螺旋套筒就沿着一号轴旋转上升，螺旋套筒转动的同时，就把壳体底部的混合物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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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到壳体顶部，使得混合物再次被搅拌混合，从而提高混合物之间的混合程度，混合更加

均匀，反应更加充分。

[0015] 优选的，所述一号轴外圈上设有一号破碎齿；所述螺旋套筒内圈壁上设有二号破

碎齿，一号破碎齿和二号破碎齿之间的配合使得沥青块被破碎；使用时，螺旋套筒沿着一号

轴做上升或者下坠直线运动，当沥青块落入到螺旋套筒和一号轴之间的间隙时，二号破碎

齿和一号破碎齿相互啮合，啮合过程中，就把沥青块破碎，破碎后的沥青块使得搅拌更均

匀，反应效率更佳。

[0016] 优选的，所述螺旋套筒内壁有斜度，且斜度按照从螺旋套筒顶端到螺旋套筒底端

的方向倾斜,且螺旋套筒内圈表面从螺旋套筒顶端到螺旋套筒底端逐渐靠近一号轴外圈表

面；使用时，因螺旋套筒内壁有斜度，且螺旋套筒内圈表面从螺旋套筒顶端到螺旋套筒底端

逐渐靠近一号轴外圈表面,从螺旋套筒顶端到螺旋套筒底端，螺旋套筒内壁逐渐靠近一号

轴外壁，沥青块就被一号破碎齿和二号破碎齿逐级破碎，再加上螺旋套筒内壁上有斜度，沥

青块被破碎程度加大，从而使得混合更加均匀，反应效率更快。

[0017] 优选的，所述螺旋套筒外圈上设有由橡胶材料制成的螺旋片，所述螺旋片上设有

挤压孔，且螺旋片每圈上均匀设有两个磁性相同的一号磁铁，一号磁铁位于螺旋片的外圈

上；所述推杆靠近螺旋套筒的一端上设有二号磁铁；使用时，螺旋套筒上的螺旋片把壳体底

部的混合物旋转上升，由于螺旋片上设有一号磁铁，推杆上设有二号磁铁，且一号磁铁和二

号磁铁为异性磁铁，利用磁铁异性相吸的原理，推杆上的二号磁铁吸引螺旋片上的一号磁

铁，螺旋片被一号磁铁拉扯变形并靠近推杆，此时螺旋片变陡，螺旋片上的混合物及时脱落

下来，及时得到搅拌混合，因螺旋片被挤压变形，挤压孔内的混合物也被挤压变形，通过挤

压孔变形挤压混合物混合，使得反应更有效。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9] 1 .本发明中所述的一种道路沥青制备工艺，通过螺旋套筒和一号轴之间的配合，

以及螺旋套筒内壁有斜度的作用，使得沥青逐级被破碎，螺旋片上的挤压孔挤压混合物，使

得混合物混合均匀。

[0020] 2.本发明中所述的一种道路沥青制备工艺，清理板紧贴在隔离板上，可以及时有

效地清理掉隔离板上的附着的颗粒物，以及清理圈可以及时清理掉推杆表面上附着的颗粒

物，使得推杆正常工作。

附图说明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的工艺流程图；

[0023] 图2是本发明中所使用反应装置的立体示意图；

[0024] 图3是本发明中所使用反应装置中的螺旋套筒和一号轴配合剖视图；

[0025] 图4是本发明中所使用反应装置中的清理单元立体示意图；

[0026] 图5是图4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7] 图中：控制器1、壳体2、投料口211、电机212、加热套3、出料管道31、传动单元4、一

号轴41、一号齿轮411、一号破碎齿412、齿轮带42、螺杆43、二号齿轮431、顶杆432、清理单元

5、隔离板51、通孔511、推杆52、一号杆521、二号磁铁522、清理圈521、清理板53、螺旋套筒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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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号破碎齿61、螺旋片62、挤压孔621、一号磁铁622。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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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9] 如图1至图5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道路沥青制备工艺，其制备工艺包括以下步

