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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生产塑料壶过程中

使用的循环双作用无水塑料粉碎机，涉及生活用

品领域技术。该生产塑料壶过程中使用的循环双

作用无水塑料粉碎机，包括支撑架，所述支撑架

的左上侧安装有粉碎箱，所述粉碎箱的上侧开设

有进料口一，所述进料口一的下侧安装有切割

箱。该生产塑料壶过程中使用的循环双作用无水

塑料粉碎机，在进行第一遍打碎的时候，吸尘装

置就对塑料的灰尘进行吸收，每个吸尘装置里都

带灰尘收集箱，这样就能倒进垃圾桶，不对环境

进行再次污染，在搅拌架的内部安装了吸尘装

置，塑料在进行打碎的过程中，灰尘通过吸尘装

置从过滤网里吸进去，吸到集尘盒里，进行倒掉，

灰尘的减少，有益于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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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产塑料壶过程中使用的循环双作用无水塑料粉碎机，包括支撑架(1)，其特征

在于：所述支撑架(1)的左上侧安装有粉碎箱(7)，所述粉碎箱(7)的上侧开设有进料口一

(8)，所述进料口一(8)的下侧安装有切割箱(34)，所述切割箱(34)的内部安装有旋转粉碎

装置(10)，所述切割箱(34)的下侧开设有出料口一(35)，所述切割箱(34)的左侧安装有吸

尘装置一(9)，所述切割箱(34)的右侧安装有吸尘装置二(11)，所述粉碎箱(7)的左侧安装

有电机座一(28)，所述电机座一(28)上安装有电机一(29)，所述电机一(29)的输出端安装

有螺杆(30)，所述螺杆(30)上设置有滑套(31)，所述滑套(31)的上侧固定安装连接块(32)，

所述连接块(32)上固定安装有清洁板(33)，所述清洁板(33)的背面安装有清洁垫(36)，所

述粉碎箱(7)的左侧安装有电机座二(18)，所述电机座二(18)的上侧安装有双轴电机(20)，

所述双轴电机(20)中间安装有吸尘管(23)，所述吸尘管(23)的一侧安装有风机(19)，所述

风机(19)的左侧安装有集尘箱(37)，所述集尘箱(37)的内部安装有集尘盒(38) ,所述集尘

盒(38)上设置有与集尘盒(38)相适配的拉把(39)，所述吸尘管(23)的另一侧安装有吸尘口

(24)，所述双轴电机(20)的右侧安装有旋转轴(21)，所述旋转轴(21)的右侧安装有粉碎架

(22)，所述粉碎架(22)上开设有吸尘槽(26)，所述吸尘槽(26)上安装有过滤网(25)，所述粉

碎架(22)的上表面和下表面固定安装有刀片(27)，所述粉碎箱(7)的左侧安装有伸缩复位

装置放置箱(14)，所述伸缩复位装置放置箱(14)的内部安装有伸缩复位装置(15)，所述粉

碎箱(7)的内部且靠近伸缩复位装置(15)的位置安装有固定板(13)，所述粉碎箱(7)的右侧

安装有高温杀菌箱(4)，所述高温杀菌箱(4)和粉碎箱(7)之间开设有进料口二(12)，所述高

温杀菌箱(4)的内部安装有巴氏杀菌灯(5)，所述高温杀菌箱(4)的下侧开设有进料口(6)，

所述进料口(6)的下侧安装有抽屉(2)，所述抽屉(2)的右侧安装有手拉把(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产塑料壶过程中使用的循环双作用无水塑料粉碎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1)的下侧安装有支撑腿(16)，所述支撑腿(16)的下侧安装有万向

轮(17)。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产塑料壶过程中使用的循环双作用无水塑料粉碎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吸尘装置一(9)包括收尘箱一(91)，所述收尘箱一(91)的右侧安装有灰尘

