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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建施工分类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土建施工分类装置，通过两个半

滚轮不断对上振动板和下振动板的下底面不断

振动可以把筛选孔内的碎石子振动出来防止堵

塞，有利于提高筛选效果，包括支撑架，所述支撑

架的上端固定安装有收集仓，所述收集仓内设置

有分离装置，所述收集仓的右侧连通有破碎装

置，所述破碎装置的底部连通有研磨装置，所述

研磨装置的底部连通有分拣装置，所述分拣装置

的右侧连接有打包装置，通过破碎装置与研磨装

置之间的配合使用，可以把较大的石块进行破碎

和研磨碎，减少塑料垃圾对环境的污染；塑料垃

圾通过粉碎辊进行粉碎后进入打包装置内，通过

打包装置中的各个部件之间的配合使用可以很

好地把塑料垃圾进行打包回收，减少了环境污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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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建施工分类装置，包括支撑架（1），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1）的上端固定安装有

收集仓（2），所述收集仓（2）内设置有分离装置，所述收集仓（2）的右侧连通有破碎装置，所

述破碎装置的底部连通有研磨装置，所述研磨装置的底部连通有分拣装置，所述分拣装置

的右侧连接有打包装置；

所述打包装置包括固定安装在分拣装置右侧的打包仓（3），所述打包仓（3）的前后内侧

面之间固定安装有隔离板（4），所述打包仓（3）内设有位于隔离板（4）右侧的储存仓（401），

所述储存仓（401）的左侧后端面上转动安装有第一辊（5），所述储存仓（401）的内侧后端面

上转动安装有位于第一辊（5）右侧的第二辊（6），所述储存仓（401）的内侧后端面上转动安

装有位于第二辊（6）右侧的第三辊（7），所述储存仓（401）的内侧后端面上转动安装有位于

第三辊（7）下方的第四辊（8），所述储存仓（401）的内侧后端面上转动安装有位于第一辊（5）

下方的第五辊（9），所述储存仓（401）的内侧后端面上转动安装有位于第四辊（8）左侧的第

六辊（10），所述第一辊（5）、第五辊（9）、第二辊（6）、第六辊（10）、第四辊（8）、第三辊（7）依次

绕过安装有左传送带（11），所述储存仓（401）的前后之间转动安装有位于第六辊（10）左侧

的下卷动辊（12），所述储存仓（401）的前后之间转动安装有位于第五辊（9）与下卷动辊（12）

之间的上卷动辊（13），所述上卷动辊（13）同轴固定安装有位于打包仓（3）前侧面的上齿轮

（14），所述下卷动辊（12）同轴固定安装有位于打包仓（3）前侧面的且与上齿轮（14）啮合的

下齿轮（15）；

所述储存仓（401）的顶面前后之间分别对称安装有套筒（16），两个所述套筒（16）内分

别套设有套杆（17），两个所述套杆（17）的底部分别固定安装有套杆块（18），两个所述套杆

（17）上分别同轴套设有位于套杆块（18）与套筒（16）之间的下压缩弹簧（19），两个所述套杆

块（18）前后之间的左右两侧分别转动安装有位于第二带轮（6）下方的传送带（11）上的滑动

辊（2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土建施工分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打包仓（3）的内侧开设有

位于隔离板（4）左侧的入料仓（21），所述打包仓（3）顶端固定安装有支撑架（22），所述支撑

架（22）的顶端安装有上下滑动的滑动杆（23），所述滑动杆（23）的底端固定安装有弧形板

（24），所述弧形板（24）的底端固定安装有上下滑动在入料仓（21）内的送料板（25），所述支

撑架（22）上转动安装有位于且滑动在弧形板（24）上的摇柄（26），所述打包仓（3）的顶端转

动安装有两个相互啮合的且位于分拣装置右端的粉碎辊（27）。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土建施工分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仓（2）的左侧面上开

