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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隧道施工用石块破碎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隧道施工用石块破碎装

置，包括处理箱，所述处理箱的两侧面均安装有

支撑板，所述支撑板下表面安装有支撑腿，所述

支撑腿的底部安装有方形的平衡垫板，所述处理

箱的上方设置有初步破碎机构，所述初步破碎机

构的底部通过导料管与处理箱的内部连通，所述

支撑板上设置有降尘机构，所述处理箱底部的内

壁上安装有三排加强杆，所述加强杆的顶端与斜

坡板固定连接，所述斜坡板安装在处理箱的内

部，所述斜坡板中部位置设置有漏板，所述漏板

上方设置有滚动破碎机构，所述处理箱的底部设

置有两个连通口和一个排料管。本发明在使用时

具备破碎率高，破碎效果好的优点，同时还避免

了一些石头破碎不了的问题，这样提高了工作的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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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隧道施工用石块破碎装置，包括处理箱(1)，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箱(1)的两侧

面均安装有支撑板(2)，所述支撑板(2)下表面安装有支撑腿(3)，所述支撑腿(3)的底部安

装有方形的平衡垫板(4)，所述处理箱(1)的上方设置有初步破碎机构(5)，所述初步破碎机

构(5)的底部通过导料管(15)与处理箱(1)的内部连通，所述支撑板(2)上设置有降尘机构

(6)，所述处理箱(1)底部的内壁上安装有三排加强杆(7)，所述加强杆(7)的顶端与斜坡板

(8)固定连接，所述斜坡板(8)安装在处理箱(1)的内部，所述斜坡板(8)中部位置设置有漏

板(9)，所述漏板(9)上方设置有滚动破碎机构(10)，所述处理箱(1)的底部设置有两个连通

口(11)和一个排料管(12)，所述处理箱(1)与连通口(11)对应的底部安装有排料箱(13)，所

述排料箱(13)的底部设置有布袋桶(14)；  所述降尘机构(6)包括一个设置在支撑板(2)上

的水箱(601)，所述水箱(601)的顶部设置有注水口(602)，所述水箱(601)与抽水管(603)连

通，所述抽水管(603)的一端与抽水泵(604)的抽水端连通，所述抽水泵(604)的排水端与排

水管(605)的一端连通，所述排水管(605)的另一端设置在处理箱(1)的内部并与喷管(606)

的一端连接，所述喷管(606)的另一端插入处理箱(1)的内部并与雾化喷头(607)连接；所述

初步破碎机构(5)包括一个安装在处理箱(1)上的破碎箱(501)，所述破碎箱(501)的上方设

置有进料口(502)，所述破碎箱(501)两侧均设置有电机箱(503)，所述电机箱(503)的内部

设置有通过安装杆(504)固定安装的一号电机(505)，所述一号电机(505)的转轴上固定安

装有转盘(506)，所述转盘(506)侧表面与推板(507)的表面接触，所述推板(507)的一侧安

装有活动杆(508)，所述活动杆(508)的一端穿过破碎箱(501)一侧的通孔并与位于破碎箱

(501)内部的破碎板(509)连接，所述破碎板(509)的一侧面分别设置有破碎齿(510)和破碎

柱(511)，所述破碎板(509)的另一侧安装有活动插杆(512)，所述活动插杆(512)的一端插

入平衡套管(513)的内部并与平衡套管(513)内部的缓冲弹簧(514)连接，所述平衡套管

(513)固定安装在破碎箱(501)的内壁上，所述活动杆(508)的表面套接有复位弹簧(515)，

所述复位弹簧(515)的两端分别与破碎板(509)和破碎箱(501)连接，所述破碎箱(501)的内

部设置有两个倾斜板(521)；所述破碎柱(511)的一端插入开设在破碎板(509)上的槽口

(516)内并与缓冲板(517)连接，所述缓冲板(517)的两端处均嵌有平滑套(518)，所述平滑

套(518)的内部套接有固定在槽口(516)内部的平滑导向杆(519)，所述缓冲板(517)的侧面

通过压簧(520)与槽口(516)的内壁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隧道施工用石块破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滚动破碎机

构(10)包括一个二号电机(101)，所述二号电机(101)安装在安装板(102)上，所述安装板

(102)固定安装在处理箱(1)的外表面，所述二号电机(101)的输出轴上安装有一号传动轮

(103)，所述一号传动轮(103)通过皮带(104)与二号传动轮(105)连接，所述二号传动轮

(105)安装在转动轴(106)上，所述转动轴(106)位于处理箱(1)内部的表面固定套接有转动

辊(107)，所述转动辊(107)的表面设置有锥形齿(108)。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隧道施工用石块破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斜坡板(8)

