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396239.8

(22)申请日 2019.05.14

(71)申请人 郑微丹

地址 325604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柳市镇

龙井路223-225号

(72)发明人 郑微丹　

(51)Int.Cl.

B29C 48/25(2019.01)

B29C 48/30(2019.01)

B29C 48/80(2019.01)

B29C 48/88(2019.01)

 

(54)发明名称

用于塑料加工的新型挤压成型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塑料加工的新型挤

压成型装置，包括底座，在挤出筒的一端固定有

进料斗，在挤出筒的内壁中部设置有圆环凹槽，

在圆环凹槽内设置有圆环体，在挤出筒的中部设

置有传送轴杆，在挤出筒的顶部固定有驱动电

机，在驱动电机的主轴上固定有驱动齿轮，在挤

出筒的端部固定有水平支撑板，在平移滑槽内设

置有滚珠丝杆，在水平支撑板的端部固定有控制

电机，在滑块上固定有旋转电机，在圆形板的侧

面固定有粉碎刀片，在挤出筒的内壁中固定有加

热腔，在加热腔的内壁上均匀固定有导热鳍片，

在加热腔内固定有电加热管。本发明的结构设置

合理，可以有效的实现挤出成型操作，可以保证

粉碎及挤压的效率，保证挤压成型的质量，适用

性强且实用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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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塑料加工的新型挤压成型装置，包括底座，设置在所述底座上的支撑架，在

所述支撑架的顶部设置有挤出筒，在所述挤出筒的一端固定有进料斗，在所述挤出筒的另

一端固定有成型出料通道，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挤出筒的内壁中部设置有圆环凹槽，在所述

圆环凹槽内设置有圆环体，在所述圆环体的外壁上均匀固定有传动齿槽，在所述挤出筒的

中部设置有传送轴杆，在所述传送轴杆的表面固定有导料螺旋凸起，所述传动轴杆的端部

通过至少两个筋杆固定在圆环体的中心，在所述挤出筒的顶部固定有驱动电机，在所述驱

动电机的主轴上固定有驱动齿轮，所述驱动齿轮伸入所述圆环凹槽内并与所述传动齿槽相

齿合，在所述挤出筒的端部固定有水平支撑板，在所述水平支撑板的顶面设置有平移滑槽，

在所述平移滑槽内设置有滚珠丝杆，在所述水平支撑板的端部固定有与所述滚珠丝杆相连

接的控制电机，在所述平移滑槽内设置有与所述滚珠丝杆螺纹连接的滑块，在所述滑块上

固定有旋转电机，在所述挤出筒内设置有圆形板，所述旋转电机的主轴通过支撑轴杆与所

述圆形板的中心固定连接，在所述圆形板的侧面固定有粉碎刀片，所述进料斗设置在圆形

板与传送轴杆之间，在所述挤出筒的内壁中固定有加热腔，所述加热腔的位置处于传送轴

杆的中部与进料斗之间，在所述加热腔的内壁上均匀固定有导热鳍片，在所述加热腔内固

定有电加热管，所述电加热管处于相邻的导热鳍片之间，在所述挤出筒的外壁上均匀固定

有隔热材料包裹层，且在所述隔热材料包裹层的外侧面均匀固定有半球状耐高温橡胶凸

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塑料加工的新型挤压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支撑

架上固定有冷却座，在所述冷却座内设置有圆形通孔，所述成型出料通道处于所述圆形通

孔内，在所述冷却座的顶部固定有冷却水箱，在所述冷却座内设置有冷却水管，在所述冷却

水箱内设置有水泵，所述水泵与所述冷却水管相连接，在所述成型出料通道的侧壁上均匀

固定有螺旋导水通道，所述螺旋导水通道的内侧端与所述冷却水管相连接且所述螺旋导水

通道的外侧端通过回水管与所述储水箱相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塑料加工的新型挤压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挤出

筒的外壁上均匀固定有透热圆孔，所述透热圆孔设置在传送轴杆的中部与成型出料通道之

间，所述透热圆孔的内侧端未穿透挤出筒的内壁。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塑料加工的新型挤压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成型

