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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变压器线圈的废料加工

装置，它包括除尘箱，除尘箱为左高右低倾斜式

设置，除尘箱左端中部设置有除尘口，除尘箱上

端左侧设置有进料口，除尘箱外侧壁中部圆周焊

接有齿条，除尘箱前方设置有支撑柱，支撑柱上

端安装有驱动电机，驱动电机的输出轴连接有与

齿条相啮合的齿轮，除尘箱内侧壁连接有毛刷，

除尘箱下端右侧设置有出料口，出料口下方设置

有传送带，传送带右侧下方设置有导料板，导料

板右端连接有熔炉，熔炉外侧卡接有加热器，熔

炉前端下侧连接有出料管，出料口和出料管上均

设置有阀门，熔炉上端连接有密封盖；本发明具

有操作简便、除尘清理效果好、传送效率高、密封

性好、节能环保、稳定性高、适用性强的优点。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110129570 A

2019.08.16

CN
 1
10
12
95
70
 A



1.一种变压器线圈的废料加工装置，它包括除尘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除尘箱为左高

右低倾斜式设置，所述的除尘箱左端中部设置有除尘口，所述的除尘箱上端左侧设置有进

料口，所述的除尘箱外侧壁中部圆周焊接有齿条，所述的除尘箱前方设置有支撑柱，所述的

支撑柱上端固定安装有驱动电机，所述的驱动电机的输出轴连接有与齿条相啮合的齿轮，

所述的除尘箱内侧壁固定连接有毛刷，所述的除尘箱下端右侧设置有出料口，所述的出料

口下方设置有传送带，所述的传送带前端左侧设置有驱动装置，所述的传送带下端安装有

支撑腿，所述的传送带右侧下方设置有导料板，所述的导料板右端固定连接有熔炉，所述的

熔炉外侧卡接有加热器，所述的熔炉前端下侧连接有出料管，所述的出料口和出料管上均

设置有阀门，所述的熔炉上端可拆卸式连接有密封盖，所述的密封盖上端中部安装有把手。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变压器线圈的废料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除尘口外

接有除尘收集装置。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变压器线圈的废料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进料口上

端可拆卸式连接有密封塞。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变压器线圈的废料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传送带的

传送方向为由左至右。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变压器线圈的废料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导料板为

左高右低倾斜式设置，导料板的左端相对于传送带的右端向左偏移了10-20  cm，导料板的

宽度大于传送带的宽度，导料板的前后两端均连接有限位板。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变压器线圈的废料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毛刷为塑

料毛刷。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变压器线圈的废料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密封盖的

高度大于导料板下端到熔炉上端的距离。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变压器线圈的废料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出料管为

耐高温管。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变压器线圈的废料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把手外侧

设置有防滑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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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变压器线圈的废料加工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线圈回收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变压器线圈的废料加工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变压器线圈是一种线圈，变压器里面需要线圈才能运转，变压器的线圈为铜线圈，

铜线圈缠绕在变压器上，线圈的长度难以完全达到要求的长度，会有一部分的线圈无法再

使用，而这些铜线圈是不可多得的金属材料，可以将这些铜线圈进行回收加工使其能够被

二次利用，不仅环保还能够节约资源，现有的线圈废料加工装置直接将线圈废料投入熔炉

中熔炼，而线圈废料表面粘附有灰尘等杂质，直接熔炼会降低铜的纯度，影响其二次利用，

因此，急需设计一种操作简便、除尘清理效果好、传送效率高、密封性好、节能环保、稳定性

高、适用性强的变压器线圈的废料加工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操作简便、除尘清理效果

好、传送效率高、密封性好、节能环保、稳定性高、适用性强的变压器线圈的废料加工装置。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变压器线圈的废料加工装置，它包括除尘箱，所

述的除尘箱为左高右低倾斜式设置，所述的除尘箱左端中部设置有除尘口，所述的除尘箱

上端左侧设置有进料口，所述的除尘箱外侧壁中部圆周焊接有齿条，所述的除尘箱前方设

置有支撑柱，所述的支撑柱上端固定安装有驱动电机，所述的驱动电机的输出轴连接有与

齿条相啮合的齿轮，所述的除尘箱内侧壁固定连接有毛刷，所述的除尘箱下端右侧设置有

出料口，所述的出料口下方设置有传送带，所述的传送带前端左侧设置有驱动装置，所述的

传送带下端安装有支撑腿，所述的传送带右侧下方设置有导料板，所述的导料板右端固定

连接有熔炉，所述的熔炉外侧卡接有加热器，所述的熔炉前端下侧连接有出料管，所述的出

料口和出料管上均设置有阀门，所述的熔炉上端可拆卸式连接有密封盖，所述的密封盖上

端中部安装有把手。

[0005] 所述的除尘口外接有除尘收集装置。

[0006] 所述的进料口上端可拆卸式连接有密封塞。

[0007] 所述的传送带的传送方向为由左至右。

[0008] 所述的导料板为左高右低倾斜式设置，导料板的左端相对于传送带的右端向左偏

移了10-20  cm，导料板的宽度大于传送带的宽度，导料板的前后两端均连接有限位板。

[0009] 所述的毛刷为塑料毛刷。

[0010] 所述的密封盖的高度大于导料板下端到熔炉上端的距离。

[0011] 所述的出料管为耐高温管。

[0012] 所述的把手外侧设置有防滑纹。

[0013] 本发明产生的有益效果：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变压器线圈的废料加工装置，线圈废