的倾斜角度为四十五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隧道施工用石块破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料管(6)

设置为倾斜的角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隧道施工用石块破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雾化喷头

(607)设置有两个，且两个雾化喷头(607)的朝向为漏板(9)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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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隧道施工用石块破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一号电机

(505)的转轴与转盘(506)的偏轴心处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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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隧道施工用石块破碎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隧道施工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隧道施工用石块破碎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隧道施工是为了可以打通山体来进行通车，而山体在实施隧道施工的时候会出现

大量的石头，而这些石头有些过大，在运出的时候很不方便，所需要对较大的石头进行破

碎，而目前现有的石头初步破碎机构，在使用的时候都是通过简单的挤压破碎，而这样的破

碎方式，会导致一些石头破碎不了，这样就降低了石头的破碎效率。

发明内容

[0003]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4]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隧道施工用石块破碎装置。

[0005] (二)技术方案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隧道施工用石块破碎装置，包括

处理箱，所述处理箱的两侧面均安装有支撑板，所述支撑板下表面安装有支撑腿，所述支撑

腿的底部安装有方形的平衡垫板，所述处理箱的上方设置有初步破碎机构，所述初步破碎

机构的底部通过导料管与处理箱的内部连通，所述支撑板上设置有降尘机构，所述处理箱

底部的内壁上安装有三排加强杆，所述加强杆的顶端与斜坡板固定连接，所述斜坡板安装

在处理箱的内部，所述斜坡板中部位置设置有漏板，所述漏板上方设置有滚动破碎机构，所

述处理箱的底部设置有两个连通口和一个排料管，所述处理箱与连通口对应的底部安装有

排料箱，所述排料箱的底部设置有布袋桶。

[0007] 所述降尘机构包括一个设置在支撑板上的水箱，所述水箱的顶部设置有注水口，

所述水箱与抽水管连通，所述抽水管的一端与抽水泵的抽水端连通，所述抽水泵的排水端

与排水管的一端连通，所述排水管的另一端设置在处理箱的内部并与喷管的一端连接，所

述喷管的另一端插入处理箱的内部并与雾化喷头连接。降尘机构在石头破碎时，通过控制

器启动抽水泵抽取水箱内部的水，然后通过排水管和喷管将水排出并通过雾化喷头将喷出

的水雾化喷出，从而对石头破碎时的粉尘进行降尘。

[0008] 优选的，所述初步破碎机构包括一个安装在处理箱上的破碎箱，所述破碎箱的上

方设置有进料口，所述破碎箱两侧均设置有电机箱，所述电机箱的内部设置有通过安装杆

固定安装的一号电机，所述一号电机的转轴上固定安装有转盘，所述转盘侧表面与推板的

表面接触，所述推板的一侧安装有活动杆，所述活动杆的一端穿过破碎箱一侧的通孔并与

位于破碎箱内部的破碎板连接，所述破碎板的一侧面分别设置有破碎齿和破碎柱，所述破

碎板的另一侧安装有活动插杆，所述活动插杆的一端插入平衡套管的内部并与平衡套管内

部的缓冲弹簧连接，所述平衡套管固定安装在破碎箱的内壁上，所述活动杆的表面套接有

复位弹簧，所述复位弹簧的两端分别与破碎板和破碎箱连接，所述破碎箱的内部设置有两

个倾斜板。初步破碎机构，通过控制器启动一号电机，使一号电机带动转盘进行转动，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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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在转动的时候推动推板，推板对活动杆进行推动，这样活动杆上的破碎板会推动破碎齿

