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553740.6

(22)申请日 2016.12.1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855518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11.23

(62)分案原申请数据

201611134339.6 2016.12.10

(73)专利权人 乐清市风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325600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柳市镇

大兴西路29号

(72)发明人 不公告发明人　

(51)Int.Cl.

B02C 19/16(2006.01)

B02C 23/00(2006.01)

B08B 9/08(2006.01)

B08B 7/0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5289155 U,2016.06.08,

CN 205293739 U,2016.06.08,

CN 205293735 U,2016.06.08,

CN 105540084 A,2016.05.04,

审查员 刘琴

 

(54)发明名称

一种环保安全水泥仓清库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环保安全水泥仓清库机，

包括液压站、机架、减震机构、振动棒；所述液压

站下方设有机架，所述机架上部与推出机构通过

销轴活动链接，所述推出机构与顶出机构通过销

轴活动连接，所述顶出机构与机架下部通过销轴

活动连接，所述减震机构包括外壳、活塞杆、减震

弹簧、初级缓震弹簧、凸耳、支撑座；所述外壳一

侧设有凸耳，所述外壳下部设有支撑座，所述支

撑座与外壳、凸耳成Z型；所述外壳上盖与活塞杆

下端面之间设有初级缓震弹簧，所述活塞杆上端

面与外壳上盖之间设有减震弹簧，所述活塞杆与

振动棒通过销轴活动连接；所述振动棒与变速箱

通过软管连接；本发明实现机架360°旋转和振动

装置的前后摆动，自动化程度高，节约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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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环保安全水泥仓清库机，包括液压站、机架、减震机构、振动棒；其特征在于所述

液压站包括电机、变速箱、油泵、换向阀、电控阀、差速齿轮组，所述电机下方设有变速箱，所

述变速箱内部设有差速齿轮组，所述变速箱一侧设有电控阀，所述电控阀下方设有换向阀；

所述液压站下方设有机架，所述机架上部与推出机构通过销轴活动链接，所述推出机构与

顶出机构通过销轴活动连接，所述顶出机构与机架下部通过销轴活动连接，所述减震机构

包括外壳、活塞杆、减震弹簧、初级缓震弹簧、凸耳、支撑座；所述外壳一侧设有凸耳，所述凸

耳与支架通过销钉活动连接，所述支架与顶出机构通过销轴活动连接，所述外壳下部设有

支撑座，所述支撑座与顶出机构的活塞通过销轴活动连接；所述支撑座与外壳、凸耳成Z型；

所述外壳上盖与活塞杆下端面之间设有初级缓震弹簧，所述活塞杆上端面与外壳上盖之间

设有减震弹簧，所述活塞杆与振动棒通过销轴活动连接；所述活塞杆上端面与外壳上盖之

间设有防尘盖；所述振动棒与变速箱通过软管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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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保安全水泥仓清库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清仓机械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环保安全水泥仓清库机。

背景技术

[0002] 水泥仓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在重力作用下水泥相互挤压就会结块、凝聚，从而会使

水泥仓阻塞，容量减小，水泥难以从水泥仓中顺利取出，所以水泥仓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就需

要清理仓内结块的水泥，如采用人工清理，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危险程度相当高；如采用机

械设备清理，效率高，危险程度小，不过由于水泥仓内环境恶劣，无法观测，使得整个库壁内

表面上不可避免地凝结、粘挂了一层厚薄不均、坚硬程度不同的水泥石型的附着物，清理易

出现死角，若清理设备不能及时做出调整，清理设备易出现故障，影响清理效果；

[0003] 经检索公开号为203382006U的发明一种水泥仓清仓装置，包括用于储料的水泥

仓、置于水泥仓底端的出料仓，水泥仓内设置有通过绳索悬置、用于清除水泥仓内壁残留物

的震动机，震动机底端设置有呈半球形的缓冲体；绳索的上端与设置于水泥仓顶部的绞绳

器相连，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通过绳索控制振荡机移动难以操作，振荡机会在绳索末端无序

旋转，容易在工作过程中发生危险，造成人员或财产的损失，而且难以定点清理结块的水

泥，振荡机在结块水泥内部难以移动，清理效果非常差，发明人所公开的这种水泥仓清仓装

置，能够实现水泥仓内部的全面清理，只是一种任务的设想。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中不足，提供一种环保安全水泥仓清库机，可实现

