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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纤维素醚生产原料的粉碎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纤维素醚生产原料的粉碎

系统，包括棉花粉碎机、棉花给料机、粗料返送

机，棉花粉碎机上设有松棉工作腔、粉碎工作腔、

进料漏斗，进料漏斗设于松棉工作腔左侧上方，

松棉工作腔上安装有松棉装置，粉碎工作腔上安

装有棉花粉碎装置，粉碎工作腔侧面设有粗料回

料入口，粉碎工作腔下端法兰连接有筛分出料

箱，棉花给料机出料口设于进料漏斗正上方，粗

料返送机出料口设于粗料回料入口正上方，本发

明结构新颖，设有松棉装置，先将棉花料打散、打

松，防止结块，加快了后道的粉碎的效率和提高

了粉碎效果，本发明出口处设有筛分装置，将大

粒径棉粒分离并重新进入粉碎装置粉碎，本发明

设备具有粉碎效率高，原材料利用率高，出料粒

径稳定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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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纤维素醚生产原料的粉碎系统，包括棉花粉碎机(1)、棉花给料机(4)、粗料返送

机(5)，其特征在于：所述棉花粉碎机(1)上设有松棉工作腔(11)、粉碎工作腔(12)、进料漏

斗(13)，所述粉碎工作腔(12)上端与松棉工作腔(11)右侧相连通，所述进料漏斗(13)设于

松棉工作腔(11)左侧上方，所述松棉工作腔(11)上安装有松棉装置(2)用于对棉花物料进

行打散，所述粉碎工作腔(12)上安装有棉花粉碎装置(3)用于粉碎棉花物料，所述粉碎工作

腔(12)侧面设有粗料回料入口(14)，所述粗料回料入口(14)设于棉花粉碎装置(3)上方，所

述粉碎工作腔(12)下端法兰连接有筛分出料箱(15)用于对粉碎后的棉花料筛分，所述棉花

给料机(4)出料口设于进料漏斗(13)正上方，所述筛分出料箱(15)与粗料返送机(5)管路相

连，所述粗料返送机(5)出料口设于粗料回料入口(14)正上方，所述粗料返送机(5)出料口

安装有活动出料组件(51)，所述松棉装置(2)包括第一松棉机构(21)、第二松棉机构(22)，

所述第一松棉机构(21)包括外封盖(211)、转动辊(212)、弹线组件(213)，两块所述外封盖

(211)螺栓安装在松棉工作腔(11)侧壁上，所述转动辊(212)转动安装在两块外封盖(211)

上，所述弹线组件(213)包括弹簧座(2131)、弹簧(2132)、活动柱(2133)，两个所述弹簧座

(2131)分别焊接固定在转动辊(212)辊面两侧端部，所述弹簧(2132)安装在弹簧座(2131)

内，所述活动柱(2133)插装在弹簧座(2131)内，所述弹簧(2132)下端与弹簧座(2131)相连，

所述弹簧(2132)上端与活动柱(2133)下端相连，相对应的两个所述活动柱(2133)之间固定

连接有弹线(2134)，所述转动辊(212)辊面上设有若干个弹线组件(213)，若干个所述弹线

组件(213)以转动辊(212)圆心为中心均布，所述外封盖(211)内侧设有若干均布的碰撞块

(2111)，所述碰撞块(2111)上设有碰撞块斜面(2112)，所述碰撞块斜面(2112)都迎向转动

辊(212)转动方向设置，所述活动柱(2133)上设有活动柱下压斜面(2135)，所述活动柱下压

斜面(2135)都迎向碰撞块斜面(2112)方向设置，所述转动辊(212)的一侧转轴延伸到松棉

工作腔(11)外侧并键安装有转动辊传动带轮(214)，所述第二松棉机构(22)与第一松棉机

构(21)结构一致，所述第一松棉机构(21)的转动辊(212)的另一侧转轴上连接有松棉机构

驱动组件(23)，所述松棉机构驱动组件(23)包括松棉驱动电机(231)、松棉减速器(232)，所

述松棉驱动电机(231)输出轴与松棉减速器(232)相连，所述松棉减速器(232)输出端与转

动辊(212)转轴相连，所述第一松棉机构(21)与第二松棉机构(22)通过转动辊传动带轮

(214)皮带传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纤维素醚生产原料的粉碎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粗料回料