骤：

[0030] S1：炼焦炭时，原煤进过隔绝空气加热干馏原煤，得到焦炭和煤焦油；煤制气时，以

煤为原料经过加压气化后，脱硫提纯制得的含有可燃组分的气体以及副产品煤焦油；

[0031] S2：收集S1中的煤焦油，经再度蒸馏去除部分轻质油份后得到煤沥青，煤沥青配合

适量的石油沥青和定量的矿粉以及纤维稳定剂一起投入到反应装置内进行充分搅拌混合，

混合得到的产物就铺设道路所用的沥青；

[0032] S3：生产出来的沥青要经过一系列测试，测试其是否具有高粘性和高弹性以及附

加要求，对于温度稳定性、压实的混合料空隙率大小、耐水性和平整度的保持性等性能；

[0033] 其中，上述制备工艺S2中所述的反应装置包括控制器1、壳体2和加热套3；所述控

制器1用于控制反应装置的正常工作；所述壳体2顶端设有通过螺栓连接的端盖21；所述端

盖21上设有投料口211和电机212；所述投料口211对称设置在端盖21上；所述电机212通过A

形支架固接在端盖21上，电机212输出轴中心线与壳体2中心线在一条直线上，电机212输出

轴通过轴承连接在端盖21上且穿过端盖21伸入壳体2内部；壳体2内部设有传动单元4和清

理单元5；

[0034] 所述传动单元4包括一号轴41、齿轮带42和螺杆43；所述一号轴41一端与电机212

输出轴顶端固接，一号轴41另一端通过轴承连接在壳体2底部中心，且一号轴41的另一端穿

过壳体2底部，一号轴41穿过壳体2底部的该端上通过销连接一号齿轮411，一号齿轮411上

套有齿轮带42；所述齿轮带42为同步齿轮带42，齿轮带42带动螺杆43转动；所述螺杆43远离

一号轴41且靠近壳体2内壁，螺杆43一端通过轴承连接在端盖21上，螺杆43另一端通过轴承

连接在壳体2底部且螺杆43该端穿过壳体2底部并通过销连接二号齿轮431，二号齿轮431通

过齿轮带42与一号齿轮411连接，螺杆43上均匀设有顶杆432；所述顶杆432内部通过滚珠连

接在螺杆43上，顶杆432一端连接在壳体2内壁上的沟槽内，顶杆432的另一端面为45度斜

面；

[0035] 所述清理单元5包括隔离板51、推杆52和清理板53；所述隔离板51位于一号轴41和

螺杆43之间，且隔离板51把一号轴41和螺杆43隔离，且隔离板51一端面紧贴端盖21，隔离板

51一另一端固接在壳体2底端面上，且隔离板51上均匀设有通孔511，所述通孔511按照端盖

21到壳体2底部的方向一纵列均匀设置，且通孔511内的弹簧连接推杆52；所述推杆52一端

面为45度斜面，且推杆52该端斜面穿过通孔511与顶杆432的斜面平行，推杆52的另一端通

过对称铰接的一号杆521连接清理板53；所述清理板53紧贴在隔离板51竖直的表面上，且清

理板53紧贴隔离板51的竖直表面上设有的T形脚卡接在隔离板51上设有的T形槽内；

[0036] 所述加热套3套在壳体2的底端，且加热套3底部设有出料管道31，出料管道31一端

连通壳体2内部，出料管道31另一端伸入收集桶内，且出料管道31垂直固接在壳体2上；通过

传动单元4和清理单元5之间的配合实现清理板53对隔离板51面的清理，从而提高搅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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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混合更均匀；使用时，控制器1首先驱动电机212转动正转，电机212转动带动一号轴41