设有从上至下的两个出料口（28），所述分离装置包括是上振动板（29），位于上方的所述出

料口（28）内铰接有位于收集仓（2）内的上振动板（29），所述上振动板（29）内部右端的前后

侧面之间转动安装有上右转动辊（30），位于上方的所述出料口（28）内部左端的前后侧面之

间转动安装有上左转动辊（31），所述上右转动辊（30）与上左转动辊（31）之间安装有上传送

带（32），位于下方的所述出料口（28）内铰接有位于收集仓（2）内的下振动板（33），所述下振

动板（33）内部左端的前后面之间转动安装有下右转动辊（34），位于下方的所述出料口（28）

内部左端的的前后侧面之间转动安装有下左转动辊（35），所述下右转动辊（34）与下右转动

辊（35）之间安装有下传送带（36），所述上左转动辊（31）与下左转动辊（35）之间通过第一链

轮组连接，所述收集仓（2）的前侧内端分别转动安装有紧贴上振动板（29）和下振动板（33）

下底面的半滚轮（37），两个所述半滚轮（37）之间通过第二链轮组连接，位于上方所述的半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2371698 A

2



滚轮（37）与上左转动辊（31）之间通过第三链轮组连接；

所述支撑架（1）上固定安装有与收集仓（2）下端连通的圆形环（38），所述圆形环（38）的

底部转动安装有锥形斗（39），所述圆形环（38）内固定安装有紧贴锥形斗（39）内侧面的刮板

（40），所述锥形斗（39）同轴固定安装有齿环（41），所述支撑架（1）上转动安装有与齿环（41）

啮合的从动齿轮（42），所述支撑架（1）上转动安装有与从动齿轮（4）（2）啮合的主动齿轮

（43），所述主动齿轮（43）同轴固定安装有与第三链轮组啮合的下转动杆（44），所述收集仓

（2）的右侧内壁上铰接有缓冲板（45），所述缓冲板（45）的底面铰接有上下滑动在收集仓（2）

右侧内壁上的左连杆（46），所述收集仓（2）的右侧内壁上固定安装有位于左连杆（46）右端

底面的左压缩弹簧（47）。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土建施工分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1）的右端固定连

接有与收集仓（2）连通的且位于缓冲板（45）下方的接料框（48），所述破碎装置包括转动安

装在接料框（48）内的击碎板（49），所述接料框（48）的右侧内壁与击碎板（49）  之间铰接有

击碎连杆（50），所述研磨装置包括固定连通在接料框（48）的底部的研磨筒（51），所述研磨

筒（51）的内壁转动安装有研磨齿轮（52），所述研磨齿轮（52）的顶端固定安装有研磨锥辊

（53），所述研磨筒（51）的侧壁上转动安装有与研磨齿轮（52）啮合的研磨柱（54），所述击碎

板（49）的转动轴与研磨柱（54）之间通过第四链轮组连接，位于上方的所述半滚动轮（37）的

转动轴与击碎板（49）的转动轴之间通过第五链轮组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土建施工分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研磨筒（51）的下方放置有

分拣装置架（55），所述分拣装置架（55）上固定安装有左右方向的防尘框（56），所述分拣装

置包括转动安装在防尘框（56）内的滚筒（57），所述研磨筒（51）的下端固定连通有位于分拣

装置架（55）上的出料盘（507），所述滚筒（57）的左端转动安装在出料盘（507）上，所述滚桶

（57）的左端固定套设有滚桶齿轮（58），所述分拣装置架（55）上转动安装有与滚桶齿轮（58）

啮合的转动柱（5801），所述分拣装置架（55）上固定安装有套设在滚桶（57）右端上的且位于

粉碎辊（27）左侧的滚桶环（59），所述出料盘（507）与滚桶环（59）之间固定安装有位于滚桶

（57）内的固定板（60），所述固定板（60）  左端的前后面上分别转动安装有左清理链轮（61），

所述固定板（60）右侧的前后面上分别转动安装有右清理链轮（62），两个所述左清理链轮

（61）与两个所述右清理链轮（62）之间分别安装有清理链条（63），两个清理链条（63）上分别

安装有清理板（64），所述滚桶环（59） 上转动安装有清理杆（65）；

其中一个所述右清理链轮（62）的转动轴与清理杆（65）之间连接清理链条（66），所述分

拣装置架（55）上转动安装有与转动柱（5801）啮合的从动杆（67），所述从动杆（67）的上端与

清理杆（65）啮合连接，其中一个所述粉碎辊（27）的转动轴与清理杆（65）之间安装有粉碎辊

链条（68），所述摇柄（26）的转动轴与转动柱（5801）之间通过第六链轮组连接，所述分拣装

置架（55）的顶端固定安装有左电机（69），所述电机（69）与转动柱（5801）之间通过第七链条

连接,所述下齿轮（15）同轴连接右电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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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建施工分类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垃圾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土建施工分类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垃圾是指构造物在新建、改建、扩建和拆毁活动中产生的废弃物，但是由于建

