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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采掘装置，尤其涉及一种铝

土矿配矿堆竖向采掘装置。术问题是设计一种对

矿堆进行采掘时、震动较小、能够避免矿堆坍塌、

使高低品位铝土矿采掘均匀的铝土矿配矿堆竖

向采掘装置。本发明的技术实施方案为：一种铝

土矿配矿堆竖向采掘装置，包括有底座、轮子、导

向架、连接架、升降电机、第一轴承座、丝杆、皮带

轮、平皮带、导向块、螺母、连接板等；左右两侧底

座的底部均设有轮子，左右两侧底座顶部均连接

有导向架。本发明通过左右往复机构带动挡板将

矿堆进行分割，挡板呈倾斜设置，挡板在对矿堆

进行分割时能够将矿堆的分割面切成斜面，避免

矿堆滑坡导致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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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铝土矿配矿堆竖向采掘装置，包括有底座、轮子、导向架、连接架，左右两侧底座

的底部均设有轮子，左右两侧底座顶部均连接有导向架，左右两侧导向架内侧顶部之间连

接有连接架，其特征是，还包括有升降电机、第一轴承座、丝杆、皮带轮、平皮带、导向块、螺

母、连接板、滑块、挡板和左右往复机构，右侧底座顶部中间设有升降电机，左右两侧导向架

外侧上下两部均对称的设有第一轴承座，上下两部第一轴承座之间转动式连接有丝杆，升

降电机的输出轴与左侧丝杆底端连接，左右两侧丝杆顶部均连接有皮带轮，左右两侧皮带

轮之间绕有平皮带，左右两侧导向架上部均滑动式设有导向块，左右两侧导向块外侧均连

接有螺母，螺母套在丝杆上并与之配合，左右两侧导向块内侧之间连接有连接板，连接板左

右两侧均开有滑槽，滑槽内配合有滑块，左右两侧滑块后侧之间连接有挡板，挡板呈倾斜设

置，挡板中部设有左右往复机构。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铝土矿配矿堆竖向采掘装置，其特征是，左右往复机构包

括有矩形框、减速电机和凸轮，挡板前侧面中间设有矩形框，连接板后侧中部安装有减速电

机，减速电机后侧连接有凸轮，凸轮位于矩形框内。

3.按照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铝土矿配矿堆竖向采掘装置，其特征是，还包括有拨料机

构，拨料机构包括有拨料电机、第二轴承座、旋转轴和拨料板，挡板前侧的左右两侧对称设

有第二轴承座，挡板前侧的右侧下部安装有拨料电机，拨料电机位于右侧第二轴承座的右

方，左右两侧第二轴承座之间转动式连接有旋转轴，旋转轴右端与拨料电机的输出轴连接，

旋转轴上间隔均匀的设有多块拨料板。

4.按照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铝土矿配矿堆竖向采掘装置，其特征是，还包括有送料机

构，送料机构包括有第一支撑架、第二支撑架、安装架、支撑辊、输送电机、输送带和送料板，

左右两侧底座顶部前侧均设有第一支撑架和第二支撑架，第一支撑架位于第二支撑架的前

侧，第一支撑架高于第二支撑架，左右两侧第一支撑架与第二支撑架之间连接有安装架，安

装架上转动式设有多个支撑辊，安装架下部后侧设有输送电机，输送电机的输出轴与安装

架最后侧的支撑辊连接，支撑辊上设有输送带，输送带上间隔均匀的设有送料板，送料机构

位于拨料机构的下方。

5.按照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铝土矿配矿堆竖向采掘装置，其特征是，还包括有固定板

和分割齿，挡板底部连接有固定板，固定板底部间隔均匀的设有分割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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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铝土矿配矿堆竖向采掘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采掘装置，尤其涉及一种铝土矿配矿堆竖向采掘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开采的铝土矿有些矿含三氧化二铝的含量较高，有些较低，一般百分之四十五以

上的矿才是有用的矿，超过百分之五十五品位的矿石直接全部拿去提取电解铝，又会造成

资源浪费，品位过低的矿又无法在后续提取电解铝的工艺中使用，所以在实际中会对铝土

矿进行混合配矿，将含量高的和含量较低的铝土矿进行混合，使三氧化二铝的含量在百分

之四十五左右，保证对资源的高效利用，也不会对后续的冶炼工作造成影响。

[0003] 张国斌，王修义等在《轻金属》期刊的1992年05期上发表的“山西铝厂铝矿配矿工

艺研究(上)”文章中提到了现有的铝土矿的工艺是：采场初步配矿+堆场平铺直取均化+(破

碎后)碎矿在矿仓优化组合配矿；在堆场平铺直取均化这一步骤中，对铝土矿的配矿普遍是

层状配矿，层状配矿是将高低品位的两种矿进行堆叠形成矿堆，再通过挖掘机或装载机将

矿堆进行挖掘，使用此种大型器械挖掘时，因器械工作时震动较大，容易导致矿堆坍塌，致

使高低品位的铝土矿分布不均匀，影响后续的配矿效果。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目前通过挖掘机或装载机将矿堆进行挖掘时，会因器械工作时震动较

