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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干法辊压式造粒机，包括机

架、设置在机架上的搅拌器、与搅拌器出口连接

的螺旋送料器、与螺旋送料器出口连接的压片

机、压片机出口连接的粉碎机以及与粉碎机出口

连接的整粒机；搅拌器包括下端出口与螺旋送料

器相对应的搅拌桶、竖直设置在搅拌桶内的搅拌

桨、设置在搅拌桨上端与搅拌桶上端盖之间的轴

承组以及设置在搅拌桶上端盖上的下料筒，相对

应水平面下料筒的下端口低于轴承组。本发明结

构紧凑，设计合理，成本低廉，使用寿命长，耐腐，

适合大规模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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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干法辊压式造粒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1)、设置在机架(1)上的搅拌器(2)、

与搅拌器(2)出口连接的螺旋送料器(3)、进口与螺旋送料器(3)出口连接的压片机(4)、压

片机(4)出口连接的粉碎机(5)以及与粉碎机(5)出口连接的整粒机(6)；

搅拌器(2)包括下端出口与螺旋送料器(3)相对应的搅拌桶(8)、竖直设置在搅拌桶(8)

内的搅拌桨(10)、设置在搅拌桨(10)上端与搅拌桶(8)上端盖之间的轴承组(11)以及设置

在搅拌桶(8)上端盖上的下料筒(9)，下料筒(9)的下端口低于轴承组(11)，在搅拌桶（8）上

端还设置有负压抽尘口；

螺旋送料器(3)包括上端开口且用于接收搅拌桶(8)下端出口出料的推送进料箱

(307)、水平贯穿且由钛棒制成的螺旋传动轴(12)、通过链条驱动螺旋传动轴(12)自转的电

机、分别设置在推送进料箱(307)左右两端的前筒体(302)与后筒体(305)、设置在后筒体

(305)与压片机(4)进口之间的四方连接头(301)、设置在推送进料箱(307)或前筒体(302)

上且用于给推送进料箱(307)内腔抽负压的负压抽尘口(304)、设置在前筒体(302)端部的

密封盒压盖(303)、设置在密封盒压盖(303)与推送进料箱(307)之间的石棉盘根(308)；从

搅拌桶(8)落下的物料经过螺旋传动轴(12)推送到压片机(4)内；

在粉碎机(5)的粉碎主轴上设置有至少两个粉碎刀轴(17)，粉碎刀轴(17)包括粉碎刀

头(19)以及粉碎刀片(18)，粉碎刀片(18)与粉碎刀轴(17)通过花键连接，粉碎刀轴(17)以

粉碎刀轴(17)的轴心线呈螺旋设置；

压片机(4)包括底座、设置在底座上的主动轴承座(402)、设置在主动轴承座(402)上方

的被动轴承座(400)、至少四个下端分别与底座连接且用于穿装在主动轴承座(402)或被动

轴承座(400)上的连接拉杆(395)、设置在连接拉杆(395)上的调节螺母(396)、在被动轴承

座(400)左侧两个连接拉杆(395)之间以及在被动轴承座(400)右侧两个连接拉杆(395)之

间分别设置有连接横撑(397)、倒置安装在每个连接横撑(397)下端面的调压油缸(15)、与

调压油缸(15)活塞杆连接且位于被动轴承座(400)上方的顶盖(399)、设置在主动轴承座

(402)内且与电机驱动连接的主动辊压轴(13)以及设置在被动轴承座(400)内且通过齿轮

与主动辊压轴(13)传动连接的从动辊压轴(14)；

在主动轴承座(402)  内分别设置有用于支撑主动辊压轴(13)的轴承(401)，在被动轴

承座(400)内分别设置有用于支撑从动辊压轴(14)的轴承(401)；

从动辊压轴(14)的轴心线位于主动辊压轴(13)的轴心线的正上方且平行；从动辊压轴

(14)与主动辊压轴(13)结构相同；主动辊压轴(13)的辊压外侧壁(16)中部设置有用于辊压

物料的滚花；在主动轴承座(402)的内侧端部以及被动轴承座(400)的内侧端部分别设置有

用于密封的内侧油封(403)，在主动轴承座(402)的外侧端部以及被动轴承座(400)的外侧

端部分别设置有用于密封的外侧油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干法辊压式造粒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整粒机(6)包括进

