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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锤式破碎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锤式破碎机，
涉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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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碳酸钙制备领域，
包括机体和支架，
所述机体
中心位置处设置中心轴，
转子盘固接在中心轴
上，
转子盘上设置支撑杆，
锤柄固接在支撑杆上，
锤柄内设置电机，
锤头连接件与锤柄同在转子盘
的平面内且互相垂直设置，
电机输出轴通过键与
锤头连接件键连接，
两个锤头对称的固接在锤头
连接件两侧，
筛板设置在机体下部，
筛板下方设
置筛板支板，
筛板支板铰接在支架上。本实用新
型能够解决现有技术中锤式破碎机破碎效率低
导致产能低下和筛板经常堵塞导致转子盘卡死
闷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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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锤式破碎机，
包括机体（1）和支架（2），
其特征在于：
所述机体（1）中心位置处设
置中心轴（3），
转子盘（34）固接在中心轴（3）上，
转子盘（34）上设置支撑杆（311），
锤柄（31）
固接在支撑杆（311）上，
锤柄（31）内设置电机（312），
锤头连接件（32）与锤柄（31）同在转子
盘（34）的平面内且互相垂直设置，
电机输出轴（313）通过键（314）与锤头连接件（32）键连
接，
两个锤头（33）对称的固接在锤头连接件（32）两侧，
筛板（13）设置在机体（1）下部，
筛板
（13）下方设置筛板支板（21），
筛板支板（21）铰接在支架（2）上。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锤式破碎机 ，其特征在于 ：
所述电 机输出轴（313）与电 机
（312）和锤头连接件（32）连接处均密封。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锤式破碎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筛板支板（21）有两块且关于
转子盘（34）对称设置，
筛板支板（21）通过铰链（22）与支架（2）铰接。
4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锤式破碎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机体（1）在进料口处设置挡
板。
5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锤式破碎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机体（1）内壁在转子盘（34）
旋转方向的对应位置处设置反击板（11）。
6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锤式破碎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锤头（33）的外表面为光面或
由棱面。

2

CN 208810202 U

说

明

书

1/2 页

一种锤式破碎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超细碳酸钙制备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锤式破碎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
我国制备超细碳酸钙的流程一般为：
先对方解石原料进行破碎和研磨，
然后
对研磨成的碳酸钙粉末进行分级，
将符合粒度要求的碳酸钙粉末筛选出来进行收集和包
装，
不符合粒度要求的碳酸钙粉末返回重新研磨和分级，
然后再进行收集和包装。破碎方解
石一般采用锤式破碎机进行，
现有的锤式破碎机在工作时锤头绕转子盘转动，
锤头与锤柄
之间不发生相对运动，
这样的锤式破碎机破碎效率低、产能低下，
而且在工作过程中经常由
于筛板堵塞导致转子盘卡死闷车的情况发生。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锤式破碎机，
解决现有技术中锤式破
碎机破碎效率低导致产能低下和筛板经常堵塞导致转子盘卡死闷车的问题。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锤式破碎机，
包括机体和
支架，
所述机体中心位置处设置中心轴，
转子盘固接在中心轴上，
转子盘上设置支撑杆，
锤
柄固接在支撑杆上，
锤柄内设置电机，
锤头连接件与锤柄同在转子盘的平面内且互相垂直
设置，
电机输出轴通过键与锤头连接件键连接，
两个锤头对称的固接在锤头连接件两侧，
筛
板设置在机体下部，
筛板下方设置筛板支板，
筛板支板铰接在支架上。
[0005] 进一步地，
所述电机输出轴与电机和锤头连接件连接处均密封。
[0006] 进一步地，
所述筛板支板有两块且关于转子盘对称设置，
筛板支板通过铰链与支
架铰接。
[0007] 进一步地，
所述机体在进料口处设置挡板。
[0008] 进一步地，
所述机体内壁在转子盘旋转方向的对应位置处设置反击板。
[0009] 进一步地，
所述锤头的外表面为光面或由棱面。
[0010] 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由于在锤柄内设置了电机，
所以锤头在绕中心轴
传动的同时也绕锤柄转动，
能够更快的将自身的动能传递给方解石，
大大提高了破碎效率
和产能；
由于将筛板支板由固接改为铰接，
所以当筛板堵塞时，
操作人员能够将筛板支板旋
转相应角度，
从而排除堵塞，
避免了破碎机卡死闷车情况的发生。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为锤柄与锤头连接件连接示意图；
[0013] 图3为支板筛板打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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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4] 如图1、
2和3所示，
一种锤式破碎机，
包括机体1和支架2，
所述机体1中心位置处设
置中心轴3，
转子盘34固接在中心轴3上，
转子盘34上设置支撑杆311，
锤柄31固接在支撑杆
311上，
锤柄31内设置电机312，
锤头连接件32与锤柄31同在转子盘34的平面内且互相垂直
设置，
电机输出轴313通过键314与锤头连接件32键连接，
两个锤头33对称的固接在锤头连
接件32两侧，
筛板13设置在机体1下部，
筛板13下方设置筛板支板21，
筛板支板21铰接在支
架2上。所述电机输出轴313与电机312和锤头连接件32连接处均密封。所述筛板支板21有两
块且关于转子盘34对称设置，
筛板支板21通过铰链22与支架2铰接。所述机体1在进料口处
设置挡板1。所述机体1内壁在转子盘34旋转方向的对应位置处设置反击板11。所述锤头33
的外表面为光面或由棱面。
[0015] 使用本实用新型破碎方解石时，
锤头33在绕中心轴3转动的同时也绕锤柄31转动，
锤头33能够更快的将自身的动能传递给方解石，
使得方解石迅速破碎，
大大提高了破碎效
率和产能。当筛板13堵塞时，
操作人员通过铰链22使得筛板支板21旋转相应的角度，
然后疏
通堵塞，
避免了破碎机卡死闷车情况的发生。
[0016] 以上所述，
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 ，
并非对本实用新型作任何形式上
的限制，
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
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范围内，
当可利用上述
揭示的技术内容做出些许更动或修饰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
但凡是未脱离本实用新型
技术方案内容，
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实质，
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
对以上实施
例所作的任何简单的修改、等同替换与改进等，
均仍属于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
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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