出料通道与所述挤出筒之间设置有挤出模座，在所述挤出模座上设置有挤出模头，在所述

挤出筒的端部和成型出料通道的端部均设置有燕尾形导向插槽，在所述挤出模头的侧壁上

固定有与所述燕尾形导向插槽相配合的燕尾形导向插块，所述挤出模头通过燕尾形导向插

块连接在所述挤出筒与所述成型出料通道的连接处并通过螺钉固定在挤出模座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塑料加工的新型挤压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挤出

模头的对称侧面上均开设有抵压圆环槽，在所述抵压圆环槽内设置有抵压圆环块，在所述

抵压圆环块与所述抵压圆环槽之间固定有抵压弹簧，所述挤出模头与所述挤出筒及成型出

料通道相连接时，所述抵压圆环块在所述抵压弹簧的作用下贴合在挤出筒及成型出料通道

的侧面上实现密封。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塑料加工的新型挤压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圆形

板的表面包裹有密封橡胶圈，所述圆形板通过密封橡胶圈贴合在挤出筒的内壁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塑料加工的新型挤压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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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槽的两端均固定有限位开关，所述限位开关与所述控制电相连接并使控制电机反向转

动。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用于塑料加工的新型挤压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底座

上固定有电源插头和开关面板，在所述开关面板上固定有驱动电机开关、控制电机开关、旋

转电机按钮、电加热管控制开关。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用于塑料加工的新型挤压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隔热材

料包裹层为玻璃纤维、石棉或岩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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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塑料加工的新型挤压成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塑料加工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塑料加工的新型挤压成型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塑料加工过程中需要使用挤压成型，塑料挤出成型设备是一种常见的塑料成型

设备，其通过塑料挤出成型设备对塑料进行挤出加工从而得到各种塑料制品，传统技术的

塑料挤出设备其虽然可以满足一般情况的加工需求，但是在实际加工过程中，不但容易造

成堵料的情况，而且使用传统的高温挤出筒，也容易造成安全隐患，同时也难以保证挤出筒

的温度稳定，会影响挤出筒的质量，故而适用性和实用性也会受到限制。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结构设置合理且适用性强的用于塑料加工的新型挤压

成型装置。

[0004] 实现本发明目的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用于塑料加工的新型挤压成型装置，包括底