口与粉碎机(5)出口连接的整粒箱体(493)、贯穿设置在整粒箱体(493)内且左端与电机传

动连接的整粒轴(500)、设置在整粒箱体(493)与整粒轴(500)右端之间的后封座(492)、安

装在后封座(492)内的密封圈、在整粒箱体(493)与整粒轴(500)左端之间的密封圈、套装在

整粒轴(500)中部的基环(501)、设置在相邻基环(501)之间的刀隔垫(494)、设置在整粒轴

(500)用于对基环(501)轴向定位的螺母以及设置在基环(501)上的刮刀片(502)；在整粒箱

体(493)的一侧设置有用于出料的侧盖(496)、安装在侧盖(496)上的侧把手(495)、沿整粒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7020768 B

2



轴(500)轴向设置且横截面为U型的筛网(499)、设置在整粒箱体(493)上的挡板(497)以及

设置在挡板(497)上的压条(498)；筛网(499)两端分别通过压条(498)安装在挡板(497)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干法辊压式造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滚花为沿主动辊压

轴(13)轴心线方向平行设置且沿圆周凹凸设置的条形纹或滚花为凹凸设置的矩形纹或滚

花为凹凸设置的菱形纹。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干法辊压式造粒机，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与整粒机(6)出

口连接的旋振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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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法辊压式造粒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干法辊压式造粒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面上的干法辊压式造粒机例如防腐干法辊压式造粒机（专利号 

CN200620123052.9），其搅拌器的搅拌桨的轴承容易卡死卡坏；粉碎机的粉碎效果不好；螺

旋传动轴一般采用镀钛或焊接钛，同轴度差，防腐差，精度低。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结构合理的干法辊压式造粒机  。

[0004]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5] 干法辊压式造粒机，包括机架、设置在机架上的搅拌器、与搅拌器出口连接的螺旋