入口(14)活动安装有活动盖板(141)，所述活动盖板(141)通过盖板固定螺栓组合(142)安

装在粗料回料入口(14)顶端，所述盖板固定螺栓组合(142)上套接有扭簧(143)，所述扭簧

(143)一端抵在活动盖板(141)下方，另一端抵在粗料回料入口(14)内侧壁上，所述粗料回

料入口(14)顶端焊接有盖板限位块(144)用以限制活动盖板(141)的向上翻起最高位置。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纤维素醚生产原料的粉碎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筛分出料

箱(15)左侧上端设有筛分箱进料口(151)，所述筛分出料箱(15)右侧连接有粗料出口管

(154)、细料进出口管(155)，所述筛分箱进料口(151)与粉碎工作腔(12)下端法兰相连，所

述筛分出料箱(15)内侧中部固定安装有筛分滤网(152)，所述筛分滤网(152)倾斜安装，所

述筛分滤网(152)左高右低设置，所述粗料出口管(154)连接在筛分滤网(152)右侧低点出

口位置，所述筛分出料箱(15)内侧底部设有落料斜坡(153)，所述落料斜坡(153)左高右低，

所述落料斜坡(153)右侧低点出口位置连接有细料进出口管(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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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纤维素醚生产原料的粉碎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棉花粉碎

装置(3)包括第一粉碎辊(31)、第二粉碎辊(32)、第三粉碎辊(33)、第四粉碎辊(34)、粉碎辊

驱动组件(39)，所述第一粉碎辊(31)、第二粉碎辊(32)为一组，所述第三粉碎辊(33)、第四

粉碎辊(34)为一组，两两配合作业，所述第一粉碎辊(31)、第二粉碎辊(32)上方都设有引料

斜块(35)，所述引料斜块(35)固定在粉碎工作腔(12)侧壁上，所述粉碎工作腔(12)侧壁上

还固定安装有刷轮安装架(36)，所述刷轮安装架(36)上安装有清洁刷轮(37)，所述第一粉

碎辊(31)、第二粉碎辊(32)、第三粉碎辊(33)、第四粉碎辊(34)下方位置都设有一个清洁刷

轮(37)，所述清洁刷轮(37)通过安装在粉碎工作腔(12)侧壁的清洁刷轮驱动电机(371)驱

动转动，所述第一粉碎辊(31)、第二粉碎辊(32)、第三粉碎辊(33)、第四粉碎辊(34)的一侧

转轴都向外延伸并键连接有粉碎辊传动带轮(38)，所述粉碎辊驱动组件(39)包括第一粉碎

辊驱动电机(391)、第二粉碎辊驱动电机(392)，所述第一粉碎辊驱动电机(391)输出轴与第

三粉碎辊(33)转轴相连接，所述第一粉碎辊(31)、第三粉碎辊(33)之间通过粉碎辊传动带

轮(38)皮带传动，所述第二粉碎辊驱动电机(392)输出轴与第四粉碎辊(34)转轴相连接，所

述第二粉碎辊(32)、第四粉碎辊(34)之间通过粉碎辊传动带轮(38)皮带传动。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纤维素醚生产原料的粉碎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粉碎

辊(31)、第三粉碎辊(33)与第二粉碎辊(32)、第四粉碎辊(34)的转动方向相反，所述第一粉

碎辊(31)、第三粉碎辊(33)、第二粉碎辊(32)、第四粉碎辊(34)各自下方的清洁刷轮(37)与

其自身转动方向相反。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纤维素醚生产原料的粉碎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动出料

