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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煤炭样品筛分器，属于

检验取样工具。煤炭样品筛分器，包括底座、振动

机、筛分箱，筛分箱通过弹簧设置在底座上年，振

动机设置在筛分箱内，振动机震动带动筛分箱同

步振动，筛分箱设有倾斜的下层滑道，下层滑道

上方设有网格筛，网格筛与下层滑道同时倾斜设

置，网格筛的最高处上方设置进料斗，网格筛的

最下方端设出料滑道，下层滑道的末端设置多分

器，多分器内设置均分布置的多分通道，多分通

通道下端根据多分通道数量等分比例通入不同

样品箱。本发明的优点在于：采用振动筛分，筛分

规格能够根据需要控制，筛选效率高；筛选后的

煤样直接等份分开，达到的取样要求；设备体积

小，能够方便移动转移，适合移动取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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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煤炭样品筛分器，其特征是，包括底座（3）、振动机（2）、筛分箱（1），筛分箱（1）通

过弹簧设置在底座（3）上年，振动机（2）设置在筛分箱（1）内，振动机（2）震动带动筛分箱（1）

同步振动，筛分箱（1）设有倾斜的下层滑道（4），下层滑道（4）上方设有网格筛（5），网格筛

（5）与下层滑道（4）同时倾斜设置，网格筛（5）的最高处上方设置进料斗，网格筛（5）的最下

方端设出料滑道（8），下层滑道（4）的末端设置多分器（6），多分器（6）内设置均分布置的多

分通道，多分通通道下端根据多分通道数量等分比例通入不同样品箱（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煤炭样品筛分器，其特征是，多分器（6）为二分器，二分器包括

进料口，进料口底端设置等距的隔板，相邻隔板下方设倾斜的坡道，坡道与两侧隔板组成二

分通道，相邻二分通道的坡道倾斜方向相反，两组二分通道的下部分别设置样品箱（7）。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煤炭样品筛分器，其特征是，所述底座（3）包括矩形框架和万

向轮，万向轮设置在矩形框架的底部四角位置，矩形框架的上侧面设有四组竖向的上部开

口的弹簧腔筒，所述弹簧下端固定在弹簧腔筒内并从上部开口漏出，筛分箱（1）下底面设置

四组下部开口的弹簧腔筒，弹簧上端固定于筛分箱（1）下底面的弹簧腔筒内。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煤炭样品筛分器，其特征是，所述筛分箱（1）内的两侧面设置

网格筛固定槽（101），网格筛（5）两侧设置在网格筛固定槽（101）内可拔插拆卸。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煤炭样品筛分器，其特征是，所述筛分箱（1）的箱壁上设有贯

通的竖向调节槽（102），竖向调节槽（102）处于下层滑道（4）上方，调节槽（102）内设有多个

固定螺孔（103），网格筛固定槽（101）的两侧设有调节螺孔（104），螺栓从调节槽（102）上固

定螺孔（103）穿过固定于网格筛固定槽（101）的两侧调节螺孔（104）内，调节螺栓在调节槽

（102）内螺孔高度位置实现调整网格筛固定槽（101）位置，改变网格筛（5）相对下层滑道（4）

间高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煤炭样品筛分器，其特征是，所述多分器（6）和样品箱（7）设置

在底座（3）的一端，筛分箱（1）设置在底座（3）的另一端。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煤炭样品筛分器，其特征是，所述振动机包括振动架、电机、凸

轮组成，振动架固定在筛分箱内，电机固定在振动架上，凸轮通过转轴设置在凸轮架上，转

轴与电机的输出轴之间设置传动系统，电机旋转通过传动系统带动凸轮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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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样品筛分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煤炭样品筛分器，属于检验取样工具。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的煤炭生产销售价格与煤炭品质挂钩，在煤炭生产方及购买方，需要对煤炭