收集管一(93)，所述灰尘收集管一(93)的右侧安装有吸尘管一(94)，所述吸尘管一(94)上

安装有吸尘风机一(95)，所述吸尘管一(94)的右侧开设有吸尘口一(96)，所述收尘箱一

(91)的内部安装有灰尘收集抽屉一(92)，所述灰尘收集抽屉一(92)的左侧安装有抽屉把一

(97)。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产塑料壶过程中使用的循环双作用无水塑料粉碎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粉碎装置(10)包括旋转电机(101)，所述旋转电机(101)的输出端设

置有电机旋转轴(102) ,所述电机旋转轴(102)上安装有粉碎刀片(10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产塑料壶过程中使用的循环双作用无水塑料粉碎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吸尘装置二(11)包括收尘箱二(116)，所述收尘箱二(116)的左侧安装有

灰尘收集管二(117) ,所述灰尘收集管二(117)的左侧安装有吸尘管二(112)，所述吸尘管二

(112)上安装有风机二(113)，所述吸尘管二(112)的左侧开设有吸尘口二(114)，所述收尘

箱二(116)的内部安装有灰尘收集抽屉二(111)，所述灰尘收集抽屉二(111)的上侧安装有

抽屉把二(11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产塑料壶过程中使用的循环双作用无水塑料粉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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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征在于：所述伸缩复位装置(15)包括电机(152)和伸缩箱(157)，所述电机(152)的输出

端安装有转动轴(153)，所述转动轴(153)  的外侧固定安装有滚动轮(151)，所述滚动轮

(151)上活动连接有第一连接杆(154)，所述第一连接杆(154)上安装有第二连接杆(155)，

所述第二连接杆(155)的顶部活动连接有扇形齿牙尺(156)，所述伸缩箱(157)的内部安装

有限位块(158)，所述限位块(158)的一侧固定连接有伸缩杆(1510) ,所述伸缩杆(1510)的

外侧固定安装有与扇形齿牙尺(156)相互适配的齿牙尺(159)，所述伸缩杆(1510)的右侧活

动连接有伸缩杆支撑架(1511)且伸缩杆支撑架(1511)固定安装在伸缩复位装置放置箱

(14)上，所述伸缩杆(1510)的右侧安装有推板(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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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产塑料壶过程中使用的循环双作用无水塑料粉碎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生活用品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生产塑料壶过程中使用的循环双

作用无水塑料粉碎机。

背景技术

[0002] 壶是一个汉字，本意是指陶瓷或金属制成的一种有把有嘴的器具，通常用来盛茶、

酒等液体，也指像壶的形状或出水状态的东西，在生活中塑料壶用的偏多，因为塑料壶实

惠、耐高温、耐摔的优点，使用它的人越来越多，随着人们的需求，生产塑料壶的工厂也越来

越多，粉碎机的设备使用也越来越先进，塑料粉碎机指粉碎各种塑性塑料和橡胶如塑料异

型材、管、棒、丝线、薄膜、废旧橡胶制品，市面上就逐渐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塑料粉碎机。

[0003] 然而一般的塑料壶生产制作的过程中都会使用塑料粉碎机对塑料进行回收再加

工，然而一般的塑料粉碎机没有加装吸尘装置，在使用塑料粉碎机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灰

尘，对长期待在这种环境中的工作人员造成了一定身体损害。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生产塑料壶过程中使用的循环双作

用无水塑料粉碎机，解决了以上背景技术中所提出的问题。

[0006] (二)技术方案

[0007]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实用新型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一种生产塑料壶过程