组件(51)包括活动管套(511)、管套推拉气缸(512)，所述活动管套(511)活动套接在粗料返

送机(5)出料口上，若干所述管套推拉气缸(512)固定在粗料返送机(5)出料口附近位置，所

述活动管套(511)外侧壁上焊接有若干气缸推板(513)，所述气缸推板(513)数量与管套推

拉气缸(512)数量一致，所述管套推拉气缸(512)活塞杆与气缸推板(513)相连，所述活动管

套(511)外壁尺寸与粗料回料入口(14)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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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纤维素醚生产原料的粉碎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化工原料生产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纤维素醚生产原料的粉

碎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纤维素醚是由纤维素制成的具有醚结构的高分子化合物，纤维素是一种既不溶解

也不熔融的多羟基高分子化合物，纤维素经醚化后则能溶于水、稀碱溶液和有机溶剂，并具

有热塑性，纤维素醚类品种繁多，性能优良，广泛用于建筑、水泥、石油、食品、纺织、洗涤剂、

涂料、医药、造纸及电子元件等工业。

[0003] 纤维素醚随所用醚化剂的不同而有甲基纤维素、羟乙基甲基纤维素、羧甲基纤维

素、乙基纤维素、苄基纤维素、羟乙基纤维素、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等等，纤维素醚生产中以棉

花作为主要原材料，在生产中，需要先将棉花原料进行粉碎，然后放入到反应釜内进行反应

生成所需的纤维素醚。

[0004] 纤维素醚的反应生成过程中对棉粒的粒径要求较高，大粒径的棉粒会导致反应不

充分，浪费原料且杂质混合在成品中难以分离，棉花原料往往不太松软，存在结块现象，现

有的棉花粉碎设备对棉花原料的粉碎效果一般，容易产生大粒径的棉粒，影响后道的化学

反应工序，原材料的浪费比较严重，生产效率和生产成本较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纤维素醚生产原料的粉碎

系统。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纤维素醚生产原料的粉碎系统，包括棉花粉碎机、棉花给料机、粗料返送机，

所述棉花粉碎机上设有松棉工作腔、粉碎工作腔、进料漏斗，所述粉碎工作腔上端与松棉工

作腔右侧相连通，所述进料漏斗设于松棉工作腔左侧上方，所述松棉工作腔上安装有松棉

装置用于对棉花物料进行打散，所述粉碎工作腔上安装有棉花粉碎装置用于粉碎棉花物

料，所述粉碎工作腔侧面设有粗料回料入口，所述粗料回料入口设于棉花粉碎装置上方，所

述粉碎工作腔下端法兰连接有筛分出料箱用于对粉碎后的棉花料筛分，所述棉花给料机出

料口设于进料漏斗正上方，所述筛分出料箱与粗料返送机管路相连，所述粗料返送机出料

口设于粗料回料入口正上方，所述粗料返送机出料口安装有活动出料组件。

[0008] 所述粗料回料入口活动安装有活动盖板，所述活动盖板通过盖板固定螺栓组合安

装在粗料回料入口顶端，所述盖板固定螺栓组合上套接有扭簧，所述扭簧一端抵在活动盖

板下方，另一端抵在粗料回料入口内侧壁上，所述粗料回料入口顶端焊接有盖板限位块用

以限制活动盖板的向上翻起最高位置。

[0009] 所述筛分出料箱左侧上端设有筛分箱进料口，所述筛分出料箱右侧连接有粗料出

口管、细料进出口管，所述筛分箱进料口与粉碎工作腔下端法兰相连，所述筛分出料箱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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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固定安装有筛分滤网，所述筛分滤网倾斜安装，所述筛分滤网左高右低设置，所述粗料