大，容易导致矿堆坍塌，致使高低品位的铝土矿分布不均匀，影响后续的配矿效果的缺点，

因此，本发明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对矿堆进行采掘时、震动较小、能够避免矿堆坍塌、使

高低品位铝土矿采掘均匀的铝土矿配矿堆竖向采掘装置。

[0005] 本发明的技术实施方案为：一种铝土矿配矿堆竖向采掘装置，包括有底座、轮子、

导向架、连接架、升降电机、第一轴承座、丝杆、皮带轮、平皮带、导向块、螺母、连接板、滑块、

挡板和左右往复机构，左右两侧底座的底部均设有轮子，左右两侧底座顶部均连接有导向

架，左右两侧导向架内侧顶部之间连接有连接架，右侧底座顶部中间设有升降电机，左右两

侧导向架外侧上下两部均对称的设有第一轴承座，上下两部第一轴承座之间转动式连接有

丝杆，升降电机的输出轴与左侧丝杆底端连接，左右两侧丝杆顶部均连接有皮带轮，左右两

侧皮带轮之间绕有平皮带，左右两侧导向架上部均滑动式设有导向块，左右两侧导向块外

侧均连接有螺母，螺母套在丝杆上并与之配合，左右两侧导向块内侧之间连接有连接板，连

接板左右两侧均开有滑槽，滑槽内配合有滑块，左右两侧滑块后侧之间连接有挡板，挡板呈

倾斜设置，挡板中部设有左右往复机构。

[0006] 在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左右往复机构包括有矩形框、减速电机和凸轮，挡板

前侧面中间设有矩形框，连接板后侧中部安装有减速电机，减速电机后侧连接有凸轮，凸轮

位于矩形框内。

[0007] 在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还包括有拨料机构，拨料机构包括有拨料电机、第二

轴承座、旋转轴和拨料板，挡板前侧的左右两侧对称设有第二轴承座，挡板前侧的右侧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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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有拨料电机，拨料电机位于右侧第二轴承座的右方，左右两侧第二轴承座之间转动式

连接有旋转轴，旋转轴右端与拨料电机的输出轴连接，旋转轴上间隔均匀的设有多块拨料

板。

[0008] 在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还包括有送料机构，送料机构包括有第一支撑架、第

二支撑架、安装架、支撑辊、输送电机、输送带和送料板，左右两侧底座顶部前侧均设有第一

支撑架和第二支撑架，第一支撑架位于第二支撑架的前侧，第一支撑架高于第二支撑架，左

右两侧第一支撑架与第二支撑架之间连接有安装架，安装架上转动式设有多个支撑辊，安

装架下部后侧设有输送电机，输送电机的输出轴与安装架最后侧的支撑辊连接，支撑辊上

设有输送带，输送带上间隔均匀的设有送料板，送料机构位于拨料机构的下方。

[0009] 在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还包括有固定板和分割齿，挡板底部连接有固定板，