送料器、与螺旋送料器出口连接的压片机、压片机出口连接的粉碎机以及与粉碎机出口连

接的整粒机；

[0006] 搅拌器包括下端出口与螺旋送料器相对应的搅拌桶、竖直设置在搅拌桶内的搅拌

桨、设置在搅拌桨上端与搅拌桶上端盖之间的轴承组以及设置在搅拌桶上端盖上的下料

筒，相对应水平面下料筒的下端口低于轴承组。电机减速机带动搅拌浆在搅拌桶内旋转，在

搅拌桶上端还设置有负压抽尘口，使设备下料脱气过程中产生的粉尘负压抽掉，不漏粉尘，

使环境良好。实现脱气和防止物料粘壁及强制下料的功能。

[0007] 螺旋送料器包括上端开口且用于接收搅拌桶下端出口出料的推送进料箱、水平贯

穿且由钛棒制成的螺旋传动轴、通过链条驱动螺旋传动轴自转的电机、分别设置在推送进

料箱左右两端的前筒体与后筒体、设置在后筒体与压片机进口之间的四方连接头、设置在

推送进料箱或前筒体上且用于给推送进料箱内腔抽负压的负压抽尘口、设置在前筒体端部

的密封盒压盖、设置在密封盒压盖与推送进料箱之间的石棉盘根；从搅拌桶落下的物料经

过螺旋传动轴推送到压片机内。进一步，在螺旋送料器内设置有由钛棒制成的螺旋传动轴。

螺旋强制送料，绞龙即螺旋传动轴为实心钛轴一次车成，不容易断轴。螺旋送料器连接有调

速电机以及齿轮箱，调速电机通过齿轮箱与螺旋传动轴传动连接，从而提高了同轴度，保证

同心度，通过齿轮箱与螺旋传动轴密封设置，实现润滑油与料分离结构设计,传动为链条传

动或齿轮传动等常见传动方式。

[0008] 在粉碎机的粉碎主轴上设置有至少两个粉碎刀轴，粉碎刀轴包括粉碎刀头以及粉

碎刀片，粉碎刀片与粉碎刀轴通过花键连接，粉碎刀轴以粉碎刀轴的轴心线呈螺旋设置。从

而提高粉碎效率。

[0009] 卧式结构的压片机包括水平设置在的调压油缸、与调压油缸活塞杆连接的主动辊

压轴以及与主动辊压轴相对应的从动辊压轴；从动辊压轴的轴心线与主动辊压轴的轴心线

平行且等高；从动辊压轴与主动辊压轴结构相同；主动辊压轴的辊压外侧壁上设置有滚花。

本发明采用结构相同且水平等高的主动辊压轴与从动辊压轴，提高了使用寿命，压辊上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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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有网状花纹、齿形辊面、条形辊面等滚花，可以扩展压制料饼的种类，

