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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摆动机构及弹跳筛，

摆动机构用于驱动弹跳筛的筛板组件往复摆动，

包括第一固定框架、一端铰接在第一固定框架上

且另一端用于铰接在筛板组件的一端上的第一

摆臂、第二固定框架以及一端铰接在第二固定框

架上且另一端用于铰接在筛板组件的另一端上

的第二摆臂，以使第一摆臂、筛板组件以及第二

摆臂形成连杆机构，摆动机构还包括铰接在第一

固定框架上的曲柄、设置在第一固定框架上并用

于驱动曲柄绕铰接端转动的驱动机构以及一端

铰接在曲柄上且另一端铰接在第一摆臂上的摇

杆，以使曲柄、摇杆以及第一摆臂形成曲柄摇杆

机构。本实用新型的摆动机构采用连杆机构和曲

柄摇杆机构，取代了驱动曲轴，结构上更为简单、

可靠、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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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摆动机构，用于驱动弹跳筛的筛板组件(4)往复摆动，其特征在于，

包括第一固定框架(51)、一端铰接在所述第一固定框架(51)上且另一端用于铰接在所

述筛板组件(4)的一端上的第一摆臂(52)、第二固定框架(53)以及一端铰接在所述第二固

定框架(53)上且另一端用于铰接在所述筛板组件(4)的另一端上的第二摆臂(54)，以使所

述第一摆臂(52)、所述筛板组件(4)以及所述第二摆臂(54)形成连杆机构，

所述摆动机构还包括铰接在所述第一固定框架(51)上的曲柄(55)、设置在所述第一固

定框架(51)上并用于驱动所述曲柄(55)绕铰接端转动的驱动机构以及一端铰接在所述曲

柄(55)上且另一端铰接在所述第一摆臂(52)上的摇杆(57)，以使所述曲柄(55)、所述摇杆

(57)以及所述第一摆臂(52)形成曲柄摇杆机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摆动机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固定框架(51)包括第一支板(511)、与所述第一支板(511)相对间隔设置的第

二支板(512)以及分别与所述第一支板(511)和所述第二支板(512)连接的第一横梁支撑架

(513)；

所述第一支板(511)与所述第二支板(512)之间固定穿设有第一定轴(514)，所述第一

横梁支撑架(513)上设有用于支撑所述第一定轴(514)的第一支撑座(515)，所述第一摆臂

(52)套设在所述第一定轴(514)上；

所述第一横梁支撑架(513)上设有曲柄轴承座(516)，所述曲柄轴承座(516)上穿设有

曲柄轴，所述曲柄(55)固定套设在所述曲柄轴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摆动机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驱动机构包括设置在所述第一横梁支撑架(513)上的主轴轴承座(561)、穿设在所

述主轴轴承座(561)上的主驱动轴(562)、固定套设在所述主驱动轴(562)上的第一链轮

(563)、固定套设在所述曲柄轴上的第二链轮(564)、套设在所述第一链轮(563)和所述第二

链轮(564)上的链条(565)以及与所述主驱动轴(562)连接并用于驱动所述主驱动轴(562)

转动进而带动所述曲柄轴转动的驱动装置(56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摆动机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固定框架(53)包括第三支板(531)、与所述第三支板(531)相对间隔设置的第

四支板(532)以及分别与所述第三支板(531)和所述第四支板(532)连接的第二横梁支撑架

(533)；

所述第三支板(531)与所述第四支板(532)之间固定穿设有第二定轴(534)，所述第二

横梁支撑架(533)上设有用于支撑所述第二定轴(534)的第二支撑座(535)，所述第二摆臂

(54)套设在所述第二定轴(534)上；

所述第三支板(531)和所述第四支板(532)上开设有用于安装所述第二固定框架(53)

的安装孔，所述安装孔采用腰形孔，以便于调节所述第二固定框架(53)的安装高度。

5.一种弹跳筛，其特征在于，

包括机箱(1)、设置在所述机箱(1)的底部的支撑架(2)、设置在所述机箱(1)的顶部并

用于供物料输入的入料斗(3)、倾斜设置在所述机箱(1)内并处于所述入料斗(3)的输出端

用于将物料筛分为3D物、细物质和2D物的筛板组件(4)、设置在所述机箱(1)内并用于驱动

所述筛板组件(4)往复摆动的摆动机构、设置在所述机箱(1)的底部并处于3D物通道上用于

供3D物输出的第一出料斗(6)、设置在所述机箱(1)的底部并处于细物质通道上用于供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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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输出的第二出料斗(7)以及设置在所述机箱(1)的底部并处于2D物通道上用于供2D物输