筑工人在建筑工地上随意乱丢塑料袋类的垃圾，从而导致塑料垃圾难以处理，如果直接在

垃圾场焚烧则污染空气或者直接埋在地底下则污染土壤；随着工程建设的不断加快，建筑

垃圾的产生量也在高速增长，我国建筑垃圾的数量已占到城市垃圾总量的30％～40％，一

方面建筑垃圾对生活环境危害较大，另一方面建筑垃圾的循环再利用价值非常大，因此建

筑垃圾的循环再利用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和巨大的实用价值。

[0003] 但是，传统的分离设备在进行分选建筑垃圾时存在以下问题：

1、建筑垃圾在工地上存放久了上面会混合有塑料袋和塑料棉类垃圾，这对城市的建设

带来很大麻烦，并且塑料垃圾埋藏到地底下很难降解，现有的设备对建筑垃圾分类时不能

很好的处理；

2、针对建筑垃圾中的塑料垃圾，都是通过人工对塑料垃圾进行分拣，然后再对塑料垃

圾进行打包，但是这样的操作不但给工人带来很强的劳动劳累，而且相应的增加企业的人

工成本。

[0004] 因此，本发明提供土建施工分类装置来解决此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情况，为克服现有技术之缺陷，本发明提供土建施工分类装置，有效的解

决了现有设备不能对建筑垃圾做到很好分类处理以及造成人工成本的而提高的问题。

[0006] 土建施工分类装置，包括支撑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的上端固定安装有收集

仓，所述收集仓内设置有分离装置，所述收集仓的右侧连通有破碎装置，所述破碎装置的底

部连通有研磨装置，所述研磨装置的底部连通有分拣装置，所述分拣装置的右侧连接有打

包装置；

所述打包装置包括固定安装在分拣装置右侧的打包仓，所述打包仓的前后内侧面之间

固定安装有隔离板，所述打包仓内设有位于隔离板右侧的储存仓，所述储存仓的左侧后端

面上转动安装有第一辊，所述储存仓的内侧后端面上转动安装有位于第一辊右侧的第二

辊，所述储存仓的内侧后端面上转动安装有位于第二辊右侧的第三辊，所述储存仓的内侧

后端面上转动安装有位于第三辊下方的第四辊，所述储存仓的内侧后端面上转动安装有位

于第一辊下方的第五辊，所述储存仓的内侧后端面上转动安装有位于第四辊左侧的第六

辊，所述第一辊、第五辊、第二辊、第六辊、第四辊、第三辊依次绕过安装有左传送带，所述储

存仓的前后之间转动安装有位于第六辊左侧的下卷动辊，所述储存仓的前后之间转动安装

有位于第五辊与下卷动辊之间的上卷动辊，所述上卷动辊同轴固定安装有位于打包仓前侧

面的上齿轮，所述下卷动辊同轴固定安装有位于打包仓前侧面的且与上齿轮啮合的下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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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