[0010] 立式结构的压片机包括底座、设置在底座上的主动轴承座、设置在主动轴承座上

方的被动轴承座、至少四个下端分别与底座连接且用于穿装在主动轴承座与被动轴承座上

的连接拉杆、设置在连接拉杆上的调节螺母、在被动轴承座左侧两个连接拉杆之间以及在

被动轴承座右侧两个连接拉杆之间分别设置有连接横撑、倒置安装在每个连接横撑下端面

的调压油缸、与调压油缸活塞杆连接且位于被动轴承座上方的顶盖、设置在主动轴承座内

且与电机驱动连接的主动辊压轴以及设置在被动轴承座内且通过齿轮与主动辊压轴传动

连接的从动辊压轴；在主动轴承座 内分别设置有用于支撑主动辊压轴的轴承，在被动轴承

座内分别设置有用于支撑从动辊压轴的轴承；从动辊压轴的轴心线位于主动辊压轴的轴心

线的正上方且平行；从动辊压轴与主动辊压轴结构相同；主动辊压轴的辊压外侧壁中部设

置有用于辊压物料的滚花；在主动轴承座的内侧端部以及被动轴承座的内侧端部分别设置

有用于密封的内侧油封，在主动轴承座的外侧端部以及被动轴承座的外侧端部分别设置有

用于密封的外侧油封。通过调压油缸的压力，对不同物料辊压的要求，通过拉缸便于安装与

调整辊压轴之间的间隙。

[0011] 压片机采用电机作动力源，通过一台轮减速机带动一对压辊即（主动辊压轴与从

动辊压轴）相对转动，将物料压成片状,保证在大压力下不断轴，轴承为重型轴承承受压力

大、不损坏,两辊之间的压力由液压系统给定,压辊标准尺寸为辊面设计为网状花纹、齿形

辊面、条形辊面，液压系统为多个油缸，使产品硬度大大提高。采用密封装置保证油料分离，

粉料不进入轴承

[0012] 整粒机包括进口与粉碎机出口连接的整粒箱体、贯穿设置在整粒箱体内且左端与

电机传动连接的整粒轴、设置在整粒箱体与整粒轴右端之间的后封座、安装在后封座内的

密封圈、在整粒箱体与整粒轴左端之间的密封圈、套装在整粒轴中部的基环、设置在相邻基

环之间的刀隔垫、设置在整粒轴用于对基环轴向定位的螺母以及设置在基环上的刮刀片；

在整粒箱体的一侧设置有用于出料的侧盖、安装在侧盖上的侧把手、沿整粒轴轴向设置且

横截面为U型的筛网、设置在整粒箱体上的挡板以及设置在挡板上的压条；筛网两端分别通

过压条安装在挡板上。主动辊压轴的辊压外侧壁上设置有滚花；滚花可以为网状花纹、齿形

辊面或条形辊面。即滚花为沿主动辊压轴轴心线方向平行设置且在沿圆周上呈现凹凸矩

形、网状菱形、沟槽条形。  进一步，还包括与整粒机连接的旋振筛。

[0013] 整粒机主要传动结构原理是电机带动-转子上的刮刀或刀片，将物料高速无盲点

破碎，使之成型并脱掉飞边毛刺,保证足够的处理量及成形率，在整粒机上安装有板式筛，

整粒机筛板（筛网）的筋板（即挡板）有多条，保证筛板不变形。电机带动-转子刮刀或刀片，

将物料高速无盲点破碎离心板式筛，具有拆卸筛板方便快捷，使之成型并脱掉飞边毛刺,保

证足够的处理量及成形率，整粒机筛板的筋板有多条，保证筛板不变形。

[0014] 不管是卧式造粒机还是立式造粒机都可以选择使用高速整粒机或者低速整粒机，

低速整粒机就是破碎机和整粒机的组合；高速整粒机是省去了破碎机。

[0015] 滚花为沿主动辊压轴轴心线方向平行设置且沿圆周凹凸设置的条形纹或滚花为

凹凸设置的矩形纹或滚花为凹凸设置的菱形纹。

[0016] 本装置还包括与整粒机出口连接的旋振筛。

[0017] 本发明采用通过下料筒的下端口低于轴承组，避免损坏粉末进入轴承中，延长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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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使用寿命，通过钛棒制成的螺旋传动轴，提高其抗腐蚀性，提高其刚性，延长使用寿命，通

过花键连接，结实牢固，粉碎刀轴螺旋设置，提高粉碎效率。

[0018]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产生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9] 本发明通过下料筒的下端口低于轴承组，避免损坏粉末进入轴承中，延长轴承使

用寿命，通过钛棒制成的螺旋传动轴，提高其抗腐蚀性，提高其刚性，延长使用寿命，通过花

键连接，结实牢固，粉碎刀轴螺旋设置，提高粉碎效率。

[0020] 本发明结构紧凑，设计合理，成本低廉，使用寿命长，耐腐，适合大规模推广。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立式的结构示意图。图2是图1的左视结构示意图。图3是本发明变形

的结构示意图。图4是图3的左视结构示意图。图5是图3的俯视结构示意图。图6是本发明搅

拌器的结构示意图。图7是本发明主动辊压轴的结构示意图。图8是本发明主动辊压轴变形1

的结构示意图。图9是本发明主动辊压轴变形2的结构示意图。图10是本发明粉碎刀头的结

构示意图。图11是本发明螺旋送料器整体的结构示意图。图12是本发明螺旋送料器的内部

结构示意图。图13是本发明压片机的结构示意图。图14是本发明整粒机的结构示意图。图15

是本发明整粒机内部的结构示意图。图16是本发明筛网的结构示意图。图17是本发明卧式

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其中：1、机架；2、搅拌器；3、螺旋送料器；4、压片机；5、粉碎机；6、整粒机；7、旋振

筛；8、搅拌桶；9、下料筒；10、搅拌桨；11、轴承组；12、螺旋传动轴；13、主动辊压轴；14、从动

辊压轴；15、调压油缸；16、辊压外侧壁；17、粉碎刀轴；18、粉碎刀片；19、粉碎刀头。301、四方

连接头；302、前筒体；303、密封盒压盖；304、负压抽尘口；305、后筒体；307、推送进料箱；

308、石棉盘根；395、连接拉杆；396、调节螺母；397、连接横撑；  399、顶盖；400、被动轴承座；

401、轴承；402、主动轴承座；403、内侧油封；493、整粒箱体；492、后封座；494、刀隔垫；495、

侧把手；496、侧盖；497、挡板；498、压条；500、整粒轴；501、基环；502、刮刀片；499、筛网。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如图1-17所示，本实施例的干法辊压式造粒机，包括机架1、设置在机架1上的搅拌