出的第三出料斗(8)，

所述摆动机构采用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摆动机构。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弹跳筛，其特征在于，

所述机箱(1)上设有用于产生气流以带动2D物沿所述筛板组件(4)攀爬至2D物通道的

风力辅助攀爬装置(9)；

所述机箱(1)的顶部设有用于防止物料抛洒至所述机箱(1)外的围板(11)；

所述机箱(1)与所述支撑架(2)之间设有用于减震的减震装置(12)。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弹跳筛，其特征在于，

所述筛板组件(4)包括中部开设有筛孔的筛板(41)、设置在所述筛板(41)的一端并用

于与所述摆动机构的第一摆臂(52)铰接的第一安装座(42)以及设置在所述筛板(41)的另

一端并用于与所述摆动机构的第二摆臂(54)铰接的第二安装座(43)。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弹跳筛，其特征在于，

所述筛板(41)的顶部设有处于所述筛板(41)的两侧的第一翻边(44)，所述第一翻边

(44)的顶部为波浪状或齿状，以便于所述第一翻边(44)钩住2D物使2D物沿所述筛板(41)攀

爬；

所述筛板(41)的底部设有处于所述筛板(41)的两侧并用于防止物料抛洒的第二翻边

(45)。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弹跳筛，其特征在于，

所述筛板(41)的两端设有用于辅助物料弹跳的隔条(46)；

所述筛板(41)的底部设有用于区分筛分通道的挡板(47)。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弹跳筛，其特征在于，

所述筛板组件(4)设置为多组，多组所述筛板组件(4)高低错开布设，所述摆动机构的

连杆机构和曲柄摇杆机构分别与所述筛板组件(4)一一对应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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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动机构及弹跳筛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物料筛分技术领域，特别地，涉及一种摆动机构。此外，本实用新

型还涉及一种包括上述摆动机构的弹跳筛。

背景技术

[0002] 弹跳筛是一种物料筛分设备。现有的弹跳筛采用偏心摆动轮机构驱动筛板往复摆

动，来实现物料的筛分，其最核心的部件是驱动曲轴，由于驱动曲轴的回转精度要求很高，

通常采用进口件。进口件的进口周期长，且成本高，不利于国内大面积的使用。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摆动机构及弹跳筛，以解决现有的弹跳筛由于采用驱动曲

轴导致成本高的问题。

[0004] 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本实用新型一方面提供了一种摆动机构，用于驱动弹跳筛的筛板组件往复摆动，