和破碎柱进行活动并对石头进行破碎，而缓冲弹簧对破碎板起到了缓冲的作用，而复位弹

簧可以使活动柱进行复位，从而使活动柱进行往复运动。

[0009] 优选的，所述破碎柱的一端插入开设在破碎板上的槽口内并与缓冲板连接，所述

缓冲板的两端处均嵌有平滑套，所述平滑套的内部套接有固定在槽口内部的平滑导向杆，

所述缓冲板的侧面通过压簧与槽口的内壁连接。破碎柱在对石头进行破碎的时候，缓冲板

和压簧可以对破碎柱产生一个缓冲的力，这样可以避免破碎柱强行破碎而损坏破碎柱的问

题，而平滑套和平滑导向杆可以使缓冲板平稳的进行缓冲。

[0010] 优选的，所述滚动破碎机构包括一个二号电机，所述二号电机安装在安装板上，所

述安装板固定安装在处理箱的外表面，所述二号电机的输出轴上安装有一号传动轮，所述

一号传动轮通过皮带与二号传动轮连接，所述二号传动轮安装在转动轴上，所述转动轴位

于处理箱内部的表面固定套接有转动辊，所述转动辊的表面设置有锥形齿。滚动破碎机构，

通过控制器启动二号电机，二号电机上的一号传动轮通过皮带带动二号传动轮进行转动，

从而与二号传动轮连接的转动轴会带动转动辊进行转动，使转动辊上的锥形齿对石头进行

破碎。

[0011] 优选的，所述斜坡板的倾斜角度为四十五度。将斜坡板设置为倾斜四十五度，可以

使落下的石块可以实现滚动滑落。

[0012] 优选的，所述导料管设置为倾斜的角度。将导料管设置为倾斜的角度可以将石块

导向斜坡板的上部，这样可以增加石头的滚动速度。

[0013] 优选的，所述雾化喷头设置有两个，且两个雾化喷头的朝向为漏板的方向。雾化喷

头朝向漏板可以对溅起的粉尘进行降尘。

[0014] 优选的，所述一号电机的转轴与转盘的偏轴心处固定连接。通过将转盘的偏轴心

处与一号电机的转轴连接，从而可以使转盘在转动的时候出现不规则的转动，从而推动推

板。

[0015] (三)有益效果

[001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隧道施工用石块破碎装置，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17] 1、本发明在使用时具备破碎率高，破碎效果好的优点，同时还避免了一些石头破

碎不了的问题，这样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0018] 2、本发明通过初步破碎机构的设置，具备了初步破碎的优点，这样可以提高石头

的破碎效果，而通过初步破碎机构上的破碎柱的设置，可以通过破碎柱上的触尖对石头进

行挤压，而碎柱上的触尖可以增大压强，从而使石头可以快速的破碎，这样解决了单独使用

破碎齿而导致破碎不了的问题，同时初步破碎机构采用一号电机带动转盘驱动的方式，这

样代替了液压驱动的方式，这样就解决了液压在维护时比较严格和发生故障不易查修的问

题。

[0019] 3、本发明的滚动破碎机构，在初步破碎机构将石头初步破碎之后，通过导料管将

石块排下，可以通过滚动破碎机构对初步破碎机构破碎之后的石头进行再次破碎，这样可

以使石头破碎的更彻底，同时避免了有较大的石头存在的问题。

[0020] 4、本发明的降尘机构，能够处理石头在破碎的时候所产生的粉尘，具备降尘的优

点，避免了粉尘飘散而加重隧道内的空气污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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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的初步破碎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图3的A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发明平衡套管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6] 图中：1处理箱、2支撑板、3支撑腿、4平衡垫板、5初步破碎机构、501破碎箱、502进

料口、503电机箱、504安装杆、505一号电机、506转盘、507推板、508活动杆、509破碎板、510

破碎齿、511破碎柱、512活动插杆、513平衡套管、514缓冲弹簧、515复位弹簧、516槽口、517

缓冲板、518平滑套、519平滑导向杆、520压簧、521倾斜板、6降尘机构、601水箱、602注水口、

603抽水管、604抽水泵、605排水管、606喷管、607雾化喷头、7加强杆、8斜坡板、9漏板、10滚

动破碎机构、101二号电机、102安装板、103一号传动轮、104皮带、105二号传动轮、106转动

轴、107转动辊、108锥形齿、11连通口、12排料管、13排料箱、14布袋桶、15导料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请参阅图1-5，一种隧道施工用石块破碎装置，包括处理箱1，处理箱1的两侧面均