器2、与搅拌器2出口连接的螺旋送料器3、进口与螺旋送料器3出口连接的压片机4、压片机4

出口连接的粉碎机5以及与粉碎机5出口连接的整粒机6；

[0024] 如图6，搅拌器2包括下端出口与螺旋送料器3相对应的搅拌桶8、竖直设置在搅拌

桶8内的搅拌桨10、设置在搅拌桨10上端与搅拌桶8上端盖之间的轴承组11以及设置在搅拌

桶8上端盖上的下料筒9，下料筒9的下端口低于轴承组11。电机减速机带动搅拌浆10在搅拌

桶8内旋转，在搅拌桶8上端还设置有负压抽尘口，使设备下料脱气过程中产生的粉尘负压

抽掉，不漏粉尘，使环境良好。实现脱气和防止物料粘壁及强制下料的功能。

[0025] 如图11-12，  螺旋送料器3包括上端开口且用于接收搅拌桶8下端出口出料的推送

进料箱307、水平贯穿且由钛棒制成的螺旋传动轴12、通过链条驱动螺旋传动轴12自转的电

机、分别设置在推送进料箱307左右两端的前筒体302与后筒体305、设置在后筒体305与压

片机4进口之间的四方连接头301、设置在推送进料箱307或前筒体302上且用于给推送进料

箱307内腔抽负压的负压抽尘口304、设置在前筒体302端部的密封盒压盖303、设置在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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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压盖303与推送进料箱307之间的石棉盘根308；从搅拌桶8落下的物料经过螺旋传动轴12