中使用的循环双作用无水塑料粉碎机，包括支撑架，所述支撑架的左上侧安装有粉碎箱，所

述粉碎箱的上侧开设有进料口一，所述进料口一的下侧安装有切割箱，所述切割箱的内部

安装有旋转粉碎装置，所述切割箱的下侧开设有出料口一，所述切割箱的左侧安装有吸尘

装置一，所述切割箱的右侧安装有吸尘装置二，所述粉碎箱的左侧安装有电机座一，所述电

机座一上安装有电机一，所述电机一的输出端安装有螺杆，所述螺杆上设置有滑套，所述滑

套的上侧固定安装连接块，所述连接块上固定安装有清洁板，所述清洁板的背面安装有清

洁垫，所述粉碎箱的左侧安装有电机座二，所述电机座二的上侧安装有双轴电机，所述双轴

电机中间安装有吸尘管，所述吸尘管的一侧安装有风机，所述风机的左侧安装有集尘箱，所

述集尘箱的内部安装有集尘盒,所述集尘盒上设置有与集尘盒相适配的拉把，所述吸尘管

的另一侧安装有吸尘口，所述双轴电机的右侧安装有旋转轴，所述旋转轴的右侧安装有粉

碎架，所述粉碎架上开设有吸尘槽，所述吸尘槽上安装有过滤网，所述粉碎架的上表面和下

表面固定安装有刀片，所述粉碎箱的左侧安装有伸缩复位装置放置箱，所述伸缩伸缩复位

装置放置箱的内部安装有伸缩复位装置，所述粉碎箱的内部且靠近伸缩复位装置的位置安

装有固定板，所述粉碎箱的右侧安装有高温杀菌箱，所述高温杀菌箱和粉碎箱之间开设有

进料口二，所述高温杀菌箱的内部安装有巴氏杀菌灯，所述高温杀菌箱的下侧开设有进料

口，所述进料口的下侧安装有抽屉，所述抽屉的右侧安装有手拉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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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优选的，所述支撑架的下侧安装有支撑腿，所述支撑腿的下侧安装有万向轮。

[0009] 优选的，所述吸尘装置一包括收尘箱一，所述收尘箱一的右侧安装有灰尘收集管

一，所述灰尘收集管一的右侧安装有吸尘管一，所述吸尘管一上安装有吸尘风机一，所述吸

尘管一的右侧开设有吸尘口一，所述收尘箱一的内部安装有灰尘收集抽屉一，所述灰尘收

集抽屉一的左侧安装有抽屉把一。

[0010] 优选的，所述旋转粉碎装置包括旋转电机，所述旋转电机的输出端设置有电机旋

转轴,所述电机旋转轴上安装有粉碎刀片。

[0011] 优选的，所述吸尘装置二包括收尘箱二，所述收尘箱二的左侧安装有灰尘收集管

二,所述灰尘收集管二的左侧安装有吸尘管二，所述吸尘管二上安装有风机二，所述吸尘管

二的左侧开设有吸尘口二，所述收尘箱二的内部安装有灰尘收集抽屉二，所述灰尘收集抽

屉二的上侧安装有抽屉把二。

[0012] 优选的，所述伸缩复位装置包括电机和伸缩箱，所述电机的输出端安装有转动轴，

所述转动轴的外侧固定安装有滚动轮，所述滚动轮上活动连接有第一连接杆，所述第一连

接杆上安装有第二连接杆，所述第二连接杆的顶部活动连接有扇形齿牙尺，所述伸缩箱的

内部安装有限位块，所述限位块的一侧固定连接有伸缩杆,所述伸缩杆的外侧固定安装有

与扇形齿牙尺相互适配的齿牙尺，所述伸缩杆的右侧活动连接有伸缩杆支撑架且伸缩杆支

撑架固定安装在伸缩复位装置放置箱上，所述伸缩杆的右侧安装有推板。

[0013] (三)有益效果

[0014]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生产塑料壶过程中使用的循环双作用无水塑料粉碎机。具

备有益效果如下：

[0015] 该生产塑料壶过程中使用的循环双作用无水塑料粉碎机，在进行第一遍打碎的时

候，吸尘装置就对塑料的灰尘进行吸收，每个吸尘装置里都带灰尘收集箱，这样就能倒进垃

圾桶，不对环境进行再次污染，在搅拌架的内部安装了吸尘装置，塑料在进行打碎的过程

中，灰尘通过吸尘装置从过滤网里吸进去，吸到集尘盒里，进行倒掉，灰尘的减少，有益于工

作人员的身体健康。

[0016] 该生产塑料壶过程中使用的循环双作用无水塑料粉碎机，安装了巴氏杀菌灯，对

需要在次循环使用的塑料进行高温杀菌，且不伤害材料的本质。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正视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剖视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双轴电机和粉碎架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清洁板后视图；

