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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粉末震荡筛分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粉末震荡筛分装置，

其技术方案是：包括壳体，所述壳体内设有第一

箱体，所述壳体一侧设有第一电机，所述壳体下

方设有震荡装置，所述震荡装置包括第一电机，

所述第一电机的输出端延伸至壳体内连接有第

一连接杆，所述第一连接杆靠近第一电机一侧设

有第一齿轮，所述第一连接杆上设有第一凸轮，

本实用新型通过电机带动连接杆上的凸轮与滑

槽之间的配合带动第一箱体上下震动，起到震荡

效果，无需人工进行筛分；通过震荡装置带动第

一箱体上下震动与过滤网之间的配合对粉末进

行筛分，提高工作效率；通过第一仓、第二仓、第

三仓与第一过滤网、第二过滤网之间的配合将粉

末状材料通过过滤分为三个等级，节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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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粉末震荡筛分装置，包括壳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1)内设有第一箱体

(4)，所述壳体(1)一侧设有第一电机(21)，所述壳体(1)下方设有震荡装置(2)；

所述震荡装置(2)包括第一电机(21)，所述第一电机(21)的输出端延伸至壳体(1)内连

接有第一连接杆(22)，所述第一连接杆(22)靠近第一电机(21)一侧设有第一齿轮(23)，所

述第一连接杆(22)上设有第一凸轮(24)，所述第一连接杆(22)一侧设有第二连接杆(26)，

所述第二连接杆(26)靠近第一电机(21)一端设有第二齿轮(27)，所述第二连接杆(26)上设

有第二凸轮(28)，所述第一连接杆(22)底端与壳体(1)的连接处设有第一固定块(25)，所述

第一连接杆(22)通过第一固定块(25)与壳体(1)活动连接，所述第一箱体(4)与壳体(1)之

间设有连接装置(3)，所述第一箱体(4)底部设有滑槽(41)，所述滑槽(41)与第一箱体(4)之

间设有固定装置(6)，所述第一凸轮(24)、第二凸轮(28)上方均设有滑槽(4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粉末震荡筛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装置(3)包括

弹簧(31)，所述弹簧(31)顶端设有顶板(32)，所述弹簧(31)底部设有底板(33)，所述顶板

(32)和底板(33)上均设有第一螺纹孔(34)，所述第一螺纹孔(34)内设有第一螺丝(35)，所

述顶板(32)通过第一螺丝(35)穿过第一螺纹孔(34)与第一箱体(4)螺纹连接，所述底板

(33)通过第一螺丝(35)穿过第一螺纹孔(34)与壳体(1)螺纹连接，所述弹簧(31)通过顶板

(32)、底板(33)与第一箱体(4)、壳体(1)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粉末震荡筛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装置(6)包括

第一圆孔(61)、螺栓(63)，所述第一圆孔(61)是设置在滑槽(41)上，所述第一箱体(4)底部

设有第二圆孔(62)，所述第二圆孔(62)与第一圆孔(61)对应，所述螺栓(63)穿过第一圆孔

(61)、第二圆孔(62)将滑槽(41)固定在第一箱体(4)下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粉末震荡筛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箱体(4)内设

有筛分装置(7)，所述筛分装置(7)包括第一仓(71)、第二仓(72)、第三仓(73)，所述第一仓

(71)顶端设有螺纹(74)，所述第一仓(71)的上方设有第二仓(72)，所述第二仓(72)顶端和

底端均设有螺纹(74)，所述第二仓(72)的上方设有第三仓(73)、所述第三仓(73)底端设有

螺纹(74)，所述第一仓(71)通过螺纹(74)与第二仓(72)底端螺纹连接，所述第二仓(72)顶

端通过螺纹(74)与第三仓(73)螺纹连接，所述第二仓(72)内设有第二过滤网(76)，所述第

三仓(73)内设有第一过滤网(7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粉末震荡筛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装置(6)包括

