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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砂石破碎刷洗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建筑砂石破碎刷洗装置，

包括处理箱、加热室、电加热器、水箱、进水管、破

碎箱、破碎辊、破碎齿、喷水管、吸尘器、回流管、

刷洗箱、筛板、凸轮、出水管和导板，所述的加热

室内安装电加热器，加热室底端通过第一输料管

与破碎箱连通，处理箱顶端设有水箱，处理箱内

安装吸尘器，破碎箱底端最低端通过第二输料管

与刷洗箱连通，刷洗箱顶端安装烘干器，滤水板

一端与刷洗箱内壁铰接，滤水板另一端下方设有

升降杆，刷洗箱侧壁设有出砂管，清洗棍外壁均

匀设有毛刷，刷洗箱底端倾斜设有导板，导板最

低端设有出水管。本发明保证环保性，对的砂石

进行刷洗，节省资源和成本，结构简单，使用方

便，利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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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砂石破碎刷洗装置，包括处理箱（2）、加热室（3）、电加热器（4）、水箱（5）、进

水管（6）、破碎箱（7）、破碎辊（9）、破碎齿（10）、喷水管（11）、吸尘器（13）、回流管（15）、刷洗

箱（16）、烘干器（17）、清洗棍（18）、滤水板（20）、出砂管（21）和导板（23），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处理箱（2）底端设有万向轮（1），处理箱（2）顶端设有进料管，处理箱（2）内设有加热室

（3），加热室（3）与进料管连通，加热室（3）内安装电加热器（4），加热室（3）底端通过第一输

料管（8）与破碎箱（7）连通，破碎箱（7）内设有多组破碎辊（9），破碎辊（9）中心轴与外部电机

连接，破碎辊（9）外壁均匀设有破碎齿（10），处理箱（2）顶端设有水箱（5），水箱（5）顶端设有

进水管（6），水箱（5）底端通过喷水管（11）与破碎箱（7）顶端连通，喷水管（11）上安装加压泵

（12），处理箱（2）内安装吸尘器（13），吸尘器（13）进口端与破碎箱（7）连接，破碎箱（7）底端

倾斜设置，破碎箱（7）底端最低端通过第二输料管（24）与刷洗箱（16）连通，刷洗箱（16）顶端

安装烘干器（17），滤水板（20）一端与刷洗箱（16）内壁铰接，滤水板（20）另一端边下方设有

升降杆（25），刷洗箱（16）侧壁设有出砂管（21），刷洗箱（16）内活动设有清洗棍（18），清洗棍

（18）中心轴与外部电机连接，清洗棍（18）外壁均匀设有毛刷（19），刷洗箱（16）底端倾斜设

有导板（23），  导板（23）最低端设有出水管（22），出水管（22）与回流管（15）一端连通，回流

管（15）另一端与水箱（5）上端侧壁连接，回流管（15）上安装回流泵（1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砂石破碎刷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万向轮（1）上设

有手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砂石破碎刷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加热室（3）内设

有保温内胆。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砂石破碎刷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加热器（4）与

外部电源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砂石破碎刷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加热室（3）底端

倾斜设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砂石破碎刷洗装置，所述的喷水管（11）上设有控制阀。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砂石破碎刷洗装置，所述的多组破碎辊（9）上的破碎齿

（10）相互咬合设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砂石破碎刷洗装置，出砂管（21）设置在滤水板（20）一端

与刷洗箱（16）连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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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砂石破碎刷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建筑机械领域，具体是一种建筑砂石破碎刷洗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房地产取得飞速发展和巨大成就的10年。自1998年中国住房制度改革以来，

正式确立了房地产的全面市场化方向，计划和分配时代长期积聚的需求得到了极大释放，

加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市化步伐的迈进，推动了中国房地产业的大发展，房地产规

模和建筑面积逐年递增。同时，房地产市场逐步形成、完善和成熟，当前的房地产业已经发

展成为包含土地、建筑、交易和金融服务的多链条、多部门的重要产业，同时房地产的投资

和投机属性也已充分的显现和发挥作用。未来10年后，房地产的发展空间依然很大，中国的

城市化比率和国外相差甚远，房地产仍然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因此建筑相关的

机械设备仍然有很大发展空间，需求的数量和质量也越来越多。破碎机是生产建筑施工原

材料的重要设备，砂石破碎机砂石破碎机性能  利用挤压、劈裂、弯曲、冲击、碾压等方法，将

大块岩石破碎成碎块的机械。建筑时需要多种砂石特别是混泥土的制备，需要大量的砂石

砂石，单纯的自然界的产出已远远不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砂石避免残留的污泥等影响使