座，设置在所述底座上的支撑架，在所述支撑架的顶部设置有挤出筒，在所述挤出筒的一端

固定有进料斗，在所述挤出筒的另一端固定有成型出料通道，在所述挤出筒的内壁中部设

置有圆环凹槽，在所述圆环凹槽内设置有圆环体，在所述圆环体的外壁上均匀固定有传动

齿槽，在所述挤出筒的中部设置有传送轴杆，在所述传送轴杆的表面固定有导料螺旋凸起，

所述传动轴杆的端部通过至少两个筋杆固定在圆环体的中心，在所述挤出筒的顶部固定有

驱动电机，在所述驱动电机的主轴上固定有驱动齿轮，所述驱动齿轮伸入所述圆环凹槽内

并与所述传动齿槽相齿合，在所述挤出筒的端部固定有水平支撑板，在所述水平支撑板的

顶面设置有平移滑槽，在所述平移滑槽内设置有滚珠丝杆，在所述水平支撑板的端部固定

有与所述滚珠丝杆相连接的控制电机，在所述平移滑槽内设置有与所述滚珠丝杆螺纹连接

的滑块，在所述滑块上固定有旋转电机，在所述挤出筒内设置有圆形板，所述旋转电机的主

轴通过支撑轴杆与所述圆形板的中心固定连接，在所述圆形板的侧面固定有粉碎刀片，所

述进料斗设置在圆形板与传送轴杆之间，在所述挤出筒的内壁中固定有加热腔，所述加热

腔的位置处于传送轴杆的中部与进料斗之间，在所述加热腔的内壁上均匀固定有导热鳍

片，在所述加热腔内固定有电加热管，所述电加热管处于相邻的导热鳍片之间，在所述挤出

筒的外壁上均匀固定有隔热材料包裹层，且在所述隔热材料包裹层的外侧面均匀固定有半

球状耐高温橡胶凸起。

[0005] 在所述支撑架上固定有冷却座，在所述冷却座内设置有圆形通孔，所述成型出料

通道处于所述圆形通孔内，在所述冷却座的顶部固定有冷却水箱，在所述冷却座内设置有

冷却水管，在所述冷却水箱内设置有水泵，所述水泵与所述冷却水管相连接，在所述成型出

料通道的侧壁上均匀固定有螺旋导水通道，所述螺旋导水通道的内侧端与所述冷却水管相

连接且所述螺旋导水通道的外侧端通过回水管与所述储水箱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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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在所述挤出筒的外壁上均匀固定有透热圆孔，所述透热圆孔设置在传送轴杆的中

部与成型出料通道之间，所述透热圆孔的内侧端未穿透挤出筒的内壁。

[0007] 在所述成型出料通道与所述挤出筒之间设置有挤出模座，在所述挤出模座上设置

有挤出模头，在所述挤出筒的端部和成型出料通道的端部均设置有燕尾形导向插槽，在所

述挤出模头的侧壁上固定有与所述燕尾形导向插槽相配合的燕尾形导向插块，所述挤出模

头通过燕尾形导向插块连接在所述挤出筒与所述成型出料通道的连接处并通过螺钉固定

在挤出模座上。

[0008] 在所述挤出模头的对称侧面上均开设有抵压圆环槽，在所述抵压圆环槽内设置有

抵压圆环块，在所述抵压圆环块与所述抵压圆环槽之间固定有抵压弹簧，所述挤出模头与

所述挤出筒及成型出料通道相连接时，所述抵压圆环块在所述抵压弹簧的作用下贴合在挤

出筒及成型出料通道的侧面上实现密封。

[0009] 在所述圆形板的表面包裹有密封橡胶圈，所述圆形板通过密封橡胶圈贴合在挤出

筒的内壁上。

[0010] 在所述平移滑槽的两端均固定有限位开关，所述限位开关与所述控制电相连接并

使控制电机反向转动。

[0011] 在所述底座上固定有电源插头和开关面板，在所述开关面板上固定有驱动电机开

关、控制电机开关、旋转电机按钮、电加热管控制开关。

[0012] 所述隔热材料包裹层为玻璃纤维、石棉或岩棉层。

[0013] 本发明具有积极的效果：  本发明的结构设置合理，操作便捷，不但可以有效的实

现挤出成型操作，而且可以对原料进行粉碎的同时进行挤压，配合设置在特定位置的电加

热管（将所述加热腔的位置处于传送轴杆的中部与进料斗之间），可以保证粉碎及挤压的效

率，也有利于后续的冷却操作，从而可以保证挤压成型的质量，适用性强且实用性好。

附图说明

[0014] 为了使本发明的内容更容易被清楚的理解，下面根据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

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其中：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实施例1）

图1显示了本发明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其中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6] 见图1，一种用于塑料加工的新型挤压成型装置，包括底座1，设置在所述底座上的

支撑架2，在所述支撑架的顶部设置有挤出筒3，在所述挤出筒的一端固定有进料斗4，在所

述挤出筒的另一端固定有成型出料通道5，在所述挤出筒的内壁中部设置有圆环凹槽6，在

所述圆环凹槽内设置有圆环体7，在所述圆环体的外壁上均匀固定有传动齿槽8，在所述挤

出筒的中部设置有传送轴杆9，在所述传送轴杆的表面固定有导料螺旋凸起10，所述传动轴

杆的端部通过至少两个筋杆固定在圆环体的中心，在所述挤出筒的顶部固定有驱动电机

11，在所述驱动电机的主轴上固定有驱动齿轮12，所述驱动齿轮伸入所述圆环凹槽内并与

所述传动齿槽相齿合，在所述挤出筒的端部固定有水平支撑板13，在所述水平支撑板的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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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设置有平移滑槽14，在所述平移滑槽内设置有滚珠丝杆15，在所述水平支撑板的端部固