料经进料口投入到除尘箱内，然后通过密封塞将进料口塞住，开启驱动电机，驱动电机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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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旋转，驱动电机固定安装在支撑柱上，齿轮与齿条相啮合，齿条相对于齿轮上下移动，

齿条焊接在除尘箱外侧壁的中部圆周，除尘箱随齿条一起上下旋转，线圈废料随除尘箱一

起上下旋转，除尘箱内侧壁固定连接有塑料毛刷，塑料毛刷将粘附在线圈废料表面的灰尘

等杂质清扫下来，且塑料毛刷不会破坏线圈废料，除尘箱左端中部设置有除尘口，除尘口外

接的除尘收集装置及时将灰尘等杂质收集起来，除尘清理效果好，打开出料口上的阀门，经

过除尘处理后的线圈废料经出料口落入到出料口下方的传送带上，开启驱动装置，传送带

由左至右传送，线圈废料被传送至传送带右端后落入到导料板上，导料板的左端相对于传

送带的右端向左偏移了10-20  cm，导料板的宽度大于传送带的宽度，确保线圈废料能够完

全落入到导料板上，且导料板的前后两端均连接有限位板，防止线圈废料从导料板两侧滑

落，导料板为左高右低倾斜式设置，线圈废料经导料板滑落至熔炉内，然后通过密封盖将熔

炉密封住，密封盖的高度大于导料板下端到熔炉上端的距离，密封盖将导料板与熔炉的连

接处遮盖住，密封效果好，开启加热器，线圈废料在熔炉内熔炼使其能够被再次利用，密封

盖上端中部安装有把手，把手外侧设置有防滑纹，防滑效果好，稳定姓高；线圈废料先经过

除尘箱进行除尘处理，防止灰尘杂质的存在而降低铜的纯度，加工处理效果好，可利用率

高；总的，本发明具有操作简便、除尘清理效果好、传送效率高、密封性好、节能环保、稳定性

高、适用性强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一种变压器线圈的废料加工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一种变压器线圈的废料加工装置中除尘箱的剖视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一种变压器线圈的废料加工装置中密封盖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本发明一种变压器线圈的废料加工装置中熔炉与密封盖的连接示意图。

[0018] 图中：1、除尘口  2、进料口  3、齿条  4、驱动电机  5、除尘箱  6、出料口  7、阀门  8、

导料板  9、熔炉  10、加热器  11、出料管  12、传送带  13、支撑腿  14、驱动装置  15、支撑柱 

16、齿轮  17、毛刷  18、  密封盖  19、把手。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实施例1

如图1-4所示，一种变压器线圈的废料加工装置，它包括除尘箱5，所述的除尘箱5为左

高右低倾斜式设置，所述的除尘箱5左端中部设置有除尘口1，所述的除尘箱5上端左侧设置

有进料口2，所述的除尘箱5外侧壁中部圆周焊接有齿条3，所述的除尘箱5前方设置有支撑

柱15，所述的支撑柱15上端固定安装有驱动电机4，所述的驱动电机4的输出轴连接有与齿

条3相啮合的齿轮16，所述的除尘箱5内侧壁固定连接有毛刷17，所述的除尘箱5下端右侧设

置有出料口6，所述的出料口6下方设置有传送带12，所述的传送带12前端左侧设置有驱动

装置14，所述的传送带12下端安装有支撑腿13，所述的传送带12右侧下方设置有导料板8，

所述的导料板8右端固定连接有熔炉9，所述的熔炉9外侧卡接有加热器10，所述的熔炉9前

端下侧连接有出料管11，所述的出料口6和出料管11上均设置有阀门7，所述的熔炉9上端可

拆卸式连接有密封盖18，所述的密封盖18上端中部安装有把手19。

[0020]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变压器线圈的废料加工装置，线圈废料经进料口投入到除尘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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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然后通过密封塞将进料口塞住，开启驱动电机，驱动电机带动齿轮旋转，驱动电机固定