用，影响建筑效果。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建筑砂石破碎刷洗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

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建筑砂石破碎刷洗装置，包括处理箱、加热室、电加热器、水箱、进水管、破碎

箱、破碎辊、破碎齿、喷水管、吸尘器、回流管、刷洗箱、烘干器、清洗棍、滤水板、出砂管和导

板，所述的处理箱底端设有万向轮，处理箱顶端设有进料管，处理箱内设有加热室，加热室

与进料管连通，加热室内安装电加热器，加热室底端通过第一输料管与破碎箱连通，破碎箱

内设有多组破碎辊，破碎辊中心轴与外部电机连接，破碎辊外壁均匀设有破碎齿，处理箱顶

端设有水箱，水箱顶端设有进水管，水箱底端通过喷水管与破碎箱顶端连通，喷水管上安装

加压泵，处理箱内安装吸尘器，吸尘器进口端与破碎箱连接，破碎箱底端倾斜设置，破碎箱

底端最低端通过第二输料管与刷洗箱连通，刷洗箱顶端安装烘干器，滤水板一端与刷洗箱

内壁铰接，滤水板另一端边下方设有升降杆，刷洗箱侧壁设有出砂管，刷洗箱内活动设有清

洗棍，清洗棍中心轴与外部电机连接，清洗棍外壁均匀设有毛刷，刷洗箱底端倾斜设有导

板，导板最低端设有出水管，出水管与回流管一端连通，回流管另一端与水箱上端侧壁连

接，回流管上安装回流泵。

[0006]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的万向轮上设有手刹。

[0007]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的加热室内设有保温内胆。

[0008]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的电加热器与外部电源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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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的加热室底端倾斜设置。

[0010]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的喷水管上设有控制阀。

[0011]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的多组破碎辊上的破碎齿相互咬合设置。

[0012]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的出砂管设置在滤水板一端与刷洗箱连接处。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万向轮方便装置移动，省时省力，

通过进料管将大块的砂石或石块投入，通过电加热器对其高温加热，利于后续的砂石破碎，

加热室内的内胆起到保温的作用，同时减少热量的损失，提高热量的利用率，通过破碎辊带

动破碎齿转动，将预热的砂石或石块破碎成更细小颗粒的砂石，利于不同建筑的原料使用，

进水管方便进水，在破碎箱中破碎辊破碎完成后，通过开启喷水管和加压泵将水箱中的水

加压加速喷出，清洗破碎辊和破碎齿同时方便破碎后的砂石混合中水流出，同时降低破碎

辊和破碎齿 的温度，避免温度太高影响元件老化，提高使用寿命，通过吸尘器将破碎箱中

破碎时产生的粉尘颗粒吸走，避免产生PM2.5等空气污染，保证环保性，通过滤水板将砂石

中的水排出，通过烘干器将砂石表面残留的水渍烘干，利于砂石后续的使用，完成后通过升

降杆将滤水板一端抬起，砂石通过滤水板滑落从出砂管排出，利于使用，通过清洗棍转动带

动毛刷方便对砂石表面进行刷洗，利于除去砂石表面的残留物，  通过回流泵和回流管将分

离出来的水回流到水箱中循环使用，节省资源和成本，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利于推广。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建筑砂石破碎刷洗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建筑砂石破碎刷洗装置中破碎辊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建筑砂石破碎刷洗装置中清洗棍的连接示意图。

[0017] 图中：1、万向轮，2、处理箱，3、加热室，4、电加热器，5、水箱，6、进水管，7、破碎箱，

8、第一输料管，9、破碎辊，10、破碎齿，11、喷水管，12、加压泵，13、吸尘器，14、回流泵，15、回

流管，16、刷洗箱，17、烘干器，18、清洗棍，19、毛刷，20、滤水板，21、出砂管，22、出水管，23、

导板，24、第二输料管，25、升降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专利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地说明。