包括第一固定框架、一端铰接在第一固定框架上且另一端用于铰接在筛板组件的一端上的

第一摆臂、第二固定框架以及一端铰接在第二固定框架上且另一端用于铰接在筛板组件的

另一端上的第二摆臂，以使第一摆臂、筛板组件以及第二摆臂形成连杆机构，摆动机构还包

括铰接在第一固定框架上的曲柄、设置在第一固定框架上并用于驱动曲柄绕铰接端转动的

驱动机构以及一端铰接在曲柄上且另一端铰接在第一摆臂上的摇杆，以使曲柄、摇杆以及

第一摆臂形成曲柄摇杆机构。

[0006] 进一步地，第一固定框架包括第一支板、与第一支板相对间隔设置的第二支板以

及分别与第一支板和第二支板连接的第一横梁支撑架；第一支板与第二支板之间固定穿设

有第一定轴，第一横梁支撑架上设有用于支撑第一定轴的第一支撑座，第一摆臂套设在第

一定轴上；第一横梁支撑架上设有曲柄轴承座，曲柄轴承座上穿设有曲柄轴，曲柄固定套设

在曲柄轴上。

[0007] 进一步地，驱动机构包括设置在第一横梁支撑架上的主轴轴承座、穿设在主轴轴

承座上的主驱动轴、固定套设在主驱动轴上的第一链轮、固定套设在曲柄轴上的第二链轮、

套设在第一链轮和第二链轮上的链条以及与主驱动轴连接并用于驱动主驱动轴转动进而

带动曲柄轴转动的驱动装置。

[0008] 进一步地，第二固定框架包括第三支板、与第三支板相对间隔设置的第四支板以

及分别与第三支板和第四支板连接的第二横梁支撑架；第三支板与第四支板之间固定穿设

有第二定轴，第二横梁支撑架上设有用于支撑第二定轴的第二支撑座，第二摆臂套设在第

二定轴上；第三支板和第四支板上开设有用于安装第二固定框架的安装孔，安装孔采用腰

形孔，以便于调节第二固定框架的安装高度。

[0009] 本实用新型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弹跳筛，包括机箱、设置在机箱的底部的支撑架、

设置在机箱的顶部并用于供物料输入的入料斗、倾斜设置在机箱内并处于入料斗的输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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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将物料筛分为3D物、细物质和2D物的筛板组件、设置在机箱内并用于驱动筛板组件往

复摆动的摆动机构、设置在机箱的底部并处于3D物通道上用于供3D物输出的第一出料斗、

设置在机箱的底部并处于细物质通道上用于供细物质输出的第二出料斗以及设置在机箱

的底部并处于2D物通道上用于供2D物输出的第三出料斗，摆动机构采用上述的摆动机构。

[0010] 进一步地，机箱上设有用于产生气流以带动2D物沿筛板组件攀爬至2D物通道的风

力辅助攀爬装置；机箱的顶部设有用于防止物料抛洒至机箱外的围板；机箱与支撑架之间

设有用于减震的减震装置。

[0011] 进一步地，筛板组件包括中部开设有筛孔的筛板、设置在筛板的一端并用于与摆

动机构的第一摆臂铰接的第一安装座以及设置在筛板的另一端并用于与摆动机构的第二

摆臂铰接的第二安装座。

[0012] 进一步地，筛板的顶部设有处于筛板的两侧的第一翻边，第一翻边的顶部为波浪

状或齿状，以便于第一翻边钩住2D物使2D物沿筛板攀爬；筛板的底部设有处于筛板的两侧

并用于防止物料抛洒的第二翻边。

[0013] 进一步地，筛板的两端设有用于辅助物料弹跳的隔条；筛板的底部设有用于区分

筛分通道的挡板。

[0014] 进一步地，筛板组件设置为多组，多组筛板组件高低错开布设，摆动机构的连杆机

构和曲柄摇杆机构分别与筛板组件一一对应设置。

[0015] 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摆动机构，包括第一固定框架、第一摆臂、第二固定框架、第二摆臂、

曲柄、驱动机构以及摇杆。第一摆臂一端铰接在第一固定框架上且另一端铰接在筛板组件

的一端上，第二摆臂一端铰接在第二固定框架上且另一端铰接在筛板组件的另一端上，使

得第一摆臂、筛板组件以及第二摆臂形成连杆机构。曲柄铰接在第一固定框架上，驱动机构

驱动曲柄绕铰接端转动，摇杆一端铰接在曲柄上且另一端铰接在第一摆臂上，使得曲柄、摇

杆以及第一摆臂形成曲柄摇杆机构。筛板组件的往复摆动是通过连杆机构和曲柄摇杆机构

配合来实现的：驱动机构驱动曲柄绕铰接端转动，曲柄通过摇杆带动第一摆臂在一定的角

度范围内进行摆动，进而带动筛板组件在一定的角度范围内进行摆动，第二摆臂在连杆机

构的作用下跟随筛板组件进行从动摆动。本实用新型的摆动机构采用连杆机构和曲柄摇杆

机构的组合形式实现筛板组件的往复摆动，进而实现物料筛分，取代了驱动曲轴，结构上更

为简单、可靠、经济。

[0017] 除了上面所描述的目的、特征和优点之外，本实用新型还有其它的目的、特征和优

点。下面将参照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附图说明

[0018] 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理解，本实用新型的

示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不当限定。在附图

中：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优选实施例的摆动机构的示意图之一；

[0020] 图2是本实用新型优选实施例的摆动机构的示意图之二；

[0021] 图3是本实用新型优选实施例的摆动机构的示意图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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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图4是本实用新型优选实施例的弹跳筛的示意图之一；