所述储存仓的顶面前后之间分别对称安装有套筒，两个所述套筒内分别套设有套杆，

两个所述套杆的底部分别固定安装有套杆块，两个所述套杆上分别同轴套设有位于套杆块

与套筒之间的下压缩弹簧，两个所述套杆块前后之间的左右两侧分别转动安装有位于第二

带轮下方的传送带上的滑动辊。

[0007] 优选的，所述打包仓的内侧开设有位于隔离板左侧的入料仓，所述打包仓顶端固

定安装有支撑架，所述支撑架的顶端安装有上下滑动的滑动杆，所述滑动杆的底端固定安

装有弧形板，所述弧形板的底端固定安装有上下滑动在入料仓内的送料板，所述支撑架上

转动安装有位于且滑动在弧形板上的摇柄，所述打包仓的顶端转动安装有两个相互啮合的

且位于分拣装置右端的粉碎辊。

[0008] 优选的，所述收集仓的左侧面上开设有从上至下的两个出料口，所述分离装置包

括是上振动板，位于上方的所述出料口内铰接有位于收集仓内的上振动板，所述上振动板

内部右端的前后侧面之间转动安装有上右转动辊  ，位于上方的所述出料口内部左端的前

后侧面之间转动安装有上左转动辊，所述上右转动辊与上左转动辊之间安装有上传送带，

位于下方的所述出料口内铰接有位于收集仓内的下振动板，所述下振动板内部左端的前后

面之间转动安装有下右转动辊，位于下方的所述出料口内部左端的的前后侧面之间转动安

装有下左转动辊，所述下右转动辊与下右转动辊之间安装有下传送带，所述上左转动辊与

下左转动辊之间通过第一链轮组连接，所述收集仓的前侧内端分别转动安装有紧贴上振动

板和下振动板下底面的半滚轮，两个所述半滚轮之间通过第二链轮组连接，位于上方所述

的半滚轮与上左转动辊之间通过第三链轮组连接；

所述支撑架上固定安装有与收集仓下端连通的圆形环，所述圆形环的底部转动安装有

锥形斗，所述圆形环内固定安装有紧贴锥形斗内侧面的刮板，所述锥形斗同轴固定安装有

齿环，所述支撑架上转动安装有与齿环啮合的从动齿轮，所述支撑架上转动安装有与从动

齿轮啮合的主动齿轮，所述主动齿轮同轴固定安装有与第三链轮组啮合的下转动杆，所述

收集仓的右侧内壁上铰接有缓冲板，所述缓冲板的底面铰接有上下滑动在收集仓右侧内壁

上的左连杆，所述收集仓的右侧内壁上固定安装有位于左连杆右端底面的左压缩弹簧。

[0009] 优选的，所述支撑架的右端固定连接有与收集仓连通的且位于缓冲板下方的接料

框，所述破碎装置包括转动安装在接料框内的击碎板，所述接料框的右侧内壁与击碎板  之

间铰接有击碎连杆，所述研磨装置包括固定连通在接料框的底部的研磨筒，所述研磨筒的

内壁转动安装有研磨齿轮，所述研磨齿轮 的顶端固定安装有研磨锥辊，所述研磨筒的侧壁

上转动安装有与研磨齿轮啮合的研磨柱，所述击碎板的转动轴与研磨柱之间通过第四链轮

组连接，位于上方的所述半滚动轮的转动轴与击碎板的转动轴之间通过第五链轮组连接。

[0010] 优选的，所述研磨筒的下方放置有分拣装置架，所述分拣装置架上固定安装有左

右方向的防尘框，所述分拣装置包括转动安装在防尘框内的滚筒，所述研磨筒的下端固定

连通有位于分拣装置架上的出料盘，所述滚筒的左端转动安装在出料盘上，所述滚桶的左

端固定套设有滚桶齿轮，所述分拣装置架上转动安装有与滚桶齿轮啮合的转动柱，所述分

拣装置架上固定安装有套设在滚桶右端上的且位于粉碎辊左侧的滚桶环，所述出料盘与滚

桶环之间固定安装有位于滚桶内的固定板，所述固定板  左端的前后面上分别转动安装有

左清理链轮，所述固定板右侧的前后面上分别转动安装有右清理链轮，两个所述左清理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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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与两个所述右清理链轮之间分别安装有清理链条，两个清理链条上分别安装有清理板，

所述滚桶环 上转动安装有清理杆；

其中一个所述右清理链轮的转动轴与清理杆之间连接清理链条，所述分拣装置架上转

动安装有与转动柱啮合的从动杆，所述从动杆 的上端与清理杆啮合连接，其中一个所述粉

碎辊的转动轴与清理杆之间安装有粉碎辊链条，所述摇柄的转动轴与转动柱之间通过第六

链轮组连接，所述分拣装置架的顶端固定安装有左电机，所述电机与转动柱之间通过第七

链条连接,所述下齿轮同轴连接右电机。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在使用时通过两个半滚轮不断对上振动板和下振动板的下底面不断振动可以把筛选