[0021] 图5为本实用新型吸尘装置一正视图；

[0022] 图6为本实用新型旋转粉碎装置正视图；

[0023] 图7为本实用新型吸尘装置二正视图；

[0024] 图8为本实用新型伸缩复位装置正视图。

[0025] 图中：1支撑架、2抽屉、3手拉把、4高温杀菌箱、5巴氏杀菌灯、6进料口、7粉碎箱、8

进料口一、9吸尘装置一、91收尘箱一、92灰尘收集抽屉一、93灰尘收集管一、94吸尘管一、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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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尘风机一、96吸尘口一、97抽屉把一、10旋转粉碎装置、101旋转电机、102电机旋转轴、103

粉碎刀片、11  吸尘装置二、111灰尘收集抽屉二、112吸尘管二、113风机二、114吸尘口二、

115抽屉把二、116收尘箱二、117灰尘收集管二、12进料口二、13固定板、14伸缩复位装置放

置箱、15伸缩复位装置、151滚动轮、152电机、153  转动轴、154第一连接杆、155第二连接杆、

156扇形齿牙尺、157伸缩箱、  158限位块、159齿牙尺、1510伸缩杆、1511伸缩杆支撑架、1512

推板、16  支撑腿、17万向轮、18电机座二、19风机、20双轴电机、21旋转轴、22粉碎架、23吸尘

管、24吸尘口、25过滤网、26吸尘槽、27刀片、28电机座一、  29电机一、30螺杆、31滑套、32连

接块、33清洁板、34切割箱、35出料口一、36清洁垫、37集尘箱、38集尘盒、39拉把。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通过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阐述。

[0027]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一种，如图1-8所示，包括支撑架1，支撑架1的下侧安装有