安装有支撑板2，支撑板2下表面安装有支撑腿3，支撑腿3的底部安装有方形的平衡垫板4，

处理箱1的上方设置有初步破碎机构5，初步破碎机构5的底部通过导料管6与处理箱1的内

部连通，支撑板2上设置有降尘机构6，处理箱1底部的内壁上安装有三排加强杆7，加强杆7

的顶端与斜坡板8固定连接，斜坡板8安装在处理箱1的内部，斜坡板8中部位置设置有漏板

9，漏板9上方设置有滚动破碎机构10，处理箱1的底部设置有两个连通口11和一个排料管

12，处理箱1与连通口11对应的底部安装有排料箱13，排料箱13的底部设置有布袋桶14。降

尘机构6包括一个设置在支撑板2上的水箱601，水箱601的顶部设置有注水口602，水箱601

与抽水管603连通，抽水管603的一端与抽水泵604的抽水端连通，抽水泵604的排水端与排

水管605的一端连通，排水管605的另一端设置在处理箱1的内部并与喷管606的一端连接，

喷管606的另一端插入处理箱1的内部并与雾化喷头607连接。初步破碎机构5包括一个安装

在处理箱1上的破碎箱501，破碎箱501的上方设置有进料口502，破碎箱501两侧均设置有电

机箱503，电机箱503的内部设置有通过安装杆504固定安装的一号电机505，一号电机505的

转轴上固定安装有转盘506，转盘506侧表面与推板507的表面接触，推板507的一侧安装有

活动杆508，活动杆508的一端穿过破碎箱501一侧的通孔并与位于破碎箱501内部的破碎板

509连接，破碎板509的一侧面分别设置有破碎齿510和破碎柱511，破碎板509的另一侧安装

有活动插杆512，活动插杆512的一端插入平衡套管513的内部并与平衡套管513内部的缓冲

弹簧514连接，平衡套管513固定安装在破碎箱501的内壁上，活动杆508的表面套接有复位

弹簧515，复位弹簧515的两端分别与破碎板509和破碎箱501连接，破碎箱501的内部设置有

两个倾斜板521，倾斜板521可以防止石块堆积。破碎柱511的一端插入开设在破碎板509上

的槽口516内并与缓冲板517连接，缓冲板517的两端处均嵌有平滑套518，平滑套518的内部

套接有固定在槽口516内部的平滑导向杆519，缓冲板517的侧面通过压簧520与槽口516的

内壁连接。滚动破碎机构10包括一个二号电机101，二号电机101安装在安装板102上，安装

板102固定安装在处理箱1的外表面，二号电机101的输出轴上安装有一号传动轮103，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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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动轮103通过皮带104与二号传动轮105连接，二号传动轮105安装在转动轴106上，转动轴

106位于处理箱1内部的表面固定套接有转动辊107，转动辊107的表面设置有锥形齿108。斜

坡板8的倾斜角度为四十五度。导料管15设置为倾斜的角度。雾化喷头607设置有两个，且两

个雾化喷头607的朝向为漏板9的方向。一号电机505的转轴与转盘506的偏轴心处固定连

接。

[0028] 本发明的实施方案是，通过控制器启动一号电机505，使一号电机505带动转盘506

进行转动，使转盘506在转动的时候推动推板507，推板807对活动杆508进行推动，然后将石

头从进料口502处投入破碎箱501中，这样活动杆508上的破碎板509会推动破碎齿510和破

碎柱511进行活动并对石头进行破碎，而在破碎板509上的破碎齿510和破碎柱511对石块进

行破碎的时候，活动插杆512会在平衡套管513进行活塞运动，并通过缓冲弹簧514进行缓冲

来保护破碎板509，破碎柱511在对石头进行破碎的时候，缓冲板517和压簧520可以对破碎

柱511产生一个缓冲的力，这样可以避免破碎柱511强行破碎而损坏破碎柱511的问题，而平

滑套518和平滑导向杆519可以使缓冲板517平稳的进行缓冲，石头在经过破碎箱501中破碎

之后，通过导料管15将破碎一次的石块导向处理箱1中的斜坡板8的上方，石块会在斜坡板8

上滚动，同时启动二号电机101，二号电机101上的一号传动轮103通过皮带104带动二号传

动轮105进行转动，从而与二号传动轮105连接的转动轴106会带动转动辊107进行转动，这

样转动辊107上的锥形齿108会对滚落下来的石头进行再次破碎，同时启动抽水泵604对水

箱601内部的水抽取，然后通过排水管605和喷管606将水排出并通过雾化喷头607将喷出的

水雾化喷出，从而对石头破碎时的粉尘进行降尘，石块在通过转滚辊107破碎之后滚落进排

料管12中排出，而通过雾化的粉尘可以通过漏板9落下，并通过连通口11落入排料箱13中，

在通过布袋桶14将粉尘排出。

[0029] 上述技术方案仅体现了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优选技术方案，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对其中某些部分所可能做出的一些变动均体现了本发明的原理，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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