[0023] 图5是本实用新型优选实施例的弹跳筛的示意图之二；

[0024] 图6是本实用新型优选实施例的弹跳筛的示意图之三；

[0025] 图7是本实用新型优选实施例的筛板组件的示意图之一；

[0026] 图8是本实用新型优选实施例的筛板组件的示意图之二。

[0027] 附图标记说明：

[0028] 1、机箱；11、围板；12、减震装置；2、支撑架；3、入料斗；4、筛板组件；41、筛板；42、第

一安装座；43、第二安装座；44、第一翻边；45、第二翻边；46、隔条；47、挡板；51、第一固定框

架；511、第一支板；512、第二支板；513、第一横梁支撑架；514、第一定轴；515、第一支撑座；

516、曲柄轴承座；52、第一摆臂；53、第二固定框架；531、第三支板；532、第四支板；533、第二

横梁支撑架；534、第二定轴；535、第二支撑座；54、第二摆臂；55、曲柄；561、主轴轴承座；

562、主驱动轴；563、第一链轮；564、第二链轮；565、链条；566、驱动装置；57、摇杆；6、第一出

料斗；7、第二出料斗；8、第三出料斗；9、风力辅助攀爬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

互组合。下面将参考附图并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

[0030] 图1是本实用新型优选实施例的摆动机构的示意图之一；图2是本实用新型优选实

施例的摆动机构的示意图之二；图3是本实用新型优选实施例的摆动机构的示意图之三；图

4是本实用新型优选实施例的弹跳筛的示意图之一；图5是本实用新型优选实施例的弹跳筛

的示意图之二；图6是本实用新型优选实施例的弹跳筛的示意图之三；图7是本实用新型优

选实施例的筛板组件的示意图之一；图8是本实用新型优选实施例的筛板组件的示意图之

二。

[0031] 如图1、图2和图3所示，本实施例的摆动机构，用于驱动弹跳筛的筛板组件4往复摆

动，包括第一固定框架51、一端铰接在第一固定框架51上且另一端用于铰接在筛板组件4的

一端上的第一摆臂52、第二固定框架53以及一端铰接在第二固定框架53上且另一端用于铰

接在筛板组件4的另一端上的第二摆臂54，以使第一摆臂52、筛板组件4以及第二摆臂54形

成连杆机构，摆动机构还包括铰接在第一固定框架51上的曲柄55、设置在第一固定框架51

上并用于驱动曲柄55绕铰接端转动的驱动机构以及一端铰接在曲柄55上且另一端铰接在

第一摆臂52上的摇杆57，以使曲柄55、摇杆57以及第一摆臂52形成曲柄摇杆机构。

[0032] 本实用新型的摆动机构，包括第一固定框架51、第一摆臂52、第二固定框架53、第

二摆臂54、曲柄55、驱动机构以及摇杆57。第一摆臂52一端铰接在第一固定框架51上且另一

端铰接在筛板组件4的一端上，第二摆臂54一端铰接在第二固定框架53上且另一端铰接在

筛板组件4的另一端上，使得第一摆臂52、筛板组件4以及第二摆臂54形成连杆机构。曲柄55

铰接在第一固定框架51上，驱动机构驱动曲柄55绕铰接端转动，摇杆57一端铰接在曲柄55

上且另一端铰接在第一摆臂52上，使得曲柄55、摇杆57以及第一摆臂52形成曲柄摇杆机构。

筛板组件4的往复摆动是通过连杆机构和曲柄摇杆机构配合来实现的：驱动机构驱动曲柄

55绕铰接端转动，曲柄55通过摇杆57带动第一摆臂52在一定的角度范围内进行摆动，进而

带动筛板组件4在一定的角度范围内进行摆动，第二摆臂54在连杆机构的作用下跟随筛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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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4进行从动摆动。本实用新型的摆动机构采用连杆机构和曲柄摇杆机构的组合形式实

现筛板组件4的往复摆动，进而实现物料筛分，取代了驱动曲轴，结构上更为简单、可靠、经

济。

[0033]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中，第一固定框架51包括第一支板511、与第一支板511相对

