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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轮胎破碎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废轮胎破碎机，包括箱

体,所述箱体内设有隔板、设于隔板上方的加热

腔及设于隔板下方的破碎腔，所述加热腔内设于

加热机构，所述破碎腔内设有破碎机构;通过隔

板的设置，将箱体分为上下两个独立的腔室，使

两个腔室既能独立的工作，又可以相互配合运

转，提高工作效率，加热机构用于对废轮胎加热

至软化的程度而不至于发生融化，破碎机构用于

对废轮胎进行破碎切块，以便于后续对废轮胎的

利用，采用这样的结构设置，使得软化后的废轮

胎进入破碎机构能够更加省力、更加高效的进行

破碎，大大提高了废轮胎破碎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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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废轮胎破碎机，包括箱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内设有隔板（11）、设于

隔板（11）上方的加热腔（2）及设于隔板（11）下方的破碎腔（3），所述加热腔（2）内设有加热

机构，所述加热机构包括加热装置、设于加热腔（2）腔壁上的第一进料口（21）、设于第一进

料口（21）处的第一传送带（22）及设于加热腔（2）内的第二传送带（23）;所述破碎腔（3）内设

有破碎机构,  所述破碎机构包括破碎筒（31）、设于破碎筒（31）内的第一旋转刀盘（32）、设

于破碎筒（31）与第一旋转刀盘（32）之间的筛筒（33）及用于驱动筛筒（33）转动的传动齿轮

（34）,所述第一传送带（22）上等距间隔设有多个用于固定废轮胎的凹槽（221），所述第二传

送带（23）上等距间隔设有多个挂钩（231），所述挂钩（231）与凹槽（221）相配合,所述第一旋

转刀盘（32）与转轴（36）活动连接，所述转轴（36）上还设有与第一旋转刀盘（32）交错设置的

第二旋转刀盘（37），所述第一旋转刀盘（32）与第二旋转刀盘（37）之间等距间隔设有多块切

割刀片（38）,所述传动齿轮（34）与一第二旋转电机的输出轴活动连接，所述筛筒（33）与转

轴（36）活动连接，所述筛筒（33）外圆周表面的中部等距间隔设有多个传动齿（331）,所述第

二旋转电机固设于破碎腔（3）内壁上，所述传动齿轮（34）与传动齿（331）啮合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废轮胎破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装置包括设于加热腔（2）

内壁上的加热板（24），所述第二传送带（23）周围等距间隔设有多根加热柱（25），所述加热

柱（25）与加热板（24）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废轮胎破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破碎筒（31）底部开设有出料口

（311），所述破碎筒（31）通过一支撑架（35）固设于破碎腔（3）内，所述破碎筒（31）通过一轴

承与一转轴（36）活动连接，所述转轴（36）通过一第一旋转电机设于破碎腔（3）内壁上。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废轮胎破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筛筒（33）筒壁为网格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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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轮胎破碎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废轮胎破碎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废轮胎破碎机。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是世界第三轮胎生产大国，由此大量的废轮胎处理设备出现在市场上，目前

正在使用的废旧轮胎粗碎机，是把整个废轮胎放在整胎输送机上送入整胎破碎机进行破

碎，通过刀盘的反复破碎，最后从筛网中排出胶块，胶块原料为橡胶材料，弹性较大，普通的

刀盘破碎容易造成刀盘损坏，且效率不高，且破碎过程中，胶块容易卡在筛网网孔上，而后

面的胶块就会堆在原来的胶块上造成堵塞，一旦堵塞过多，就会造成卡机，极其难以运转，

这时就需要人工去清理网孔，不仅危险且效率极低。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破碎效率高的废轮胎破碎机。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废轮胎破碎机，包括箱体,所