安装在支撑柱上，齿轮与齿条相啮合，齿条相对于齿轮上下移动，齿条焊接在除尘箱外侧壁

的中部圆周，除尘箱随齿条一起上下旋转，线圈废料随除尘箱一起上下旋转，除尘箱内侧壁

固定连接有塑料毛刷，塑料毛刷将粘附在线圈废料表面的灰尘等杂质清扫下来，且塑料毛

刷不会破坏线圈废料，除尘箱左端中部设置有除尘口，除尘口外接的除尘收集装置及时将

灰尘等杂质收集起来，除尘清理效果好，打开出料口上的阀门，经过除尘处理后的线圈废料

经出料口落入到出料口下方的传送带上，开启驱动装置，线圈废料被传送至传送带右端后

落入到导料板上，线圈废料经导料板滑落至熔炉内，然后通过密封盖将熔炉密封住，密封效

果好，开启加热器，线圈废料在熔炉内熔炼使其能够被再次利用；线圈废料先经过除尘箱进

行除尘处理，防止灰尘杂质的存在而降低铜的纯度，加工处理效果好，可利用率高。

[0021] 实施例2

如图1-4所示，一种变压器线圈的废料加工装置，它包括除尘箱5，所述的除尘箱5为左

高右低倾斜式设置，所述的除尘箱5左端中部设置有除尘口1，所述的除尘箱5上端左侧设置

有进料口2，所述的除尘箱5外侧壁中部圆周焊接有齿条3，所述的除尘箱5前方设置有支撑

柱15，所述的支撑柱15上端固定安装有驱动电机4，所述的驱动电机4的输出轴连接有与齿

条3相啮合的齿轮16，所述的除尘箱5内侧壁固定连接有毛刷17，所述的除尘箱5下端右侧设

置有出料口6，所述的出料口6下方设置有传送带12，所述的传送带12前端左侧设置有驱动

装置14，所述的传送带12下端安装有支撑腿13，所述的传送带12右侧下方设置有导料板8，

所述的导料板8右端固定连接有熔炉9，所述的熔炉9外侧卡接有加热器10，所述的熔炉9前

端下侧连接有出料管11，所述的出料口6和出料管11上均设置有阀门7，所述的熔炉9上端可

拆卸式连接有密封盖18，所述的密封盖18上端中部安装有把手19，所述的除尘口1外接有除

尘收集装置，所述的进料口2上端可拆卸式连接有密封塞，所述的传送带12的传送方向为由

左至右，所述的导料板8为左高右低倾斜式设置，导料板8的左端相对于传送带12的右端向

左偏移了10-20  cm，导料板8的宽度大于传送带12的宽度，导料板8的前后两端均连接有限

位板，所述的毛刷17为塑料毛刷，所述的密封盖18的高度大于导料板8下端到熔炉9上端的

距离，所述的出料管11为耐高温管，所述的把手19外侧设置有防滑纹。

[0022]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变压器线圈的废料加工装置，线圈废料经进料口投入到除尘箱

内，然后通过密封塞将进料口塞住，开启驱动电机，驱动电机带动齿轮旋转，驱动电机固定

安装在支撑柱上，齿轮与齿条相啮合，齿条相对于齿轮上下移动，齿条焊接在除尘箱外侧壁

的中部圆周，除尘箱随齿条一起上下旋转，线圈废料随除尘箱一起上下旋转，除尘箱内侧壁

固定连接有塑料毛刷，塑料毛刷将粘附在线圈废料表面的灰尘等杂质清扫下来，且塑料毛

刷不会破坏线圈废料，除尘箱左端中部设置有除尘口，除尘口外接的除尘收集装置及时将

灰尘等杂质收集起来，除尘清理效果好，打开出料口上的阀门，经过除尘处理后的线圈废料

经出料口落入到出料口下方的传送带上，开启驱动装置，传送带由左至右传送，线圈废料被

传送至传送带右端后落入到导料板上，导料板的左端相对于传送带的右端向左偏移了10-

20  cm，导料板的宽度大于传送带的宽度，确保线圈废料能够完全落入到导料板上，且导料

板的前后两端均连接有限位板，防止线圈废料从导料板两侧滑落，导料板为左高右低倾斜

式设置，线圈废料经导料板滑落至熔炉内，然后通过密封盖将熔炉密封住，密封盖的高度大

于导料板下端到熔炉上端的距离，密封盖将导料板与熔炉的连接处遮盖住，密封效果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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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加热器，线圈废料在熔炉内熔炼使其能够被再次利用，密封盖上端中部安装有把手，把手

外侧设置有防滑纹，防滑效果好，稳定姓高；线圈废料先经过除尘箱进行除尘处理，防止灰

尘杂质的存在而降低铜的纯度，加工处理效果好，可利用率高；总的，本发明具有操作简便、

除尘清理效果好、传送效率高、密封性好、节能环保、稳定性高、适用性强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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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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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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