间隔设置的第二支板512以及分别与第一支板511和第二支板512连接的第一横梁支撑架

513。第一支板511、第二支板512以及第一横梁支撑架513之间紧固连接形成第一固定框架

51。可选地，第一支板511与第二支板512之间固定穿设有第一定轴514，第一横梁支撑架513

上设有用于支撑第一定轴514的第一支撑座515，第一摆臂52套设在第一定轴514上。第一定

轴514固定在第一固定框架51上，并通过第一支撑座515支撑，且在第一定轴514上套设有第

一摆臂52，第一摆臂52在第一定轴514上沿轴向方向固定，径向方向可沿第一定轴514转动。

可选地，第一横梁支撑架513上设有曲柄轴承座516，曲柄轴承座516上穿设有曲柄轴，曲柄

55固定套设在曲柄轴上。曲柄55可以与曲柄轴一起在曲柄轴承座516上转动。

[0034]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中，驱动机构包括设置在第一横梁支撑架513上的主轴轴承

座561、穿设在主轴轴承座561上的主驱动轴562、固定套设在主驱动轴562上的第一链轮

563、固定套设在曲柄轴上的第二链轮564、套设在第一链轮563和第二链轮564上的链条565

以及与主驱动轴562连接并用于驱动主驱动轴562转动进而带动曲柄轴转动的驱动装置

566。第一横梁支撑架513上设有主轴轴承座561，用于支撑主驱动轴562转动。主驱动轴562

上紧固有第一链轮563，曲柄轴上紧固有第二链轮564。驱动装置566可以驱动主驱动轴562

转动，主驱动轴562上的第一链轮563通过链传动，带动第二链轮564转动，进而带动曲柄轴

和曲柄55一起转动。驱动机构采用链传动，结构上更为简单、可靠。可选地，驱动机构还可以

采用齿轮传动等其他回转驱动装置。可选地，驱动装置566直接与曲柄轴连接，用于直接驱

动曲柄轴转动。可选地，驱动装置566采用电机驱动或液压马达驱动+皮带传动或同步带传

动等驱动方式。

[0035] 如图3所示，本实施例中，第二固定框架53包括第三支板531、与第三支板531相对

间隔设置的第四支板532以及分别与第三支板531和第四支板532连接的第二横梁支撑架

533。第三支板531、第四支板532以及第二横梁支撑架533之间紧固连接形成第二固定框架

53。可选地，第三支板531与第四支板532之间固定穿设有第二定轴534，第二横梁支撑架533

上设有用于支撑第二定轴534的第二支撑座535，第二摆臂54套设在第二定轴534上。第二定

轴534设置在第二固定框架53上，并由第二支撑座535支撑，第二摆臂54在第二定轴534上沿

轴向方向固定，径向方向可沿第二定轴534转动。可选地，第三支板531和第四支板532上开

设有用于安装第二固定框架53的安装孔，安装孔采用腰形孔，以便于调节第二固定框架53

的安装高度。通过在第三支板531和第四支板532上开设腰形孔，并在机箱1的两侧对应开设

腰形孔，可以调节第二固定框架53的安装高度，实现筛板组件4的倾斜角度在机箱1内可调。

可以根据现场需求在机箱1内部调节筛板组件4的倾斜角度，避免从外部调节支撑架2的倾

斜角度导致影响相关联的前端和后端设备。

[0036] 如图4、图5和图6所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弹跳筛，包括机箱

1、设置在机箱1的底部的支撑架2、设置在机箱1的顶部并用于供物料输入的入料斗3、倾斜

设置在机箱1内并处于入料斗3的输出端用于将物料筛分为3D物、细物质和2D物的筛板组件

4、设置在机箱1内并用于驱动筛板组件4往复摆动的摆动机构、设置在机箱1的底部并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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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物通道上用于供3D物输出的第一出料斗6、设置在机箱1的底部并处于细物质通道上用于