述箱体内设有隔板、设于隔板上方的加热腔及设于隔板下方的破碎腔，所述加热腔内设于

加热机构，所述破碎腔内设有破碎机构;通过隔板的设置，将箱体分为上下两个独立的腔

室，使两个腔室既能独立的工作，又可以相互配合运转，提高工作效率，加热机构用于对废

轮胎加热至软化的程度而不至于发生融化，破碎机构用于对废轮胎进行破碎切块，以便于

后续对废轮胎的利用，采用这样的结构设置，使得软化后的废轮胎进入破碎机构能够更加

省力、更加高效的进行破碎，大大提高了废轮胎破碎的效率。

[0005] 所述加热机构包括加热装置、设于加热腔腔壁上的第一进料口、设于第一进料口

处的第一传送带及设于加热腔内的第二传送带；通过加热装置的设置，可以对通过第一传

送带输送进加热腔内的废轮胎进行加热，通过第二传动带的缓慢传送，使得废轮胎在传送

的过程中便可发生软化，节省了加热的时间，加快了废轮胎软化的速度，提高了加热的效

率。

[0006] 所述破碎机构包括破碎筒、设于破碎筒内的第一旋转刀盘、设于破碎筒与旋转刀

盘之间的筛筒及用于驱动筛筒转动的传动齿轮；破碎筒对整个破碎机构起到支撑的作用，

使得破碎机构能够稳定的进行破碎，而筛筒用于筛分经刀盘破碎后生成的限定大小对的胶

块，而超过限定大小的胶块，会留在筛筒中被刀盘继续破碎，直至达到限定的大小，使得胶

块能更有效的被破碎，且破碎的更加均匀。

[0007] 所述加热装置包括设于加热腔内壁上的加热板，所述第二传送带周围等距间隔设

有多根加热柱，所述加热柱与加热板固定连接；通过加热板和加热柱的相互配合，可以快速

的产生热量，使得加热腔内升温，而加热柱设于第二传送带周围，可以对第二传送带进行均

匀的加热，从而使得第二传送带上的废轮胎可以均匀的受热，继而加快废轮胎软化的效率。

[0008] 所述第一传送带上等距间隔设有多个用于固定废轮胎的凹槽，所述第二传送带上

等距间隔设有多个挂钩，所述挂钩与凹槽相配合；通过凹槽的设置，使得废轮胎可以牢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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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在第一传送带上进行传送，而挂钩可以在传送过程中，将废轮胎勾起，接着带着废轮胎

一边传送一边进行加热软化，然后通过重力自然掉落到第二进料口内，从而加快了废轮胎

的软化速度，大大提高了效率。

[0009] 所述破碎筒底部开设有出料口，所述破碎筒通过一支撑架固设于破碎腔内，所述

破碎筒通过一轴承与一转轴活动连接，所述转轴通过一第一旋转电机设于破碎腔内壁上；

出料口用于排出破碎好的符合限定大小的胶块，破碎筒用于支撑整个破碎机构进行运转，，

同时破碎筒的固定不会影响筛筒和刀盘的转动，结构简单，且稳定可靠。

[0010] 所述第一旋转刀盘与转轴活动连接，所述转轴上还设有与第一旋转刀盘交错设置

的第二旋转刀盘，所述第一旋转刀盘与第二旋转刀盘之间等距间隔设有多块切割刀片；通

过第一旋转刀盘和第二旋转刀盘的配合，这样切割起来的效率更加高，且切割刀片可以阻

挡掉落的胶块，避免胶块卡住转轴，影响转轴转动，同时也可以对旋转刀盘进行加固，使得

刀盘可以稳定可靠的进行破碎。

[0011] 所述筛筒筒壁为网格，所述筛筒与转轴活动连接，所述筛筒外圆周表面的中部等

距间隔设有多个传动齿；通过筛筒的设置，可以对破碎好的胶块进行筛分，仅允许限定大小

及以下的胶块排出，超过限定大小的胶块则留在筛筒内继续破碎，直至可以排出筛筒外，使

得胶块破碎的更加的均匀彻底。

[0012] 所述传动齿轮与一第二旋转电机的输出轴活动连接，所述第二旋转电机固设于破

碎腔内壁上，所述传动齿轮与传动齿啮合连接；传动齿轮通过第二旋转电机驱动，传动齿轮

通过筛筒上的传动齿带动筛筒旋转，以便于对较大的胶块进行二次破碎，同时便于胶块更

有效的从网孔中排出去，大大提高了胶块生产的效率。

[0013]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本废轮胎破碎机通过加热机构和破碎机构的相互配合，使

得废轮胎可以在加热腔内一边传送一边进行加热，加快了废轮胎软化的效率，软化后的废

轮胎更容易被切割破碎，破碎的效率更高，同时破碎机构可以更轻松省力的对软化后的废

轮胎进行破碎切割，大大提高了废轮胎破碎的效率。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图1的破碎筒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破碎筒与筛筒配合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第一旋转刀盘、第二旋转刀盘及切割刀片的配合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的理解本发明方案，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

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

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应当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19] 如图1-4所示，一种废轮胎破碎机，包括箱体1，所述箱体1内设有隔板11、设于隔板

11上方的加热腔2及设于隔板11下方的破碎腔3，所述加热腔2内设于加热机构，所述破碎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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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设有破碎机构，通过隔板11的设置，将箱体1隔成上下两个独立的腔室，即为加热腔2和