机架360°旋转和振动装置的前后摆动，有效的将水泥仓内结块的水泥进行清理，有效减缓

振动棒对清库机的震动，消除了振动棒产生的高频振动波，保护了机架，延长了使用寿命。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环保安全水泥仓清库机，包括液压站、机架、减震机构、振动棒；所述液压站包

括电机、变速箱、油泵、换向阀、电控阀、差速齿轮组，所述电机下方设有变速箱，所述变速箱

内部设有差速齿轮组，所述变速箱一侧设有电控阀，所述电控阀下方设有换向阀；所述液压

站下方设有机架，所述机架上部与推出机构通过销轴活动链接，所述推出机构与顶出机构

通过销轴活动连接，所述顶出机构与机架下部通过销轴活动连接，所述减震机构包括外壳、

活塞杆、减震弹簧、初级缓震弹簧、凸耳、支撑座；所述外壳一侧设有凸耳，所述凸耳与支架

通过销钉活动连接，所述支架与顶出机构通过销轴活动连接，所述外壳下部设有支撑座，所

述支撑座与顶出机构的活塞通过销轴活动连接；所述支撑座与外壳、凸耳成Z型，当顶出机

构推动支撑座时，减震机构自动张开；所述外壳上盖与活塞杆下端面之间设有初级缓震弹

簧，消除振动棒产生的高频振动波，所述活塞杆上端面与外壳上盖之间设有减震弹簧，减缓

振动棒传递给机架的震动，消除振动棒产生的高频振动波，所述活塞杆与振动棒通过销轴

活动连接；所述振动棒与变速箱通过软管连接；电机通过变速箱减速带动振动棒震动，油泵

为推出机构和顶出机构提供动力，推出机构推动顶出机构绕机架下端的销轴旋转，从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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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棒前后摆动，调整振动棒的角度，顶出机构推动减震机构使振动棒张开闭合，增加清库

机的清库范围。

[0007] 优选的，所述液压站上方设有转盘，所述转盘包括吊环、盘体、接线口、齿轮、旋转

电连接器、电刷片、回转轴承，所述盘体上方设有回转轴承，所述回转轴承内部设有旋转电

连接器，所述旋转电连接器一侧设有电刷片，所述旋转电连接器一侧设有齿轮，所述齿轮与

回转轴承内齿连接，所述转盘顶部设有吊环，所述吊环一侧设有接线口，实现清库机360°旋

转，增加清库机的工作范围。

[0008] 优选的，所述活塞杆下端面与外壳下盖之间设有次级缓震弹簧，消除振动棒产生

的高频振动波，防止活塞杆与外壳下端面接触，延长减震机构的使用寿命。

[0009] 优选的，所述活塞杆上端面与外壳上盖之间设有防尘盖，防止水泥灰从活塞杆与

外壳上盖之间的间隙进入外壳内部，破坏减震机构。

[0010] 优选的，所述电机通过差速齿轮组给转盘、油泵、振动棒传动动力，实现一机多用

的功效，节约使用空间，设备轻便实用。

[0011]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有益效果表现在：

[0012] 1)清库机结构简单合理，可实现机架360°旋转和振动装置的前后摆动，粉碎水泥

仓内结块的水泥，可有效减缓清库手的震动，消除清库手的高频振动波；

[0013] 2)外壳上盖与活塞杆下端面之间设有初级缓震弹簧，活塞杆上端面与外壳上盖之

间设有减震弹簧，活塞杆下端面与外壳下盖之间设有次级缓震弹簧，多级缓冲减震装置，减

少机身的震动，消除振动棒传给机架的高频振动波，延长使用寿命；

[0014] 3)活塞杆上端面与外壳上盖之间设有防尘盖，防止水泥灰从活塞杆与外壳上盖之

间的间隙进入外壳内部，破坏减震机构，延长减震机构的使用寿命；

[0015] 4)变速箱一侧设有电控阀，电控阀下方设有换向阀，自动化程度高，有效避免工人

在恶劣环境下工作受到的威胁，节约人力物力。

附图说明

[0016] 附图1是本发明一种环保安全水泥仓清库机结构示意图；

[0017] 附图2是本发明一种环保安全水泥仓清库机转盘顶部结构示意图；

[0018] 附图3是本发明一种环保安全水泥仓清库机转盘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9] 附图4是本发明一种环保安全水泥仓清库机液压站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5是本发明一种环保安全水泥仓清库机液压站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6是本发明一种环保安全水泥仓清库机减震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7是本发明一种环保安全水泥仓清库机减震机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1-转盘、2-液压站、3-机架、4-软管、5-顶出机构、6-减震机构、7-振动棒、8-