供细物质输出的第二出料斗7以及设置在机箱1的底部并处于2D物通道上用于供2D物输出

的第三出料斗8，摆动机构采用上述的摆动机构。机箱1设置在支撑架2上，支撑架2的顶部为

斜面，斜面的倾斜角度在5°～20°之间，优选为10°～15°，此倾斜角度即为筛板组件4的初始

倾斜角度。摆动机构整体安装在机箱1内，可以整体安装和拆卸，维修比较方便。物料通过入

料斗3输入至筛板组件4上，筛板组件4在摆动机构的驱动下往复摆动，使物料与筛板组件4

碰撞弹跳，利用物料中不同物质在尺寸、密度以及形状上的差异，不同物质与筛板组件4碰

撞弹跳时产生不同的运动速度和弹跳轨迹，从而将物料中的3D物、2D物以及细物质进行分

离，并分别进入3D物通道、2D物通道以及细物质通道。具体来说，3D物指较重的、外形上呈立

体状、滚动性较好的物质，如塑料瓶、木材、盒子、罐子等；2D物指较轻的、外形呈片状的物

质，如塑料薄膜、包装袋、纸片、织物等；细物质指筛下物，即小于筛孔尺寸的物质，如砂石、

有机物、颗粒等。可选地，在支撑架2的两侧设有攀爬楼梯，以便于检修。

[0037] 如图5所示，本实施例中，机箱1上设有用于产生气流以带动2D物沿筛板组件4攀爬

至2D物通道的风力辅助攀爬装置9。在机箱1较低的一端设有风力辅助攀爬装置9，可以产生

气流，带动2D物沿筛板组件4攀爬至2D物通道，有助于2D物和3D物的筛分剥离。可选地，风力

辅助攀爬装置9采用一个或两个风机。可选地，机箱1的顶部设有用于防止物料抛洒至机箱1

外的围板11。在机箱1的顶部设有围板11，可以防止物料在筛分过程中抛洒至机箱1外。可选

地，机箱1与支撑架2之间设有用于减震的减震装置12。考虑到筛板41不停地往复摆动，容易

出现振动，在机箱1与支撑架2之间设有减震装置12，用于减震。可选地，减震装置12主要包

括安装板、减震弹簧等。

[0038] 如图7所示，本实施例中，筛板组件4包括中部开设有筛孔的筛板41、设置在筛板41

的一端并用于与摆动机构的第一摆臂52铰接的第一安装座42以及设置在筛板41的另一端

并用于与摆动机构的第二摆臂54铰接的第二安装座43。筛板41呈长条状，筛板41的两端不

开孔，仅在筛板41的中部开设有均匀布设的筛孔，便于筛分后的细物质进入细物质通道。筛

板41的两端设有第一安装座42和第二安装座43，第一安装座42和第二安装座43上设有铰接

孔，分别用于与第一摆臂52和第二摆臂54进行铰接，以形成连杆机构。

[0039] 如图7所示，本实施例中，筛板41的顶部设有处于筛板41的两侧的第一翻边44，第

一翻边44的顶部为波浪状或齿状，以便于第一翻边44钩住2D物使2D物沿筛板41攀爬。在筛

板41的两侧设有第一翻边44，第一翻边44的顶部为波浪状或齿状，主要用于在物料弹跳过

程中钩住2D物使2D物沿筛板41攀爬。可选地，筛板41的底部设有处于筛板41的两侧并用于

防止物料抛洒的第二翻边45。第二翻边45主要用于挡住相邻的筛板组件4之间的缝隙，防止

物料从缝隙中抛洒出去。

[0040] 如图7所示，本实施例中，筛板41的两端设有用于辅助物料弹跳的隔条46。隔条46

设置在筛板41的两端，主要是用于辅助物料的弹跳。可选地，隔条46在筛板41较低的一端布

设较密。可选地，筛板41的底部设有用于区分筛分通道的挡板47。挡板47可以对细物质进行

导向，进而将细物质通道与3D物通道和2D物通道区分开来。

[0041] 如图8所示，本实施例中，筛板组件4设置为多组，多组筛板组件4高低错开布设，摆

动机构的连杆机构和曲柄摇杆机构分别与筛板组件4一一对应设置。通常情况下筛板组件4

的数量至少在4组以上，并高低错开布设，且相互独立地进行往复摆动，以提高弹跳筛分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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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筛板组件4、连杆机构以及曲柄摇杆机构在数量上是配套的，三者形成一个整体，即一一

对应的关系，不同序号的筛板组件对应不同序号的连杆机构和曲柄摇杆机构。

[0042]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对于本

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本实用新型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

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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