孔内的碎石子振动出来从而防止堵塞，有利于提高筛选效果；通过破碎装置与研磨装置之

间的配合使用，可以把较大的石块进行破碎和研磨碎，有利于碎石块的分类；在使用时分拣

装置可以把塑料垃圾和建筑垃圾进行分选出来，有利于建筑垃圾的回收利于，减少塑料垃

圾对环境的污染；塑料垃圾通过粉碎辊进行粉碎后进入打包装置内，通过打包装置中的各

个部件之间的配合使用可以很好地把塑料垃圾进行打包回收，相应的减少了工人的劳累程

度，减少了环境污染。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立体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发明打包装置示意图一。

[0014] 图3为本发明打包装置示意图二。

[0015] 图4为本发明A处放大示意图。

[0016] 图5为本发明分离装置示意图一。

[0017] 图6为本发明粉碎辊示意图。

[0018] 图7为本发明分离装置示意图二。

[0019] 图8为本发明刮板示意图。

[0020] 图9为本发明从动齿轮示意图。

[0021] 图10为本发明破碎装置示意图。

[0022] 图11为本发明破碎装置剖面示意图。

[0023] 图12为本发明转动柱示意图。

[0024] 图13为本发明出料盘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有关本发明的前述及其他技术内容、特点与功效，在以下配合参考附图1至图13对

实施例的详细说明中，将可清楚的呈现。以下实施例中所提到的结构内容，均是以说明书附

图为参考。

[0026] 下面将参照附图描述本发明的各示例性的实施例。

[0027] 实施例一，土建施工分类装置，包括支撑架1，所述支撑架1的上端固定安装有收集

仓2，所述收集仓2的顶端固定连通有建筑垃圾放置斗，在使用时建筑垃圾可以通过建筑垃

放置斗进入收集仓2内，所述收集仓2内设置有分离装置，在使用时铲车可以把建筑垃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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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收集仓2内，这时分离装置可以先过滤比较小的颗粒，所述收集仓2的右侧连通有破碎装