出口管连接在筛分滤网右侧低点出口位置，所述筛分出料箱内侧底部设有落料斜坡，所述

落料斜坡左高右低，所述落料斜坡右侧低点出口位置连接有细料进出口管。

[0010] 所述松棉装置包括第一松棉机构、第二松棉机构，所述第一松棉机构包括外封盖、

转动辊、弹线组件，两块所述外封盖螺栓安装在松棉工作腔侧壁上，所述转动辊转动安装在

两块外封盖上，所述弹线组件包括弹簧座、弹簧、活动柱，两个所述弹簧座分别焊接固定在

转动辊辊面两侧端部，所述弹簧安装在弹簧座内，所述活动柱插装在弹簧座内，所述弹簧下

端与弹簧座相连，所述弹簧上端与活动柱下端相连，相对应的两个所述活动柱之间固定连

接有弹线，所述转动辊辊面上设有若干个弹线组件，若干个所述弹线组件以转动辊圆心为

中心均布，所述外封盖内侧设有若干均布的碰撞块，所述碰撞块上设有碰撞块斜面，所述碰

撞块斜面都迎向转动辊转动方向设置，所述活动柱上设有活动柱下压斜面，所述活动柱下

压斜面都迎向碰撞块斜面方向设置，所述转动辊的一侧转轴延伸到松棉工作腔外侧并键安

装有转动辊传动带轮，所述第二松棉机构与第一松棉机构结构一致，所述第一松棉机构的

转动辊的另一侧转轴上连接有松棉机构驱动组件，所述松棉机构驱动组件包括松棉驱动电

机、松棉减速器，所述松棉驱动电机输出轴与松棉减速器相连，所述松棉减速器输出端与转

动辊转轴相连，所述第一松棉机构与第二松棉机构通过转动辊传动带轮皮带传动。

[0011] 所述棉花粉碎装置包括第一粉碎辊、第二粉碎辊、第三粉碎辊、第四粉碎辊、粉碎

辊驱动组件，所述第一粉碎辊、第二粉碎辊为一组，所述第三粉碎辊、第四粉碎辊为一组，两

两配合作业，所述第一粉碎辊、第二粉碎辊上方都设有引料斜块，所述引料斜块固定在粉碎

工作腔侧壁上，所述粉碎工作腔侧壁上还固定安装有刷轮安装架，所述刷轮安装架上安装

有清洁刷轮，所述第一粉碎辊、第二粉碎辊、第三粉碎辊、第四粉碎辊下方位置都设有一个

清洁刷轮，所述清洁刷轮通过安装在粉碎工作腔侧壁的清洁刷轮驱动电机驱动转动，所述

第一粉碎辊、第二粉碎辊、第三粉碎辊、第四粉碎辊的一侧转轴都向外延伸并键连接有粉碎

辊传动带轮，所述粉碎辊驱动组件包括第一粉碎辊驱动电机、第二粉碎辊驱动电机，所述第

一粉碎辊驱动电机输出轴与第三粉碎辊转轴相连接，所述第一粉碎辊、第三粉碎辊之间通

过粉碎辊传动带轮皮带传动，所述第二粉碎辊驱动电机输出轴与第四粉碎辊转轴相连接，

所述第二粉碎辊、第四粉碎辊之间通过粉碎辊传动带轮皮带传动。

[0012] 所述第一粉碎辊、第三粉碎辊与第二粉碎辊、第四粉碎辊的转动方向相反，所述第

一粉碎辊、第三粉碎辊、第二粉碎辊、第四粉碎辊各自下方的清洁刷轮与其自身转动方向相

反。

[0013] 所述活动出料组件包括活动管套、管套推拉气缸，所述活动管套活动套接在粗料

返送机出料口上，若干所述管套推拉气缸固定在粗料返送机出料口附近位置，所述活动管

套外侧壁上焊接有若干气缸推板，所述气缸推板数量与管套推拉气缸数量一致，所述管套

推拉气缸活塞杆与气缸推板相连，所述活动管套外壁尺寸与粗料回料入口相匹配。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结构新颖，设有松棉装置，先将棉花料打散、打松，防

止结块，加快了后道的粉碎的效率和提高了粉碎效果，本发明出口处设有筛分装置，将大粒

径棉粒分离并重新进入粉碎装置粉碎，本发明设备具有粉碎效率高，原材料利用率高，出料

粒径稳定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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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主视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的外封盖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的松棉机构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的弹线组件与转动辊连接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发明的松棉机构运转示意图；