转动，一号轴41上的一号齿轮411配合齿轮带42和二号齿轮431，使得螺杆43转动，螺杆43上

的顶杆432在顶杆432内的滚珠约束和顶杆432一端连接在沟槽的引导下，顶杆432的斜面沿

着螺杆43向推杆52斜面逐渐靠近，最后顶杆432的斜面挤压推杆52的斜面，推杆52就沿着隔

离板51上的通孔511朝向一号轴41的方向移动，推杆52上对称铰接的一号杆521就拉动清理

板53运动，在清理板53上T形脚和隔离板51内T形槽的引导下，清理板53就紧贴隔离板51做

靠近推杆52的运动，清理板53在运动的同时，清理板53刮去隔离板51表面上的附着颗粒物，

当顶杆432的斜面完全贴合推杆52的斜面时，控制器1就控制电机212反转，顶杆432回到初

始位置，推杆52在通孔511内弹簧的牵引下回到初始位置，推杆52就使得一号杆521铰接的

清理板53做远离推杆52的运动，清理板53就清理掉隔离板51表面附着的颗粒物，控制器1控

制电机212循环正反转运动，使得清理板53做靠近和远离推杆52的运动，清理板53运动同时

也就清理掉隔离板51表面附着的颗粒物，隔离板51竖直表面被清理干净。

[003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推杆52外圈上设有清理圈521；所述清理圈

521固接在通孔511周围，且清理圈521内圈与推杆52外圈紧密贴合；使用时，推杆52在通孔

511内做来回直线运动，颗粒物会粘附在推杆52表面上，颗粒物会影响推杆52的正常运动，

推杆52外圈上设有的清理圈521就可以有效地及时清理掉推杆52表面粘附的颗粒物，在推

杆52被通孔511内弹簧牵引拉回复位的过程中，清理圈521刮去推杆52表面的颗粒物，使得

推杆52表面干净光滑，减小推杆52和通孔511之间的摩擦力，推杆52在通孔511内做来回直

线运动更顺畅。

[003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一号轴41外圈设有螺旋套筒6；所述螺旋套

筒6顶端通过绳索绕过端盖21上的定滑轮与靠近端盖21的推杆52一端连接，螺旋套筒6内圈

与一号轴41外圈之间是间隙配合，且螺旋套筒6的横切面形状为圆圈内开设十字槽，一号轴

41横切面形状为圆圈内设有十字凸起，螺旋套筒6内的十字槽与一号轴41外圈内的十字凸

起间隙配合；使用时，一号轴41外圈上的十字凸起嵌在螺旋套筒6内圈上的十字槽内，在十

字凸起和十字槽的间隙配合下，一号轴41使得螺旋套筒6和一号轴41同步转动，电机212正

转时，推杆52靠近一号轴41，推杆52使得绳索松弛，螺旋套筒6就沿着一号轴41旋转下坠，当

电机212反转时，推杆52复位，推杆52牵引绳索，绳索被拉紧，且螺旋套筒6缠绕绳索，螺旋套

筒6就沿着一号轴41旋转上升，螺旋套筒6转动的同时，就把壳体2底部的混合物螺旋上升到

壳体2顶部，使得混合物再次被搅拌混合，从而提高混合物之间的混合程度，混合更加均匀，

反应更加充分。

[003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一号轴41外圈上设有一号破碎齿412；所述

螺旋套筒6内圈壁上设有二号破碎齿61，一号破碎齿412和二号破碎齿61之间的配合使得沥

青块被破碎；使用时，螺旋套筒6沿着一号轴41做上升或者下坠直线运动，当沥青块落入到

螺旋套筒6和一号轴41之间的间隙时，二号破碎齿61和一号破碎齿412相互啮合，啮合过程

中，就把沥青块破碎，破碎后的沥青块使得搅拌更均匀，反应效率更佳。

[004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螺旋套筒6内壁有斜度，且斜度按照从螺旋

套筒6顶端到螺旋套筒6底端的方向倾斜,且螺旋套筒6内圈表面从螺旋套筒6顶端到螺旋套

筒6底端逐渐靠近一号轴41外圈表面；使用时，因螺旋套筒6内壁有斜度，且螺旋套筒6内圈

表面从螺旋套筒6顶端到螺旋套筒6底端逐渐靠近一号轴41外圈表面,从螺旋套筒6顶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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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套筒6底端，螺旋套筒6内壁逐渐靠近一号轴41外壁，沥青块就被一号破碎412齿和二号