第二螺纹孔(64)、第二螺丝(66)，所述第二螺纹孔(64)是设置在滑槽(41)上，所述第一箱体

(4)底部设有第三螺纹孔(65)，所述第三螺纹孔(65)与第二螺纹孔(64)对应，所述第二螺丝

(66)与第二螺纹孔(64)、第三螺纹孔(65)的螺纹连接将滑槽(41)固定在第一箱体(4)下方。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粉末震荡筛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过滤网(75)网

孔比第二过滤网(76)网孔大。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粉末震荡筛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齿轮(23)上设

有皮带(11)，所述第一齿轮通过皮带(11)与第二齿轮(27)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粉末震荡筛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箱体(4)两侧

与壳体(1)之间设有橡胶垫(5)。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粉末震荡筛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仓(73)  的顶

端设有封盖(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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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粉末震荡筛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筛分装置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粉末震荡筛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粉末冶金工艺中，即使是使用同一种材料的粉未时，为了获得压坯的高密度,粉

料一定要有合适的粒度分布，筛分的目的是把颗粒尺寸不同的原料粉末按粒度分成大小范

围更窄的若干等级，为调整配料达到合适的粒度分布创造条件。

[0003] 现有技术存在以下不足：现有的用于粉末筛分装置存在着筛分效果较差的缺点，

导致不能有效的筛分粉末状材料的大小，增加了工人的劳动量，降低了过滤筛分装置的使

用效率，降低了粉末状材料的使用效果。

[0004] 因此，发明一种粉末震荡筛分装置很有必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此，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粉末震荡筛分装置，通过震荡装置、连接装置和过滤网

之间的配合对粉末进行筛分，以解决人工筛分费时费力，效率低下的问题。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粉末震荡筛分装置，包括

壳体，所述壳体内设有第一箱体，所述壳体一侧设有第一电机，所述壳体下方设有震荡装

置；

[0007] 所述震荡装置包括第一电机，所述第一电机的输出端延伸至壳体内连接有第一连

接杆，所述第一连接杆靠近第一电机一侧设有第一齿轮，所述第一连接杆上设有第一凸轮，

所述第一连接杆一侧设有第二连接杆，所述第二连接杆靠近第一电机一端设有第二齿轮，

所述第二连接杆上设有第二凸轮，所述第一连接杆底端与壳体的连接处设有第一固定块，

所述第一连接杆通过第一固定块与壳体活动连接，所述第一箱体与壳体之间设有连接装

置，所述第一箱体底部设有滑槽，所述滑槽与第一箱体之间设有固定装置，所述第一凸轮、

第二凸轮上方均设有滑槽。

[0008] 优选的，所述连接装置包括弹簧，所述弹簧顶端设有顶板，所述弹簧底部设有底

板，所述顶板和底板上均设有第一螺纹孔，所述第一螺纹孔内设有第一螺丝，所述顶板通过

第一螺丝穿过第一螺纹孔与第一箱体螺纹连接，所述底板通过第一螺丝穿过第一螺纹孔与

壳体螺纹连接，所述弹簧通过顶板、底板与第一箱体、壳体固定连接。

[0009] 优选的，所述固定装置包括第一圆孔、螺栓，所述第一圆孔是设置在滑槽上，所述

第一箱体底部设有第二圆孔，所述第二圆孔与第一圆孔对应，所述螺栓穿过第一圆孔、第二

圆孔将滑槽固定在第一箱体下方。

[0010] 优选的，所述第一箱体内设有筛分装置，所述筛分装置包括第一仓、第二仓、第三

仓，所述第一仓顶端设有螺纹，所述第一仓的上方设有第二仓，所述第二仓顶端和底端均设

有螺纹，所述第二仓的上方设有第三仓、所述第三仓底端设有螺纹，所述第一仓通过螺纹与

第二仓底端螺纹连接，所述第二仓顶端通过螺纹与第三仓螺纹连接，所述第二仓内设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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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过滤网，所述第三仓内设有第一过滤网。