置，待小颗粒被分离装置过滤完后，剩余的建筑垃圾进入到破碎装置内进行作破碎处理，大

石块被破碎装置打碎后变成小碎石块，同时会有一部分塑料垃圾被破碎，所述破碎装置的

底部连通有研磨装置，这时被破碎的碎石块和塑料垃圾进入到研磨装置内进行研磨处理，

这时研磨装置对碎石块进行研磨变成小碎石子，所述研磨装置的底部连通有分拣装置，研

磨后的小碎石子和塑料垃圾一同进入到分拣装置内进行分拣回收，所述分拣装置的右侧连

接有打包装置，这时塑料进入到打包装置内进行打包处理，通过上述的操作可以对建筑垃

圾进行分类回收，使建筑垃圾得到了进一步的在利用，相应的减少了资源的浪费。

[0028] 所述打包装置包括固定安装在分拣装置右侧的打包仓3，所述打包仓3的前后内侧

面之间固定安装有隔离板4，所述打包仓3内设有位于隔离板4右侧的储存仓401，所述储存

仓401上开设有出料门，所述储存仓401用来储存打包后的建筑垃圾，所述储存仓401的前后

侧面之间转动安装有第一辊5，所述储存仓401的前后侧面之间转动安装有位于第一辊5右

侧的第二辊6，所述第一辊5和第二辊6根据使用时选择合适型号，所述储存仓401的前后侧

面之间转动安装有位于第二辊6右侧的第三辊7，所述储存仓401的前后侧面之间转动安装

有位于第三辊7下方的第四辊8，所述第三辊7和第四辊8根据使用时选择合适型号，所述储

存仓401的前后侧面之间转动安装有位于第一辊5下方的第五辊9，所述储存仓401的前后侧

面之间转动安装有位于第四辊8左侧的第六辊10，所述第五辊9和第六辊10根据使用时选择

合适型号，所述第六辊10同轴固定安装位于打包仓3前侧面的第一齿轮，所述打包仓3的前

侧面上转动安装有与第一齿轮啮合的第二齿轮，如图2所示，所述第一辊5、第五辊9、第二辊

6、第六辊10、第四辊8、第三辊7上依次绕过有左传送带11，在使用时传送带11根据具体使用

时选择合适型号，所述传送带11的左右面均匀固定设有塑料摩擦筋，所述塑料摩擦筋根据

使用选择适合类型，所述塑料摩擦筋可以增大摩擦；

在使用时第一辊5的转动带着传送带11转动，这时传送带11同步带着第五辊9、第二辊

6、第六辊10、第四辊8、第三辊7转动，通过上述操作可使传送带11形成一个回路。

[0029] 所述储存仓401的前后侧面之间转动安装有位于第六辊10左侧的下卷动辊12，所

述下卷动辊12的表面均匀固定设置有下竖直筋，在使用时当垃圾进入到下卷动辊12的左侧

时，这时下卷动辊12可以带着下竖直筋转动，下竖直筋扒着把建筑垃圾输送到传送带11上，

所述储存仓401的前后侧面之间转动安装有位于第五辊9与下卷动辊12之间的上卷动辊13，

所述上卷动辊13表面均匀固定设置有上竖直筋，在使用时塑料垃圾进入到上卷动辊13左端

时，上卷动辊13带着上竖直筋转动，这时上竖直筋可以扒着塑料垃圾输送到进入到传送带

11上，所述上卷动辊13同轴固定安装有位于打包仓3前侧面的上齿轮14，所述下卷动辊12同

轴固定安装有位于打包仓3前侧面的且与上齿轮14啮合的下齿轮15，所述下齿轮15与第二

齿轮啮合连接，所述下齿轮15连接有驱动装置，所述驱动装置连接控制装置，所述控制装置

连接外部电源；

在使用时下齿轮15啮合着上齿轮14转动，这时下卷动辊12与上卷动辊13相互啮合把塑

料垃圾输送到传送带11的左侧面上，同时下齿轮15啮合第二齿轮转动，第二齿轮通过第一

齿轮带着第六辊10转动，这时传送带11向上运动，由于传送带11上设置有摩擦筋，这时传送

带11带着塑料垃圾向上运动，塑料垃圾进入到储存仓401内，通过上述操作可以对塑料垃圾

进行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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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储存仓401顶端的前后之间分别对称安装有套筒16，两个所述套筒16的顶端分别