品质进行严格检测，来确定煤炭价格及是否达到购销合同要求。

[0003] 在对煤炭进行批量检验时，需要对煤炭进行取样，煤炭本身重量体积大，同一煤矿

内煤层质量也可能存在不同，这就需要合适的煤炭取样及分样工具，以保证检测的煤炭取

样符合要求。

[0004] 煤炭检测取样后采取人工筛分规格，劳动量大，筛分后还要进行等分取用，单次取

样筛分过程麻烦，缺少合适的筛分机器。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一种煤炭样品筛分器，解决煤炭样品筛选及等分取样问题。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煤炭样品筛分器，包括底座、振动机、筛分箱，筛分箱通过弹簧设置在底座上年，振

动机设置在筛分箱内，振动机震动带动筛分箱同步振动，筛分箱设有倾斜的下层滑道，下层

滑道上方设有网格筛，网格筛与下层滑道同时倾斜设置，网格筛的最高处上方设置进料斗，

网格筛的最下方端设出料滑道，下层滑道的末端设置多分器，多分器内设置均分布置的多

分通道，多分通通道下端根据多分通道数量等分比例通入不同样品箱。

[0008] 作为优选，多分器为二分器，二分器包括进料口，进料口底端设置等距的隔板，相

邻隔板下方设倾斜的坡道，坡道与两侧隔板组成二分通道，相邻二分通道的坡道倾斜方向

相反，两组二分通道的下部分别设置样品箱。

[0009] 作为优选，所述底座包括矩形框架和万向轮，万向轮设置在矩形框架的底部四角

位置，矩形框架的上侧面设有四组竖向的上部开口的弹簧腔筒，所述弹簧下端固定在弹簧

腔筒内并从上部开口漏出，筛分箱下底面设置四组下部开口的弹簧腔筒，弹簧上端固定于

筛分箱下底面的弹簧腔筒内。

[0010] 作为优选，所述筛分箱内的两侧面设置网格筛固定槽，网格筛两侧设置在网格筛

固定槽内可拔插拆卸。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筛分箱的箱壁上设有贯通的竖向调节槽，竖向调节槽处于下层滑

道上方，调节槽内设有多个螺孔，网格筛固定槽的两侧设有固定螺孔，螺栓从调节槽上螺孔

穿过固定于网格筛固定槽的两侧固定螺孔内，调节螺栓在调节槽内螺孔高度位置实现调整

网格筛固定槽位置，改变网格筛相对下层滑道间高度。

[0012] 作为优选，所述多分器和样品箱设置在底座的一端，筛分箱设置在底座的另一端。

[0013] 作为优选，振动机包括振动架、电机、凸轮组成，振动架固定在筛分箱内，电机固定

在振动架上，凸轮通过转轴设置在凸轮架上，转轴与电机的输出轴之间设置传动系统，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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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通过传动系统带动凸轮转动。

[0014]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15] 1)采用振动筛分，筛分规格能够根据需要控制，筛选效率高；

[0016] 2)筛选后的煤样直接等份分开，达到的取样要求；

[0017] 3)设备体积小，能够方便移动转移，适合移动取样要求。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侧面结构图，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图，

[0020]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多分器的俯视图，

[0021]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多分器的侧面剖切图，

[0022]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调节槽的结构图。

[0023] 附图标记：

[0024] 1、筛分箱，2、振动机，3、底座，4、下层滑道，5、网格筛，6、多分器，7、样品箱，8、出料

滑道，9、万向轮，10、矩形框，11、弹簧，12、进料斗，13、透明窗，14、把手，101、网格筛固定槽，

102、调节槽，103、固定螺孔，104、调节螺孔，105、螺栓，201、电机，202、传动系统，203、凸轮，

204、凸轮架，601、隔板，602、坡道，603、二分通道，604、挡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对本发明的具体结构进行进一步的说明：