破碎腔3，所述隔板11上设有第二进料口111，所述第二进料口111穿过隔板11，所述第二进

料口111上部位于第二传送带23的下方，所述第二进料口111下部连接破碎筒31的盖板，两

个腔室既能分开独立的进行工作，又可以相互配合进行运转，极大提高工作效率，所述加热

机构用于对废轮胎加热至软化的程度而不至于发生融化，能够使废轮胎软化的温度为130

℃-140℃,处于这个温度范围内，废轮胎可以达到软化的效果而不至于发生融化，破碎机构

用于对废轮胎进行破碎切块，以便于后续对废轮胎的利用，采用这样的结构设置，使得软化

后的废轮胎进入破碎机构能够更加省力、更加高效的进行破碎，大大提高了废轮胎破碎的

效率。

[0020] 所述加热机构包括加热装置、设于加热腔2腔壁上的第一进料口21、设于第一进料

口21处的第一传送带22及设于加热腔2内的第二传送带23，加热装置用于对通过第一传送

带22输送进加热腔2内的废轮胎进行加热，第二传动带23可以对废轮胎进行缓慢的传送，使

得废轮胎在传送的过程中便可发生软化，从而节省了加热的时间，加快了废轮胎软化的速

度，提高了加热的效率；所述加热装置包括设于加热腔2内壁上的加热板24，所述第二传送

带23周围等距间隔设有多根加热柱25，所述加热柱25与加热板24固定连接，所述加热板24

与外部电路电性连接，从而进行加热，通过加热板24和加热柱25的相互配合，可以快速的产

生热量，使得加热腔3内可以快速的升温，而加热柱25设于第二传送带23周围，可以对第二

传送带23进行均匀的加热，从而使得第二传送带23上的废轮胎可以均匀的受热，继而加快

废轮胎软化的效率。

[0021] 所述第一传送带22上等距间隔设有多个用于固定废轮胎的凹槽221，所述第二传

送带23上等距间隔设有多个挂钩231，所述挂钩231与凹槽221相配合，第一传送带22上的废

轮胎被挂钩231勾起时，后面的挂钩231刚好可以勾住第二个废轮胎，可通过设置调节，通过

凹槽221的设置，使得废轮胎可以牢固的固定在第一传送带22上进行传送，而挂钩231可以

在传送过程中，将废轮胎勾起，接着带着废轮胎一边传送一边进行加热软化，然后通过重力

自然掉落到第二进料口111内，从而加快了废轮胎的软化速度，大大提高了效率。

[0022] 所述破碎机构包括破碎筒31、设于破碎筒31内的第一旋转刀盘32、设于破碎筒31

与第一旋转刀盘32之间的筛筒33及用于驱动筛筒33转动的传动齿轮34，破碎筒31对整个破

碎机构起到支撑的作用，使得破碎机构能够稳定的进行破碎，而筛筒33用于筛分经第一旋

转刀盘32破碎后生成的限定大小的胶块，而超过限定大小的胶块，会留在筛筒331中被刀盘

继续破碎，直至达到限定的大小，甚至更小，这样胶块能更有效的被破碎，不会有大块的胶

块产生，破碎的更加均匀；所述破碎筒31底部开设有出料口311，所述破碎筒311通过一支撑

架35固设于破碎腔3内，所述破碎筒31通过一轴承与一转轴36活动连接，所述转轴36通过一

第一旋转电机设于破碎腔3内壁上，出料口311用于排出破碎好的符合限定大小的胶块，破

碎筒31用于支撑整个破碎机构进行运转，同时破碎筒31的固定不会影响筛筒33和刀盘的转

动，结构简单，且稳定可靠。

[0023] 所述第一旋转刀盘32与转轴36活动连接，所述转轴36上还设有与第一旋转刀盘32

交错设置的第二旋转刀盘37，所述第一旋转刀盘32与第二旋转刀盘37之间等距间隔设有多

块切割刀片38，通过第一旋转刀盘32和第二旋转刀盘37的配合，这样切割起来的效率更加

高，且切割刀片38可以阻挡掉落的胶块，避免胶块卡住转轴36，影响转轴36转动，同时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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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对第一旋转刀盘32和第二旋转刀盘37进行加固，使得第一旋转刀盘32和第二旋转刀盘37

可以稳定可靠的进行破碎，并且切割刀片38可以对漏掉的胶块进行再次的切割，提高了破

碎的效率。

[0024] 所述筛筒33筒壁为网格状，所述筛筒33与转轴36活动连接，所述筛筒33外圆周表

面的中部等距间隔设有多个传动齿331，通过筛筒33的设置，可以对破碎好的胶块进行筛

分，仅允许限定大小及以下的胶块排出，超过限定大小的胶块则留在筛筒33内继续破碎，直

至可以排出筛筒33外，使得胶块破碎的更加的均匀彻底，同时筛筒33可以通过传动齿轮34

的带动进行转动，以便于对筛筒33内的胶块进行搅拌，避免胶块重叠在筛筒33筒壁上的网

格内，而造成网格的堵塞，这样会造成刀盘卡机的现象，破碎机构会因此而损坏，从而有效

的对网格内堆在一起的胶块进行清理，加快了胶块排出的效率，同时也避免了破碎机构卡

机而发生危险；所述传动齿轮34与一第二旋转电机的输出轴活动连接，所述第二旋转电机

固设于破碎腔3内壁上，第二旋转电机驱动传动齿轮34，所述传动齿轮34与传动齿331啮合

连接，传动齿轮34通过第二旋转电机驱动，从而使得传动齿轮34通过筛筒33上的传动齿331

带动筛筒33旋转，以便于较大的胶块掉落到刀盘上，从而对胶块进行二次破碎，使得破碎更

为彻底，同时便于胶块更有效的从网孔中排出去，大大提高了胶块生产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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