破碎齿61逐级破碎，再加上螺旋套筒6内壁上有斜度，沥青块破碎程度加大，从而使得混合

更加均匀，反应效率更快。

[004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螺旋套筒6外圈上设有由橡胶材料制成的

螺旋片62，所述螺旋片62上设有挤压孔621，且螺旋片62每圈上均匀设有两个磁性相同的一

号磁铁622，一号磁铁622位于螺旋片62的外圈上；所述推杆52靠近螺旋套筒6的一端上设有

二号磁铁522；使用时，螺旋套筒6上的螺旋片62把壳体2底部的混合物旋转上升，由于螺旋

片62上设有一号磁铁622，推杆52上设有二号磁铁522，且一号磁铁622和二号磁铁522为异

性磁铁，利用磁铁异性相吸的原理，推杆52上的二号磁铁522吸引螺旋片62上的一号磁铁

622，螺旋片62被一号磁铁622拉扯变形并靠近推杆52，此时螺旋片62变陡，螺旋片62上的混

合物及时脱落下来，及时得到搅拌混合，因螺旋片62被挤压变形，挤压孔621内的混合物也

被挤压变形，通过挤压孔621变形挤压混合物混合，使得反应更有效。

[0042] 使用时，控制器1首先驱动电机212转动正转，电机212转动带动一号轴41转动，一

号轴41上的一号齿轮411配合齿轮带42和二号齿轮431，使得螺杆43转动，螺杆43上的顶杆

432在顶杆432内的滚珠约束和顶杆432一端连接在沟槽的引导下，顶杆432的斜面沿着螺杆

43向推杆52斜面逐渐靠近，最后顶杆432的斜面挤压推杆52的斜面，推杆52就沿着隔离板51

上的通孔511朝向一号轴41的方向移动，推杆52上对称铰接的一号杆521就拉动清理板53运

动，在清理板53上T形脚和隔离板51内T形槽的引导下，清理板53就紧贴隔离板51做靠近推

杆52的运动，清理板53在运动的同时，清理板53刮去隔离板51表面上的附着颗粒物，当顶杆

432的斜面完全贴合推杆52的斜面时，控制器1就控制电机212反转，顶杆432回到初始位置，

推杆52在通孔511内弹簧的牵引下回到初始位置，推杆52就使得清理板53做远离推杆52的

运动，清理板53就清理掉隔离板51表面附着的颗粒物，控制器1控制电机212循环正反转运

动，使得清理板53做靠近和远离推杆52的运动，清理板53运动同时也就清理掉隔离板51表

面附着的颗粒物，隔离板51竖直表面被清理干净；推杆52在通孔511内做来回直线运动，颗

粒物会粘附在推杆52表面上，颗粒物会影响推杆52的正常运动，推杆52外圈上设有的清理

圈521就可以有效地及时清理掉推杆52表面粘附的颗粒物，在推杆52被通孔511内弹簧牵引

拉回复位的过程中，清理圈521刮去推杆52表面的颗粒物，使得推杆52表面干净光滑，减小

推杆52和通孔511之间的摩擦力，推杆52在通孔511内做来回直线运动更顺畅；一号轴41外

圈上的十字凸起嵌在螺旋套筒6内圈上的十字槽内，在十字凸起和十字槽的配合下，一号轴

41使得螺旋套筒6和一号轴41同步转动，电机212正转时，推杆52靠近一号轴41，推杆52使得

绳索松弛，螺旋套筒6就沿着一号轴41旋转下坠，当电机212反转时，推杆52复位，推杆52牵

引绳索，绳索被拉紧，且螺旋套筒6缠绕绳索，螺旋套筒6就沿着一号轴41旋转上升，螺旋套

筒6转动的同时，就把壳体2底部的混合物螺旋上升到壳体2顶部，使得混合物再次被搅拌混

合，从而提高混合物之间的混合程度，混合更加均匀，反应更加充分；螺旋套筒6沿着一号轴

41做上升或者下坠直线运动，当沥青块落入到螺旋套筒6和一号杆521之间的间隙时，螺旋

套筒6内壁上的二号破碎齿61和一号外圈壁上一号破碎齿412相互啮合，啮合过程中，就把

沥青块破碎，破碎后的沥青块使得搅拌更均匀，反应效率更佳；因螺旋套筒6内壁有斜度，且

螺旋套筒6内圈表面从螺旋套筒6顶端到螺旋套筒6底端逐渐靠近一号轴41外圈表面,从螺

旋套筒6顶端到螺旋套筒6底端，螺旋套筒6的内壁逐渐靠近一号轴41的外壁，沥青块就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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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破碎齿412和二号破碎齿61逐级破碎，再加上螺旋套筒6内壁上有斜度，沥青块破碎程度

加大，从而使得混合更加均匀，反应效率更快；螺旋套筒6上的螺旋片62把壳体2底部的混合

物旋转上升，由于螺旋片62上设有一号磁铁622，推杆52上设有二号磁铁522，且一号磁铁

622和二号磁铁522为异性磁铁，利用磁铁异性相吸的原理，推杆52上的二号磁铁522吸引螺

旋片62上的一号磁铁622，螺旋片62被一号磁铁622拉扯变形并靠近推杆52，此时螺旋片62

变陡，螺旋片62上的混合物及时脱落下来，及时得到搅拌混合，因螺旋片62被挤压变形，挤

压孔621内的混合物也被挤压变形，通过挤压孔621变形挤压混合物混合，使得反应更有效。

[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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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