[0011] 优选的，所述第一过滤网网孔比第二过滤网网孔大。

[0012] 优选的，所述第一齿轮上设有皮带，所述第一齿轮通过皮带与第二齿轮连接。

[0013] 优选的，所述第一箱体两侧与壳体之间设有橡胶垫。

[0014] 优选的，所述第三仓的顶端设有封盖。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6] 1、本实用新型通过电机带动连接杆上的凸轮与滑槽之间的配合带动第一箱体上

下震动，起到震荡效果，无需人工进行筛分。

[0017] 2、本实用新型通过震荡装置带动第一箱体上下震动与过滤网之间的配合对粉末

进行筛分，提高工作效率。

[0018] 3、本实用新型通过第一仓、第二仓、第三仓与第一过滤网、第二过滤网之间的配合

将粉末状材料通过过滤分为三个等级，节约时间。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主视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左视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震荡装置俯视图；

[0022] 图4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连接装置图；

[0023] 图5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第一过滤网放大图；

[0024] 图6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第二过滤网放大图；

[0025] 图7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固定装置图；

[0026] 图8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固定装置图。

[0027] 图中：1壳体、11皮带、2震荡装置、21第一电机、22第一连接杆、23第一齿轮、24第一

凸轮、25第一固定块、26第二连接杆、27第二齿轮、28第二凸轮、3连接装置、31弹簧、32顶板、

33底板、34第一螺纹孔、35第一螺丝、  4第一箱体、41滑槽、5橡胶垫、6固定装置、61第一圆

孔、62第二圆孔、63  螺栓、64第二螺纹孔、65第三螺纹孔、66螺丝、7筛分装置、71第一仓、72 

第二仓、73第三仓、74螺纹、75第一过滤网、76第二过滤网、77第二固定块、78封盖。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优

选实施例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9] 实施例1，参照附图1‑7，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粉末震荡筛分装置，包括壳体1，所

述壳体1内设有第一箱体4，所述壳体1一侧设有第一电机21，所述壳体1下方设有震荡装置

2；

[0030] 所述震荡装置2包括第一电机21，所述第一电机21的输出端延伸至壳体1  内连接

有第一连接杆22，所述第一连接杆22靠近第一电机21一侧设有第一齿轮23，所述第一连接

杆22上设有第一凸轮24，所述第一连接杆22一侧设有第二连接杆26，所述第二连接杆26靠

近第一电机21一端设有第二齿轮27，所述第二连接杆26上设有第二凸轮28，所述第一连接

杆22底端与壳体1的连接处设有第一固定块25，所述第一连接杆22通过第一固定块25与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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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1活动连接，所述第一箱体4与壳体1之间设有连接装置3，所述第一箱体4底部设有滑槽 

41，所述滑槽41与第一箱体4之间设有固定装置6，所述第一凸轮24、第二凸轮28上方均设有

滑槽41，通过第一电机21带动第一连接杆22上的第一凸轮  24转动与滑槽41配合使第一箱

体4震荡从而带动筛分装置7震荡。

[0031] 进一步地，所述连接装置3包括弹簧31，所述弹簧31顶端设有顶板32，所述弹簧31

底部设有底板33，所述顶板32和底板33上均设有第一螺纹孔34，所述第一螺纹孔34内设有

第一螺丝35，所述顶板32通过第一螺丝35穿过第一螺纹孔34与第一箱体4螺纹连接，所述底

板33通过第一螺丝35穿过第一螺纹孔34与壳体1螺纹连接，所述弹簧31通过顶板32、底板33

与第一箱体4、壳体1固定连接，通过连接装置3将第一箱体4与壳体1连接，通过弹簧31使第

一箱体4与壳体1之间的距离可以伸缩，也能对第一箱体4下降时起到减震作用。

[0032] 进一步地，所述固定装置6包括第一圆孔61、螺栓63，所述第一圆孔61  是设置在滑

槽41上，所述第一箱体4底部设有第二圆孔62，所述第二圆孔62  与第一圆孔61对应，所述螺

栓63穿过第一圆孔61、第二圆孔62将滑槽41固定在第一箱体4下方，滑槽41通过螺栓63穿过

第一圆孔61、第二圆孔62与第一箱体4固定连接，通过滑槽41与第一凸轮24、第二凸轮28之

间配合使第一箱体4震荡。

[0033]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箱体4内设有筛分装置7，所述筛分装置7包括第一仓  71、第二