推出机构、9-支架、101-吊环、102-接线口、103-盘体、104-旋转电连接器、105-电刷片、106-

齿轮、107-回转轴承、201-电机、202-变速箱、203-差速齿轮组、204-油泵、205-换向阀、206-

电控阀、301-外壳、302-次级缓震弹簧、303-活塞杆、304-初级缓震弹簧、305-减震弹簧、

306-支撑座、307-凸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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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方便本技术领域人员的理解，下面结合附图1-7，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一步具

体说明。

[0025] 一种环保安全水泥仓清库机，包括液压站2、机架3、减震机构6、振动棒7；所述液压

站2包括电机201、变速箱202、油泵204、换向阀205、电控阀206、差速齿轮组203，所述电机

201下方设有变速箱202，所述变速箱202内部设有差速齿轮组203，所述变速箱202一侧设有

电控阀206，所述电控阀206下方设有换向阀205；所述液压站2下方设有机架3，所述机架3上

部与推出机构8通过销轴活动链接，所述推出机构8与顶出机构5通过销轴活动连接，所述顶

出机构5与机架3下部通过销轴活动连接，所述减震机构6包括外壳301、活塞杆303、减震弹

簧305、初级缓震弹簧304、凸耳307、支撑座306；所述外壳301一侧设有凸耳307，所述凸耳

307与支架9通过销钉活动连接，所述支架9与顶出机构5通过销轴活动连接，所述外壳301下

部设有支撑座306，所述支撑座306与顶出机构5的活塞通过销轴活动连接；所述支撑座306

与外壳301、凸耳307成Z型，当顶出机构5推动支撑座306时，减震机构6自动张开；所述外壳

301上盖与活塞杆303下端面之间设有初级缓震弹簧304，消除振动棒7产生的高频振动波，

所述活塞杆303上端面与外壳301上盖之间设有减震弹簧305，减缓振动棒7传递给机架9的

震动，消除振动棒7产生的高频振动波，所述活塞杆303与振动棒7通过销轴活动连接；所述

振动棒7与变速箱202通过软管4连接；电机201通过变速箱202减速带动振动棒7震动，油泵

204为推出机构8和顶出机构5提供动力，推出机构8推动顶出机构5绕机架3下端的销轴旋

转，从而使振动棒7前后摆动，调整振动棒7的角度，顶出机构5推动减震机构6使振动棒7张

开闭合，增加清库机的清库范围。

[0026] 所述液压站2上方设有转盘1，所述转盘1包括吊环101、盘体103、接线口102、齿轮

106、旋转电连接器104、电刷片105、回转轴承107，所述盘体1上方设有回转轴承107，所述回

转轴承107内部设有旋转电连接器104，所述旋转电连接器104一侧设有电刷片105，所述旋

转电连接器104一侧设有齿轮106，所述齿轮106与回转轴承107内齿连接，所述转盘1顶部设

有吊环101，所述吊环101一侧设有接线口102，实现清库机360°旋转，增加清库机的工作范

围。

[0027] 所述活塞杆303下端面与外壳301下盖之间设有次级缓震弹簧302，消除振动棒7产

生的高频振动波，防止活塞杆303与外壳301下端面接触，延长减震机构6的使用寿命。

[0028] 所述活塞杆303上端面与外壳301上盖之间设有防尘盖，防止水泥灰从活塞杆303

与外壳301上盖之间的间隙进入外壳301内部，破坏减震机构6。

[0029] 一种环保安全水泥仓清库机的工作原理为：液压站2内部电机201带动转盘1转动

可使机架3进行360°旋转，油泵204加压使推出机构8推动顶出机构5绕机架3下端的销轴旋

转，从而使振动棒7前后摆动，调整振动棒7的角度，当顶出机构5推动支撑座306时，减震机

构6自动张开，电机通过差速齿轮组203将动力通过软管4传递给振动棒7，减震机构5的多级

缓震装置将振动棒7产生的高频振动波进行缓冲过滤，防止振动波危害清库机机身。

[0030] 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本发明的结构所作的举例和说明，所属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代，只要不偏离发明

的结构或者超越本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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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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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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