[0026] 本实用新型煤炭样品筛分器，结构如图1所示，包括底座3、振动机2、筛分箱1。

[0027] 筛分箱1通过弹簧设置在底座3上年，振动机2设置在筛分箱1内，振动机2震动带动

筛分箱1同步振动。

[0028] 底座3具体结构为，其包括矩形框架和万向轮，万向轮设置在矩形框架的底部四角

位置，矩形框架的上侧面设有四组竖向的上部开口的弹簧腔筒，所述弹簧下端固定在弹簧

腔筒内并从上部开口漏出，筛分箱1下底面设置四组下部开口的弹簧腔筒，弹簧上端固定于

筛分箱1下底面的弹簧腔筒内。

[0029] 振动机结构包括振动架、电机、凸轮组成，振动架固定在筛分箱内，电机固定在振

动架上，凸轮通过转轴设置在凸轮架上，转轴与电机的输出轴之间设置传动系统，电机旋转

通过传动系统带动凸轮转动。

[0030] 振动机电机旋转带动凸轮旋转，凸轮由于重心偏离转轴，凸轮转动中带动振动架

周期摆动，振动架带动筛分箱周期摆动，实现振动要求。

[0031] 筛分功能由筛分箱1实现，筛分箱结构设有倾斜的下层滑道4，下层滑道4上方设有

网格筛5，网格筛5与下层滑道4同时倾斜设置，网格筛5的最高处上方设置进料斗，网格筛5

的最下方端设出料滑道8，下层滑道4的末端设置多分器6，多分器6内设置均分布置的多分

通道，多分通通道下端根据多分通道数量等分比例通入不同样品箱7。多分器6和样品箱7设

置在底座3的一端，筛分箱1设置在底座3的另一端。

[0032] 筛分箱1内的两侧面设置网格筛固定槽101，网格筛5两侧设置在网格筛固定槽101

内可拔插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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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网格筛固定槽101高度可调节，具体设置方式为，筛分箱1的箱壁上设有贯通的竖

向调节槽102，竖向调节槽102处于下层滑道4上方，调节槽102内设有多个固定螺孔103，网

格筛固定槽101的两侧设有调节螺孔104，螺栓从调节槽102上固定螺孔103穿过固定于网格

筛固定槽101的两侧调节螺孔104内，调节螺栓在调节槽102内螺孔高度位置实现调整网格

筛固定槽101位置，改变网格筛5相对下层滑道4间高度。

[0034] 筛分箱1的网格筛上部箱体设置观察口，观察口上设置玻璃窗，玻璃窗上设置在把

手，玻璃窗直接放置在该观察口上，可取清洗。玻璃观察窗能够观察筛分状态0。

[0035] 多分器6可以将小粒径煤炭均匀分成数份。本专利实施方案为二等均分，因此设定

为二分器。二分器包括进料口，进料口底端设置等距的隔板，相邻隔板下方设倾斜的坡道，

坡道与两侧隔板组成三角形状的二分通道，相邻二分通道的坡道倾斜方向相反，同一二分

通道的两侧隔板竖向边缘上部设置挡板，挡板能够遮挡下落的煤矿，最终煤矿从二分通道

的下部出口掉落进样品箱，避免由于反弹抛洒不能有效收集。两组二分通道的下部分别设

置对应的样品箱7。

[0036] 底座上设置二分器固定架，包括支撑二分期底部的横杆和矩形框，矩形框的中部

长度方向设置所述横杆，二分器放置在矩形框内，且底部的三角形槽横跨在横杆上，二分器

两侧的二分通道的下部出口朝向样品箱内。

[0037] 本装置工作过程，启动振动机的电机，电机旋转带动凸轮转动，凸轮偏心摆动将偏

心晃动传递给筛分箱，筛分箱震动。将取样的每块从进料斗投入，每块落入网格筛上，网格

筛随着筛分箱有规律的震动，煤块在网格筛上震动，粒径小于网格栅网孔尺寸则落入下层

通道内，粒径大于网格栅网孔尺寸，这随着网格筛表面滑落至出料滑道并流出。出料滑道出

口收集的煤块粒径大，不用于进行检测检验，直接进行运回输送设备

[0038] 小粒径煤矿井下层滑道下滑，进入二分器内，由于二分器内的二分通道入口及尺

寸平均设置，小粒径煤矿随机进入各个二分通道内，相邻二分器的出口通入不同的样品箱，

实现将筛选小粒径后的煤块二等分，然后随机选择进行下一步的检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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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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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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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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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5 页

9

CN 211756767 U

9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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