[0020] 图6为本发明的图1中的A向视图；

[0021] 图7为本发明的粉碎工作腔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2] 图8为本发明的图1中的B向视图；

[0023] 图9为本发明的粉碎辊驱动连接示意图；

[0024] 图10为本发明的筛分出料箱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5] 图11为本发明的活动出料组件与粗料回料入口的工作示意图；

[0026] 图12为本发明的图11中的C处放大图；

[0027] 图13为本发明的活动盖板连接部件结构图。

[0028] 图中：棉花粉碎机1、松棉工作腔11、粉碎工作腔12、进料漏斗13、粗料回料入口14、

活动盖板141、盖板固定螺栓组合142、扭簧143、盖板限位块144、筛分出料箱15、筛分箱进料

口151、筛分滤网152、落料斜坡153、粗料出口管154、细料进出口管155、松棉装置2、第一松

棉机构21、外封盖211、碰撞块2111、碰撞块斜面2112、转动辊212、弹线组件213、弹簧座

2131、弹簧2132、活动柱2133、弹线2134、活动柱下压斜面2135、转动辊传动带轮214、第二松

棉机构22、松棉机构驱动组件23、松棉驱动电机231、松棉减速器232、棉花粉碎装置3、第一

粉碎辊31、第二粉碎辊32、第三粉碎辊33、第四粉碎辊34、引料斜块35、刷轮安装架36、清洁

刷轮37、清洁刷轮驱动电机371、粉碎辊传动带轮38、粉碎辊驱动组件39、第一粉碎辊驱动电

机391、第二粉碎辊驱动电机392、棉花给料机4、粗料返送机5、活动出料组件51、活动管套

511、管套推拉气缸512、气缸推板513。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本发明中的“左”、“右”等

描述多是以图1为参照方向：

[0030] 如图1～图13所示，一种纤维素醚生产原料的粉碎系统，包括棉花粉碎机1、棉花给

料机4、粗料返送机5，所述棉花粉碎机1上设有松棉工作腔11、粉碎工作腔12、进料漏斗13，

粉碎工作腔12上端与松棉工作腔11右侧相连通，进料漏斗13设于松棉工作腔11左侧上方，

松棉工作腔11上安装有松棉装置2用于对棉花物料进行打散，粉碎工作腔12上安装有棉花

粉碎装置3用于粉碎棉花物料，粉碎工作腔12侧面设有粗料回料入口14，粗料回料入口14设

于棉花粉碎装置3上方，筛分出的不符合粒径要求的棉花粉粒通过粗料回料入口14再次进

入棉花粉碎装置3二次粉碎，粉碎工作腔12下端法兰连接有筛分出料箱15用于对粉碎后的

棉花料筛分，将大粒径和小粒径棉花粉粒区分输出，棉花给料机4出料口设于进料漏斗13正

上方，棉花给料机4用于输送棉花物料进入到棉花粉碎机1内，输送的棉花物料为进行脱籽

作业后的皮棉物料，筛分出料箱15与粗料返送机5管路相连，通过管路将大粒径的粗料输送

到粗料返送机5内，粗料返送机5出料口设于粗料回料入口14正上方，粗料返送机5将大粒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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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棉花粉粒再次回输到粗料回料入口14内，棉花给料机4和粗料返送机5为刮板式输送机，