[0019] 请参阅图1-3，一种建筑砂石破碎刷洗装置，包括处理箱2、加热室3、电加热器4、水

箱5、进水管6、破碎箱7、破碎辊9、破碎齿10、喷水管11、吸尘器13、回流管15、刷洗箱16、烘干

器17、清洗棍18、滤水板20、出砂管21和导板23，所述的处理箱2底端设有万向轮1，万向轮1

上设有手刹，万向轮1方便装置移动，省时省力，处理箱2顶端设有进料管，处理箱2内设有加

热室3，加热室3与进料管连通，加热室3内安装电加热器4，加热室3内设有保温内胆，电加热

器4与外部电源连接，通过进料管将大块的砂石或石块投入，通过电加热器4对其高温加热，

加热室3内的内胆起到保温的作用，同时减少热量的损失，提高热量的利用率，加热室3底端

倾斜设置，加热室3底端通过第一输料管8与破碎箱7连通，破碎箱7内设有多组破碎辊9，破

碎辊9中心轴与外部电机连接，破碎辊9外壁均匀设有破碎齿10，多组破碎辊9上的破碎齿10

相互咬合设置，通过破碎辊9带动破碎齿10转动，将预热的砂石或石块破碎成更细小颗粒的

砂石，利于不同建筑的原料使用，处理箱2顶端设有水箱5，水箱5顶端设有进水管6，水箱5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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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通过喷水管11与破碎箱7顶端连通，喷水管11上安装加压泵12，喷水管11上设有控制阀，

进水管6方便进水，在破碎箱7中破碎辊9破碎完成后，通过开启喷水管11和加压泵12将水箱

5中的水加压加速喷出，清洗破碎辊9和破碎齿10同时方便破碎后的砂石混合中水流出，同

时降低破碎辊9和破碎齿10 的温度，避免温度太高影响元件老化，提高使用寿命，处理箱2

内安装吸尘器13，吸尘器13进口端与破碎箱7连接，通过吸尘器13将破碎箱7中破碎时产生

的粉尘颗粒吸走，避免产生PM2.5等空气污染，保证环保性，破碎箱7底端倾斜设置，方便砂

石的排出，破碎箱7底端最低端通过第二输料管24与刷洗箱16连通，刷洗箱16顶端安装烘干

器17，滤水板20一端与刷洗箱16内壁铰接，滤水板20另一端边下方设有升降杆25，刷洗箱16

侧壁设有出砂管21，出砂管21设置在滤水板20一端与刷洗箱16连接处，通过滤水板20将砂

石中的水排出，通过烘干器17将砂石表面残留的水渍烘干，利于砂石后续的使用，完成后通

过升降杆25将滤水板20一端抬起，砂石通过滤水板20滑落从出砂管21排出，利于使用，刷洗

箱16内活动设有清洗棍18，清洗棍18中心轴与外部电机连接，清洗棍18外壁均匀设有毛刷

19，通过清洗棍18转动带动毛刷19方便对砂石表面进行刷洗，利于除去砂石表面的残留物，

刷洗箱16底端倾斜设有导板23，导板23最低端设有出水管出水管22，出水管出水管22与回

流管15一端连通，回流管15另一端与水箱5上端侧壁连接，回流管15上安装回流泵14，通过

第一筛板17和第二筛板19将砂石分级筛选出来，水流清洗后的不同砂石排出，对不同颗粒

大小的砂石做不同用途，方便使用，  通过回流泵14和回流管15将分离出来的水回流到水箱

5中循环使用，节省资源和成本。

[0020]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本发明万向轮方便装置移动，省时省力，通过进料管将大块

的砂石或石块投入，通过电加热器对其高温加热，利于后续的砂石破碎，加热室内的内胆起

到保温的作用，同时减少热量的损失，提高热量的利用率，通过破碎辊带动破碎齿转动，将

预热的砂石或石块破碎成更细小颗粒的砂石，利于不同建筑的原料使用，进水管方便进水，

在破碎箱中破碎辊破碎完成后，通过开启喷水管和加压泵将水箱中的水加压加速喷出，清

洗破碎辊和破碎齿同时方便破碎后的砂石混合中水流出，同时降低破碎辊和破碎齿 的温

度，避免温度太高影响元件老化，提高使用寿命，通过吸尘器将破碎箱中破碎时产生的粉尘

颗粒吸走，避免产生PM2.5等空气污染，保证环保性，通过滤水板将砂石中的水排出，通过烘

干器将砂石表面残留的水渍烘干，利于砂石后续的使用，完成后通过升降杆将滤水板一端

抬起，砂石通过滤水板滑落从出砂管排出，利于使用，通过清洗棍转动带动毛刷方便对砂石

表面进行刷洗，利于除去砂石表面的残留物，  通过回流泵和回流管将分离出来的水回流到

水箱中循环使用，节省资源和成本。

[0021] 上面对本专利的较佳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专利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

式，在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专利宗旨的前提下

做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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