推送到压片机4内。进一步，在螺旋送料器3内设置有由钛棒制成的螺旋传动轴12。螺旋强制

送料，绞龙即螺旋传动轴12为实心钛轴一次车成，不容易断轴。螺旋送料器3连接有调速电

机以及齿轮箱，调速电机通过齿轮箱与螺旋传动轴12传动连接，从而提高了同轴度，保证同

心度，通过齿轮箱与螺旋传动轴12密封设置，实现润滑油与料分离结构设计,传动为链条传

动或齿轮传动等常见传动方式。

[0026] 如图10，在粉碎机5的粉碎主轴上设置有至少两个粉碎刀轴17，粉碎刀轴17包括粉

碎刀头19以及粉碎刀片18，粉碎刀片18与粉碎刀轴17通过花键连接，粉碎刀轴17以粉碎刀

轴17的轴心线呈螺旋设置。从而提高粉碎效率。

[0027] 如图7-9,17， 卧式结构的压片机4包括水平设置在机架1上的调压油缸15、与调压

油缸15活塞杆连接的主动辊压轴13以及与主动辊压轴13相对应的从动辊压轴14；从动辊压

轴14的轴心线与主动辊压轴13的轴心线平行且等高；从动辊压轴14与主动辊压轴13结构相

同；主动辊压轴13的辊压外侧壁16上设置有滚花。本发明采用结构相同且水平等高的主动

辊压轴13与从动辊压轴14，提高了使用寿命，压辊16上设置有网状花纹、齿形辊面、条形辊

面等滚花，可以扩展压制料饼的种类。

[0028] 如图7-9,  立式结构的压片机4包括底座、设置在底座上的主动轴承座402、设置在

主动轴承座402上方的被动轴承座400、至少四个下端分别与底座连接且用于穿装在主动轴

承座402与被动轴承座400上的连接拉杆395、设置在连接拉杆395上的调节螺母396、在被动

轴承座400左侧两个连接拉杆395之间以及在被动轴承座400右侧两个连接拉杆395之间分

别设置有连接横撑397、倒置安装在每个连接横撑397下端面的调压油缸15、与调压油缸15

活塞杆连接且位于被动轴承座400上方的顶盖399、设置在主动轴承座402内且与电机驱动

连接的主动辊压轴13以及设置在被动轴承座400内且通过齿轮与主动辊压轴13传动连接的

从动辊压轴14；在主动轴承座402 内分别设置有用于支撑主动辊压轴13的轴承401，在被动

轴承座400内分别设置有用于支撑从动辊压轴14的轴承401；从动辊压轴14的轴心线位于主

动辊压轴13的轴心线的正上方且平行；从动辊压轴14与主动辊压轴13结构相同；主动辊压

轴13的辊压外侧壁16中部设置有用于辊压物料的滚花；在主动轴承座402的内侧端部以及

被动轴承座400的内侧端部分别设置有用于密封的内侧油封403，在主动轴承座402的外侧

端部以及被动轴承座400的外侧端部分别设置有用于密封的外侧油封。通过调压油缸15的

压力，对不同物料辊压的要求，通过拉缸便于安装与调整辊压轴之间的间隙。

[0029] 压片机4采用电机作动力源，通过一台轮减速机带动一对压辊即（主动辊压轴13与

从动辊压轴14）相对转动，将物料压成片状,保证在大压力下不断轴，轴承为重型轴承承受

压力大、不损坏,两辊之间的压力由液压系统给定,压辊标准尺寸为辊面设计为网状花纹、

齿形辊面、条形辊面，液压系统为多个油缸，使产品硬度大大提高。采用密封装置保证油料

分离，粉料不进入轴承。

[0030] 如图14-16，  整粒机6包括进口与粉碎机5出口连接的整粒箱体493、贯穿设置在整

粒箱体493内且左端与电机传动连接的整粒轴500、设置在整粒箱体493与整粒轴500右端之

间的后封座492、安装在后封座492内的密封圈、在整粒箱体493与整粒轴500左端之间的密

封圈、套装在整粒轴500中部的基环501、设置在相邻基环501之间的刀隔垫494、设置在整粒

轴500用于对基环501轴向定位的螺母以及设置在基环501上的刮刀片502；在整粒箱体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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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侧设置有用于出料的侧盖496、安装在侧盖496上的侧把手495、沿整粒轴500轴向设置

且横截面为U型的筛网499、设置在整粒箱体493上的挡板497以及设置在挡板497上的压条

498；筛网499两端分别通过压条498安装在挡板497上。主动辊压轴13的辊压外侧壁16上设

置有滚花；滚花可以为网状花纹、齿形辊面或条形辊面。即滚花为沿主动辊压轴13轴心线方

向平行设置且在沿圆周上呈现凹凸矩形、网状菱形、沟槽条形。  进一步，还包括与整粒机6

连接的旋振筛7。

[0031] 整粒机6主要传动结构原理是电机带动-转子上的刮刀或刀片，将物料高速无盲点

破碎，使之成型并脱掉飞边毛刺,保证足够的处理量及成形率，在整粒机6上安装有板式筛，

整粒机筛板（筛网499）的筋板（即挡板497）有多条，保证筛板不变形。电机带动-转子刮刀或

刀片，将物料高速无盲点破碎离心板式筛，具有拆卸筛板方便快捷，使之成型并脱掉飞边毛

刺,保证足够的处理量及成形率，整粒机筛板的筋板有多条，保证筛板不变形。

[0032] 不管是卧式造粒机还是立式造粒机都可以选择使用高速整粒机或者低速整粒机，

低速整粒机就是破碎机和整粒机的组合；高速整粒机是省去了破碎机。

[0033] 滚花为沿主动辊压轴13轴心线方向平行设置且沿圆周凹凸设置的条形纹或滚花

为凹凸设置的矩形纹或滚花为凹凸设置的菱形纹。

[0034] 本装置还包括与整粒机6出口连接的旋振筛7。

[0035] 本发明采用通过下料筒9的下端口低于轴承组11，避免损坏粉末进入轴承中，延长

轴承使用寿命，通过钛棒制成的螺旋传动轴12，提高其抗腐蚀性，提高其刚性，延长使用寿

命，通过花键连接，结实牢固，粉碎刀轴17螺旋设置，提高粉碎效率。

[0036] 本发明结构紧凑，设计合理，成本低廉，使用寿命长，耐腐，适合大规模推广。

[0037]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

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作

为本领域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多个技术方案进行组合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些修改或者替

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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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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