该类型输送机为现有技术，在此不再详细介绍，粗料返送机5出料口安装有活动出料组件

51，活动出料组件51用于和粗料回料入口14配合返料。

[0031] 所述粗料回料入口14活动安装有活动盖板141，活动盖板141通过盖板固定螺栓组

合142安装在粗料回料入口14顶端，盖板固定螺栓组合142上套接有扭簧143，扭簧143一端

抵在活动盖板141下方，另一端抵在粗料回料入口14内侧壁上，粗料回料入口14顶端焊接有

盖板限位块144用以限制活动盖板141的向上翻起最高位置，活动盖板141受扭簧143作用自

动闭合粗料回料入口14，当活动盖板141受到按压力时，向下运动，打开粗料回料入口14，上

述设计的粗料回料入口14自动处于常闭状态，防止棉花物料从这里溢出，粗料返还再加工

时，又能快速打开。

[0032] 如图10所示，所述筛分出料箱15左侧上端设有筛分箱进料口151，筛分出料箱15右

侧连接有粗料出口管154、细料进出口管155，筛分箱进料口151与粉碎工作腔12下端法兰相

连，筛分出料箱15内侧中部固定安装有筛分滤网152，筛分滤网152倾斜安装，筛分滤网152

左高右低设置，粗料出口管154连接在筛分滤网152右侧低点出口位置，筛分出料箱15内侧

底部设有落料斜坡153，所述落料斜坡153左高右低，落料斜坡153右侧低点出口位置连接有

细料进出口管155，被粉碎后的棉花粉粒从筛分箱进料口151下落到筛分滤网152上，由于筛

分滤网152左高右低设置，棉花粉粒在筛分滤网152自然滚落筛选，大粒径的棉花粉粒留在

筛分滤网152上并滚落到粗料出口管154输出，小粒径的棉花粉粒从筛分滤网152掉落到落

料斜坡153上并滚落到细料进出口管155输出，上述设计保证了细料进出口管155出来的棉

花粉粒都是符合反应要求的小粒径棉花粉粒，大粒径的棉花粉粒被分离后再次返回粉碎，

充分利用了原材料，也保证了后道工序的需求，节约了生产成本。

[0033] 所述松棉装置2包括第一松棉机构21、第二松棉机构22，第一松棉机构21包括外封

盖211、转动辊212、弹线组件213，两块外封盖211螺栓安装在松棉工作腔11侧壁上，转动辊

212转动安装在两块外封盖211上，弹线组件213包括弹簧座2131、弹簧2132、活动柱2133，两

个弹簧座2131分别焊接固定在转动辊212辊面两侧端部，弹簧2132安装在弹簧座2131内，活

动柱2133插装在弹簧座2131内，弹簧2132下端与弹簧座2131相连，弹簧2132上端与活动柱

2133下端相连，相对应的两个活动柱2133之间固定连接有弹线2134，转动辊212辊面上设有

若干个弹线组件213，若干个弹线组件213以转动辊212圆心为中心均布，外封盖211内侧设

有若干均布的碰撞块2111，碰撞块2111上设有碰撞块斜面2112，碰撞块斜面2112都迎向转

动辊212转动方向设置，活动柱2133上设有活动柱下压斜面2135，活动柱下压斜面2135都迎

向碰撞块斜面2112方向设置，转动辊212的转动带动弹线组件213的转动，在转动运动中弹

线组件213的活动柱会不断的碰撞到外封盖211内侧设置的碰撞块2111，当活动柱2133与碰

撞块2111触碰时，受到碰撞块斜面2112和活动柱下压斜面2135的互相挤压作用，活动柱

2133压缩弹簧2132到弹簧座2131内，当活动柱2133与碰撞块2111脱离时，弹簧2132带动活

动柱2133复位，这样在转动辊212的转动过程中，活动柱2133不断的被压下和复位运动，活

动柱2133的上下运动带动了固定在其上面的弹线2134不停的抖动，弹线2134优选为牛筋

线，其结实可靠，弹性优良，弹线2134的抖动将对通过弹线2134位置的棉花物料起到弹松、

打散的作用，最大限度防止棉花物料里存在结块现象，有利于下道粉碎工序的效率提升，转

动辊212的一侧转轴延伸到松棉工作腔11外侧并键安装有转动辊传动带轮214，第二松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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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22与第一松棉机构21结构一致，第一松棉机构21的转动辊212的另一侧转轴上连接有松