定有与所述滚珠丝杆相连接的控制电机16，在所述平移滑槽内设置有与所述滚珠丝杆螺纹

连接的滑块17，在所述滑块上固定有旋转电机18，在所述挤出筒内设置有圆形板19，所述旋

转电机的主轴通过支撑轴杆20与所述圆形板的中心固定连接，在所述圆形板的侧面固定有

粉碎刀片21，所述进料斗设置在圆形板与传送轴杆之间，在所述挤出筒的内壁中固定有加

热腔22，所述加热腔的位置处于传送轴杆的中部与进料斗之间，在所述加热腔的内壁上均

匀固定有导热鳍片23，在所述加热腔内固定有电加热管24，所述电加热管处于相邻的导热

鳍片之间，在所述挤出筒的外壁上均匀固定有隔热材料包裹层25，且在所述隔热材料包裹

层的外侧面均匀固定有半球状耐高温橡胶凸起26。

[0017] 在所述支撑架上固定有冷却座27，在所述冷却座内设置有圆形通孔28，所述成型

出料通道处于所述圆形通孔内，在所述冷却座的顶部固定有冷却水箱29，在所述冷却座内

设置有冷却水管30，在所述冷却水箱内设置有水泵31，所述水泵与所述冷却水管相连接，在

所述成型出料通道的侧壁上均匀固定有螺旋导水通道32，所述螺旋导水通道的内侧端与所

述冷却水管相连接且所述螺旋导水通道的外侧端通过回水管33与所述储水箱相连通。

[0018] 在所述挤出筒的外壁上均匀固定有透热圆孔34，所述透热圆孔设置在传送轴杆的

中部与成型出料通道之间，所述透热圆孔的内侧端未穿透挤出筒的内壁。有利于进行散热，

从而使加热与冷却之间进行散热过渡。

[0019] 在所述成型出料通道与所述挤出筒之间设置有挤出模座35，在所述挤出模座上设

置有挤出模头36，在所述挤出筒的端部和成型出料通道的端部均设置有燕尾形导向插槽

37，在所述挤出模头的侧壁上固定有与所述燕尾形导向插槽相配合的燕尾形导向插块38，

所述挤出模头通过燕尾形导向插块连接在所述挤出筒与所述成型出料通道的连接处并通

过螺钉固定在挤出模座上。

[0020] 在所述挤出模头的对称侧面上均开设有抵压圆环槽39，在所述抵压圆环槽内设置

有抵压圆环块40，在所述抵压圆环块与所述抵压圆环槽之间固定有抵压弹簧41，所述挤出

模头与所述挤出筒及成型出料通道相连接时，所述抵压圆环块在所述抵压弹簧的作用下贴

合在挤出筒及成型出料通道的侧面上实现密封。

[0021] 在所述圆形板的表面包裹有密封橡胶圈42，所述圆形板通过密封橡胶圈贴合在挤

出筒的内壁上。

[0022] 在所述平移滑槽的两端均固定有限位开关43，所述限位开关与所述控制电相连接

并使控制电机反向转动。

[0023] 在所述底座上固定有电源插头44和开关面板45，在所述开关面板上固定有驱动电

机开关、控制电机开关、旋转电机按钮、电加热管控制开关。

[0024] 所述隔热材料包裹层为玻璃纤维、石棉或岩棉层。

[0025] 本发明的结构设置合理，操作便捷，不但可以有效的实现挤出成型操作，而且可以

对原料进行粉碎的同时进行挤压，配合设置在特定位置的电加热管（将所述加热腔的位置

处于传送轴杆的中部与进料斗之间），可以保证粉碎及挤压的效率，也有利于后续的冷却操

作，从而可以保证挤压成型的质量，适用性强且实用性好。

[0026] 显然，本发明的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本发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是对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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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而这些

属于本发明的实质精神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变动仍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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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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