固定板底部间隔均匀的设有分割齿。

[0010] 当对铝土矿进行配矿时，需要将多层的铝土矿堆进行分割采掘，使用本装置对铝

土矿堆进行分割采掘时，先将挡板处于最高位置，推动本装置通过轮子移动到矿堆处，并使

左右两侧的底座位于矿堆的左右两侧，本装置位置调整好后，启动左右往复机构带动挡板

左右移动，滑块在滑槽内左右移动起到导向作用，然后开启升降电机转动带动右侧丝杆转

动，右侧丝杆通过皮带轮与平皮带的配合带动左侧的丝杆转动，左右两侧丝杆转动的同时

带动螺母向下移动，螺母上下移动同时带动导向块在导向架上向下移动，导向块向下移动

带动连接板向下移动，连接板向下移动的同时通过滑块带动挡板和左右往复机构向下移

动，通过挡板的向下移动和左右移动来分割铝土矿堆，分割完成后关闭升降电机，然后再启

动升降电机反转带动挡板向上移动，当挡板向上移动到高于矿堆顶部时关闭升降电机，再

通过挖掘机将分割的铝土矿运走，如此能够保证分割后的铝土矿高低品位分布均匀，避免

挖掘机直接挖掘导致矿堆出现滑坡的现象发生，当需要继续分割矿堆时，再次推动本装置

通过轮子向后移动，再通过上述操作将铝土矿堆进行分割，如此实现了对铝土矿堆的均匀

采掘，提高了铝土矿的配矿效果。

[0011] 启动减速电机，减速电机转动带动凸轮转动，凸轮转动时与矩形框接触从而带动

矩形框左右移动，矩形框左右移动带动挡板左右移动，对铝土矿堆分割完成后关闭减速电

机即可，从而加快分割速度，提高工作效率。

[0012] 挡板向下移动的同时启动拔料电机，拔料电机带动旋转轴转动，旋转轴转动同时

带动拔料板转动，拨料板转动将分割的铝土矿往前拨动，避免挡板切入矿堆后，被挡板分割

的铝土矿再次与未分割的铝土矿掺杂在一起。提高了分割效果，从而进一步保证了高低品

位铝土矿采掘的均匀性。

[0013] 当拨料板将分割的铝土矿往前拨动时，铝土矿被拨入送料机构的输送带上，启动

输送电机，输送电机带动最后侧的支撑辊转动，支撑辊转动带动输送带转动，输送带转动的

同时带动送料板转动，送料板将落入在输送带上的铝土矿挡住，避免铝土矿从输送带上滑

落，将载具移动到输送带前部的下方，输送带将铝土矿往前输送，最后铝土矿落入载具内，

通过载具将铝土矿运走。如此避免了铝土矿堆积在地面上，影响后续对铝土矿堆的采掘工

作。

[0014] 挡板左右移动时，通过分割齿对铝土矿堆进行分割，进一步提高了铝土矿堆的分

割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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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通过左右往复机构带动挡板将矿堆进行分割，挡板

呈倾斜设置，挡板在对矿堆进行分割时能够将矿堆的分割面切成斜面，避免矿堆滑坡导致

坍塌，保证矿堆高、低品位矿的均匀性，而且通过能拨料机构能够将分割的铝土矿往前拨

出，避免挡板切入矿堆后，被挡板分割的铝土矿再次与未分割的铝土矿掺杂在一起，提高了

分割效果，从而进一步保证了高低品位铝土矿采掘的均匀性，并且送料机构将拨料机构往

前拨出的铝土矿进行输送，如此避免了铝土矿堆积在地面上，影响后续对铝土矿堆的采掘

工作。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左右往复机构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的左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其中，上述附图包括以下附图标记：1底座，2轮子，3导向架，4连接架，5升降电机，6

第一轴承座，7丝杆，8皮带轮，9平皮带，10导向块，11螺母，12连接板，13滑槽，14滑块，15挡

板，16左右往复机构，161矩形框，162减速电机，163凸轮，17固定板，18分割齿，19拨料机构，

191拨料电机，192第二轴承座，193旋转轴，194拨料板，20送料机构，201第一支撑架，202第

二支撑架，203安装架，204支撑辊，205输送电机，206输送带，207送料板，100矿堆。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在此发明的示意性实施例以及说明

用来解释本发明，但并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0021] 实施例1

一种铝土矿配矿堆竖向采掘装置，如图1所示，包括有底座1、轮子2、导向架3、连接架4、

升降电机5、第一轴承座6、丝杆7、皮带轮8、平皮带9、导向块10、螺母11、连接板12、滑块14、

挡板15和左右往复机构16，左右两侧底座1的底部均固定设有轮子2，左右两侧底座1顶部均

采用焊接的方式连接有导向架3，左右两侧导向架3内侧顶部之间采用焊接的方式连接有连

接架4，右侧底座1顶部中间设有升降电机5，左右两侧导向架3外侧上下两部均对称的设有

第一轴承座6，上下两部第一轴承座6之间转动式连接有丝杆7，升降电机5的输出轴与左侧

丝杆7底端连接，左右两侧丝杆7顶部均连接有皮带轮8，左右两侧皮带轮8之间绕有平皮带

9，左右两侧导向架3上部均滑动式设有导向块10，左右两侧导向块10外侧均连接有螺母11，

螺母11套在丝杆7上并与之配合，左右两侧导向块10内侧之间连接有连接板12，连接板12左

右两侧均开有滑槽13，滑槽13内配合有滑块14，左右两侧滑块14后侧之间连接有挡板15，挡

板15呈倾斜设置，挡板15中部设有左右往复机构16。

[0022] 实施例2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如图2所示，左右往复机构16包括有矩形框161、减速电机162和凸