棉机构驱动组件23，松棉机构驱动组件23包括松棉驱动电机231、松棉减速器232，松棉驱动

电机231输出轴与松棉减速器232相连，松棉减速器232输出端与转动辊212转轴相连，第一

松棉机构21与第二松棉机构22通过转动辊传动带轮214皮带传动，第一松棉机构21与第二

松棉机构22同步运动，不仅对棉花物料进行弹松、打散作业，也在转动运动过程中将棉花物

料不断向前输送。

[0034] 所述棉花粉碎装置3包括第一粉碎辊31、第二粉碎辊32、第三粉碎辊33、第四粉碎

辊34、粉碎辊驱动组件39，第一粉碎辊31、第二粉碎辊32为一组，作为第一道粉碎，第三粉碎

辊33、第四粉碎辊34为一组，两两配合作业，作为第二道粉碎，两道粉碎线设置，最大限度确

保粉碎质量，第一粉碎辊31、第二粉碎辊32上方都设有引料斜块35，引料斜块35固定在粉碎

工作腔12侧壁上，引料斜块35将物料的下落位置导向到第一粉碎辊31、第二粉碎辊32接触

点位置上，粉碎工作腔12侧壁上还固定安装有刷轮安装架36，刷轮安装架36上安装有清洁

刷轮37，第一粉碎辊31、第二粉碎辊32、第三粉碎辊33、第四粉碎辊34下方位置都设有一个

清洁刷轮37，清洁刷轮37通过安装在粉碎工作腔12侧壁的清洁刷轮驱动电机371驱动转动，

清洁刷轮37与粉碎辊相接触，清洁刷轮37为硬毛刷轮，用于将粉碎辊粘连的棉花碎末刷落，

保持粉碎辊表面的清洁，也提高了粉碎辊的粉碎效率，第一粉碎辊31、第二粉碎辊32、第三

粉碎辊33、第四粉碎辊34的一侧转轴都向外延伸并键连接有粉碎辊传动带轮38，粉碎辊驱

动组件39包括第一粉碎辊驱动电机391、第二粉碎辊驱动电机392，第一粉碎辊驱动电机391

输出轴与第三粉碎辊33转轴相连接，第一粉碎辊31、第三粉碎辊33之间通过粉碎辊传动带

轮38皮带传动，第一粉碎辊31、第三粉碎辊33转向一致，同步传动，第二粉碎辊驱动电机392

输出轴与第四粉碎辊34转轴相连接，第二粉碎辊32、第四粉碎辊34之间通过粉碎辊传动带

轮38皮带传动，第二粉碎辊32、第四粉碎辊34转向一致，同步传动。

[0035] 所述第一粉碎辊31、第三粉碎辊33与第二粉碎辊32、第四粉碎辊34的转动方向相

反，第一粉碎辊31、第三粉碎辊33、第二粉碎辊32、第四粉碎辊34各自下方的清洁刷轮37与

其自身转动方向相反，清洁刷轮37与粉碎辊转动方向相反，能与粉碎辊反向摩擦清洁，提升

清洁效率，提高清洁效果。

[0036] 所述活动出料组件51包括活动管套511、管套推拉气缸512，活动管套511活动套接

在粗料返送机5出料口上，若干管套推拉气缸512固定在粗料返送机5出料口附近位置，活动

管套511外侧壁上焊接有若干气缸推板513，气缸推板513数量与管套推拉气缸512数量一

致，管套推拉气缸512活塞杆与气缸推板513相连，活动管套511外壁尺寸与粗料回料入口14

相匹配，粗料回料入口14为常闭状态，防止棉花粉碎机1在正常工作时，棉花物料从该处溢

出，当筛分出料箱15筛分出的大粒径棉花粉粒需要再次粉碎时，推拉气缸512推动活动管套

511向下运动，使活动管套511向下挤压打开粗料回料入口14安装的活动盖板141，活动管套

511插入到粗料回料入口14内进行粗粒料返回再次粉碎，输送完毕后，推拉气缸512拉动活

动管套511回收，活动盖板141复位，粗料回料入口14再次回到封闭状态。

[003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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