支撑腿16，支撑腿16的下侧安装有万向轮17,在整理卫生时可以通过万向轮对生产塑料壶

过程中使用的循环双作用无水塑料粉碎机进行移动，保持整个工厂卫生的清洁，支撑架1的

左上侧安装有粉碎箱7，粉碎箱7 的上侧开设有进料口一8，进料口一8的下侧安装有切割箱

34，切割箱34的内部安装有旋转粉碎装置10，旋转粉碎装置10包括旋转电机101，旋转电机 

101的输出端设置有电机旋转轴102,电机旋转轴102上安装有粉碎刀片103，所述切割箱34

的下侧开设有出料口一35，切割箱34的左侧安装有吸尘装置一9，吸尘装置一9包括收尘箱

一91，收尘箱一91的右侧安装有灰尘收集管一93，灰尘收集管一93的右侧安装有吸尘管一

94，吸尘管一94上安装有吸尘风机一95，吸尘管一94的右侧开设有吸尘口一96，收尘箱一91

的内部安装有灰尘收集抽屉一92，灰尘收集抽屉一92的左侧安装有抽屉把一97,切割箱34

的右侧安装有吸尘装置二11，吸尘装置二11包括收尘箱二116，收尘箱二116的左侧安装有

灰尘收集管二117,灰尘收集管二117的左侧安装有吸尘管二112，吸尘管二112上安装有风

机二113，吸尘管二112的左侧开设有吸尘口二114，收尘箱二116的内部安装有灰尘收集抽

屉二111，灰尘收集抽屉二111的上侧安装有抽屉把二115，通过吸尘装置一9和吸尘装置二

11把刚刚粉碎过碎料飘出来的灰尘进行吸收，收集起来你进行倒掉，减少环境的污染，粉碎

箱7的左侧安装有电机座一28，电机座一28上安装有电机一29，电机一29的输出端安装有螺

杆30，螺杆30上设置有滑套31，滑套31的上侧固定安装连接块32，连接块32的上侧固定安装

清洁板33，清洁板33的背面安装有清洁垫36，粉碎箱7的左侧安装有电机座二18，电机座二

18的上侧安装有双轴电机20，双轴电机20中间安装有吸尘管23，吸尘管23的一侧安装有风

机19，风机19的左侧安装有集尘箱37，集尘箱37的内部安装有集尘盒38,集尘盒38上设置有

与集尘盒38相适配的拉把39，该生产塑料壶过程中使用的循环双作用无水塑料粉碎机，在

进行第一遍打碎的时候，吸尘装置一9就对塑料的灰尘进行吸收，每个吸尘装置里都带灰尘

收集箱，这样就能倒进垃圾桶，不对环境进行再次污染，在粉碎架22的内部安装了吸尘管

23，塑料在进行打碎的过程中，灰尘通过吸尘口24从过滤网25里吸进去，吸到集尘盒38里，

进行倒掉，灰尘的减少，有益于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吸尘管  23的另一侧安装有吸尘口24，

双轴电机20的右侧安装有旋转轴21，旋转轴  21的右侧安装有粉碎架22，粉碎架22上开设有

吸尘槽26，吸尘槽26上安装有过滤网25，粉碎架22的上表面和下表面固定安装有刀片27，粉

碎箱7的左侧安装有伸缩复位装置放置箱14，伸缩伸缩复位装置放置箱14的内部安装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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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复位装置15，伸缩复位装置15包括电机152和伸缩箱157，电机152 的输出端安装有转动

轴153，转动轴153的外侧固定安装有滚动轮151，滚动轮151上活动连接有第一连接杆154，

第一连接杆154上安装有第二连接杆  155，第二连接杆155的顶部活动连接有扇形齿牙尺

156，伸缩箱157的内部安装有限位块158，限位块158的一侧固定连接有伸缩杆1510,伸缩杆

1510 的外侧固定安装有与扇形齿牙尺156相互适配的齿牙尺159，伸缩杆1510的右侧活动

连接有伸缩杆支撑架1511且伸缩杆支撑架1511固定安装在伸缩复位装置放置箱14上，伸缩

杆1510的右侧安装有推板1512，使用伸缩复位装置14，能够通过扇形齿牙尺156和齿牙尺

156的配合，使用电机152带动推板1512运动，把粉碎好的碎料推送到高温杀菌箱4的内部进

行杀菌粉碎箱7 的内部且靠近伸缩复位装置15的位置安装有固定板13，粉碎箱7的右侧安

装有高温杀菌箱4，高温杀菌箱4和粉碎箱7之间开设有进料口二12，高温杀菌箱4的内部安

装有巴氏杀菌灯5，该生产塑料壶过程中使用的循环双作用无水塑料粉碎机，安装了巴氏杀

菌灯5，对需要在次循环使用的塑料进行高温杀菌，且不伤害材料的本质，高温杀菌箱4的下

侧开设有进料口6，进料口6的下侧安装有抽屉2，抽屉2的右侧安装有手拉把3。

[0028] 工作原理：生产塑料壶过程中使用的循环双作用无水塑料粉碎机在使用时，把塑

料从进料口一8进入到切割箱34内部，切割箱的34内部安装的旋转粉碎装置10对塑料进行

打碎，打碎飘出来的灰尘吸尘装置一9和吸尘装置二11进行吸收，吸收到灰尘收集箱内部，

双轴电机20带动旋转轴21转动，塑料从出料口一35出来接触到刀片27对塑料进行再次打

碎，粉碎架22上安装的有过滤网25，灰尘从过滤网25里通过风机19被吸尘口24吸进吸尘管 

23里，最后进入到集尘箱38，打碎完成的塑料掉落在固定板13上被伸缩复位装置15上的伸

缩杆1510右侧的推板1512通过进料口二12把打碎完成的塑料推到高温杀菌箱4的内部，使

用巴氏杀菌灯5对塑料进行高温杀菌，杀菌完成的塑料从进料口6进入到抽屉2里，需要使用

的话通过手拉把3拉出来，倒在需要使用的容器，或者加工设备里。

[0029]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

改、替换和变型，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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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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