轮163，挡板15前侧面中间设有矩形框161，连接板12后侧中部安装有减速电机162，减速电

机162后侧连接有凸轮163，凸轮163位于矩形框161内。

[0023] 如图3所示，还包括有拨料机构19，拨料机构19包括有拨料电机191、第二轴承座

192、旋转轴193和拨料板194，挡板15前侧的左右两侧对称设有第二轴承座192，挡板15前侧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10668199 A

5



的右侧下部安装有拨料电机191，拨料电机191位于右侧第二轴承座192的右方，左右两侧第

二轴承座192之间转动式连接有旋转轴193，旋转轴193右端与拨料电机191的输出轴连接，

旋转轴193上间隔均匀的设有多块拨料板194。

[0024] 此外，还包括有送料机构20，送料机构20包括有第一支撑架201、第二支撑架202、

安装架203、支撑辊204、输送电机205、输送带206和送料板207，左右两侧底座1顶部前侧均

设有第一支撑架201和第二支撑架202，第一支撑架201位于第二支撑架202的前侧，第一支

撑架201高于第二支撑架202，左右两侧第一支撑架201与第二支撑架202之间连接有安装架

203，安装架203上转动式设有多个支撑辊204，安装架203下部后侧设有输送电机205，输送

电机205的输出轴与安装架203最后侧的支撑辊204连接，支撑辊204上设有输送带206，输送

带206上间隔均匀的设有送料板207，送料机构20位于拨料机构19的下方。

[0025] 还包括有固定板17和分割齿18，挡板15底部连接有固定板17，固定板17底部间隔

均匀的设有分割齿18。

[0026] 下面详细阐述本装置的使用过程：当对铝土矿进行配矿时，需要将多层的铝土矿

堆100进行分割采掘，使用本装置对铝土矿堆100进行分割采掘时，先将挡板15处于最高位

置，推动本装置通过轮子2移动到矿堆100处，并使左右两侧的底座1位于矿堆100的左右两

侧，本装置位置调整好后，启动左右往复机构16带动挡板15左右移动，滑块14在滑槽13内左

右移动起到导向作用，然后开启升降电机5转动带动右侧丝杆7转动，右侧丝杆7通过皮带轮

8与平皮带9的配合带动左侧的丝杆7转动，左右两侧丝杆7转动的同时带动螺母11向下移

动，螺母11上下移动同时带动导向块10在导向架3上向下移动，导向块10向下移动带动连接

板12向下移动，连接板12向下移动的同时通过滑块14带动挡板15和左右往复机构16向下移

动，通过挡板15的向下移动和左右移动来分割铝土矿堆100，分割完成后关闭升降电机5，然

后再启动升降电机5反转带动挡板15向上移动，当挡板15向上移动到高于矿堆100顶部时关

闭升降电机5，再通过挖掘机将分割的铝土矿运走，如此能够保证分割后的铝土矿高低品位

分布均匀，避免挖掘机直接挖掘导致矿堆100出现滑坡的现象发生，当需要继续分割矿堆

100时，再次推动本装置通过轮子2向后移动，再通过上述操作将铝土矿堆100进行分割，如

此实现了对铝土矿堆100的均匀采掘，提高了铝土矿的配矿效果。

[0027] 启动减速电机162，减速电机162转动带动凸轮163转动，凸轮163转动时与矩形框

161接触从而带动矩形框161左右移动，矩形框161左右移动带动挡板15左右移动，对铝土矿

堆100分割完成后关闭减速电机162即可，从而加快分割速度，提高工作效率。

[0028] 挡板15向下移动的同时启动拔料电机，拔料电机带动旋转轴193转动，旋转轴193

转动同时带动拔料板转动，拨料板194转动将分割的铝土矿往前拨动，避免挡板15切入矿堆

100后，被挡板15分割的铝土矿再次与未分割的铝土矿掺杂在一起。提高了分割效果，从而

进一步保证了高低品位铝土矿采掘的均匀性。

[0029] 当拨料板194将分割的铝土矿往前拨动时，铝土矿被拨入送料机构20的输送带206

上，启动输送电机205，输送电机205带动最后侧的支撑辊204转动，支撑辊204转动带动输送

带206转动，输送带206转动的同时带动送料板207转动，送料板207将落入在输送带206上的

铝土矿挡住，避免铝土矿从输送带206上滑落，将载具移动到输送带206前部的下方，输送带

206将铝土矿往前输送，最后铝土矿落入载具内，通过载具将铝土矿运走。如此避免了铝土

矿堆100积在地面上，影响后续对铝土矿堆100的采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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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挡板15左右移动时，通过分割齿18对铝土矿堆100进行分割，进一步提高了铝土矿

堆100的分割效率。

[0031]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

方式，在本领域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提下做出

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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