仓72、第三仓73，所述第一仓71顶端设有螺纹74，所述第一仓71的上方设有第二仓72，所述

第二仓72顶端和底端均设有螺纹74，所述第二仓72 的上方设有第三仓73、所述第三仓73底

端设有螺纹74，所述第一仓71通过螺纹74与第二仓72底端螺纹连接，所述第二仓72顶端通

过螺纹74与第三仓73  螺纹连接，所述第二仓72内设有第二过滤网76，所述第三仓73内设有

第一过滤网75，第一仓71、第二仓72、第三仓73通过螺纹74固定在一起，且通过第一过滤网

75、第二过滤网76分成三层，通过将粉末材料倒入第三仓73，通过震荡装置2与第一过滤网

75、第二过滤网76逐渐的配合，对粉末材料进行筛分。

[0034]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过滤网75网孔比第二过滤网76网孔大，由于第一过滤网75网

孔比第二过滤网76网孔大，所以粉末材料在进行筛分时颗粒比第一过滤网75网孔大的留在

第一过滤网75上，其余落入第二仓72内的第二过滤网  76上，颗粒比第二过滤网76网孔大的

留在第二过滤网76上剩下的落入第一仓  71内。

[0035]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齿轮23上设有皮带11，所述第一齿轮通过皮带11与第二齿轮

27连接，第一电机21带动第一连接杆22上的第一齿轮27转动，第一齿轮通过皮带11带动第

二齿轮27转动，从而带动第二连接杆26上的第二凸轮28转动。

[0036]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箱体4两侧与壳体1之间设有橡胶垫5，防止第二箱体  4与壳体

1碰撞造成损伤。

[0037] 进一步地，所述第三仓73的顶端设有封盖78防止粉末材料散出。

[0038] 本实用新型的使用过程如下：在使用本实用新型时将第一仓71、第二仓72、第三仓

73通过螺纹74固定连接，放入第一箱体4内，粉末状材料倒入第三仓  73内，将封盖78盖在第

三仓73上方，打开第一电机21通过第一电机21带动第一凸轮24、第二凸轮28转动，与滑槽41

配合使第一箱体4上下震荡，从而使筛分装置7震荡，筛分装置7通过第一过滤网75、第二过

滤网76对粉末材料进行筛分，筛分完成关闭第一电机21，打开封盖78，通过螺纹74将第一仓

71、第二仓72、第三仓73分开，取出筛分完成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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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实施例2，参照附图8，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粉末震荡筛分装置，与实施例1不同

的是，所述固定装置6包括第二螺纹孔64、第二螺丝66，所述第二螺纹孔64是设置在滑槽41

上，所述第一箱体4底部设有第三螺纹孔65，所述第三螺纹孔65与第二螺纹孔64对应，所述

第二螺丝66与第二螺纹孔64、第三螺纹孔65的螺纹连接将滑槽41固定在第一箱体4下方。

[0040] 滑槽41通过通过第二螺丝66与第二螺纹孔64、第三螺纹孔65的螺纹连接将滑槽41

固定在第一箱体4下方，通过滑槽41与第一凸轮24、第二凸轮28之间配合使第一箱体4震荡。

[0041]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任何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均可能利

用上述阐述的技术方案对本实用新型加以修改或将其修改为等同的技术方案。因此，依据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所进行的任何简单修改或等同置换，尽属于本实用新型要求保护的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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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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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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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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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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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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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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