固定安装在储存仓401的前后顶端上，两个所述套筒16内分别套设有套杆17，两个所述套杆

17分别可以在套管16 内上下滑动，两个所述套杆17的底部分别固定安装有套杆块18，两个

所述套杆17上分别同轴套设有位于套杆块18与套筒16之间的下压缩弹簧19，所述储存仓

401的后侧内壁上安装有限位装置，所述限位装置上安装有自锁装置，所述限位装置和自锁

装置根据使用时选择合适型号，所述储存仓401上安装有控制装置，所述自锁装置和限位装

置分别连接控制装置，所述控制装置连接外部电源，在使用时两个套杆块18可以分别压着

下压缩弹簧19  上下滑动，如图2所示，两个所述套杆块18的前后之间分别转动安装有位于

两个传送带11外侧的滑动辊20，所述传送带11的可以分别带着两个滑动辊20 转动；

在使用时塑料垃圾进入下卷动辊12和上卷动辊13的左侧时，这时控制装置控制下卷动

辊12转动，同时下卷动辊12分别带着上卷动辊13和第六辊10转动，下卷动辊12和上卷动辊

13相互啮合着塑料垃圾向右运动直至把塑料垃圾输送到传送带11的左侧面上，这时传送带

11带着塑料垃圾向上运动，直至塑料垃圾紧贴第五辊9与第六辊10之间的传送带11的左右

侧面上，由于两个滑动辊20分别对传送带11进行加紧，这时塑料垃圾的右侧面在传送带11

的左侧面转动，同时塑料垃圾的左侧面在传送带11的右侧面转动，这样经过塑料垃圾的不

停转动，这时塑料垃圾会形成一个塑料垃圾辊；

由于塑料的不停向上运动，垃圾辊会不断变大，这时塑料垃圾辊右端会顶着传送带11，

传送带11不断向储存仓401的右侧运动，同时塑料垃圾辊的上端分别顶着滑动辊20向上运

动，两个滑动辊20同步带着套杆块18压着下压缩弹簧19向上运动，当其中一个套杆块18触

碰到限位装置时，这时限位装置把电信号传送到控制装置，控制装置立即控制驱动装置停

止转动，同时控制装置控制自锁装置对其中一个套杆块18进行自锁，这时工作人员可以打

开出料门取出塑料垃圾辊，待塑料垃圾取出后关上出料门，启动控制装置控制着各个部件

恢复到初始状态，继续进行对塑料垃圾打包，通过上述各部件之间的相互配合，实现打包回

收的自动化，相比传统人工打包，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

[0030] 实施例二，在实施例一的基础上，所述打包仓3的内侧开设有位于隔离板4左侧的

入料仓21，所述入料仓21的上端开设有入料口，所述入料仓21的底部均匀开设有下灰尘孔，

在使用时一部分塑料垃圾带着碎石块通过入料口进入到入料仓21内，这时碎石块可以通过

下灰尘孔排到相应的回收装置内，方便后期回收处理，所述打包仓3顶端固定安装有支撑架

22，所述支撑架22的顶端安装有上下滑动的滑动杆23，所述滑动杆23可以在支撑架22上上

下滑动，所述滑动杆23的底端固定安装有弧形板24，所述弧形板24的前后面之间贯穿开设

有弧形槽，所述弧形板24的底端固定安装有上下滑动在入料仓21内的送料板25；

当塑料垃圾落到入料仓21上方入料口不下落时，这时送料板25可以把塑料垃圾推送到

入料仓21内的底部，使下卷动辊12和上卷动辊13可以啮合着塑料垃圾把垃圾输送到传送带

11上，所述支撑架22上转动安装有且滑动在弧形板24上的摇柄26，所述摇柄26的左端转动

安装在支撑架22上，所述摇柄26的右端前后滑动安装在弧形槽内，在使用时摇柄26的左端

可以在弧形槽内前后滑动形成前后往复运动，这时打包仓3的顶端转动安装有两个相互啮

合的且位于分拣装置右端的粉碎辊27，所述入料仓21的上端左侧且位于两个粉碎辊27的下

方开设有上灰尘孔，当从分拣装置内滚过的塑料垃圾带着碎石块落入到两个粉碎辊27上

时，这时两个粉碎辊27相互啮合，可以把塑料垃圾和碎石块碾碎，这时碾碎后的碎垃圾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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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入料仓21内进行打包回收，同时碎石块通过上灰尘孔落入到相应的回收装置内。

[0031] 实施例三，在实施例二的基础上，所述收集仓2的左侧面上开设有从上至下的两个

出料口28，所述收集仓2的左侧面上固定安装有分别与两个出料口28连通的导向管，所述分

离装置包括是上振动板29，所述上振动板29的为斜坡面形状，所述上振动板29为左端开口

的空腔结构，且上振动板29的上表面均匀开设有贯穿空腔的筛选孔，位于上方的所述出料

口28内铰接有位于收集仓2内的上振动板29，所述上振动板29的为斜坡面形状,所述上振动

板29的开口端铰接在上方的出料口28内，所述上振动板29内部左端的前后侧面之间转动安

装有上右转动辊30，位于上方的所述出料口28内部左端的前后侧面之间转动安装有上左转

动辊31，所述上右转动辊30与上左转动辊31之间安装有上传送带32，所述上左转动辊31通

过上传送带32带着上右转动辊30转动，所述上左转动辊31、上右转动辊30以及上传送带32

之间组成一个上传送带轮组，所述上左转动辊31和上右转动辊30根据需要选择合适型号，

位于下方的所述出料口28内铰接有位于收集仓2内的下振动板33，所述下振动板33的为斜

坡面形状，所述下振动板33为左端开口的空腔结构，且下振动板33的上表面均匀开设有贯

穿空腔的筛选孔，位于下方的所述出料口28内铰接有位于收集仓2内的下振动板33，所述收

集仓2的右侧面开设有与导向管下端连通的出石口，所述下振动板33的左侧内转动安装有

下右转动辊34，位于下方的所述出料口28的前后之间内转动安装有下左转动辊35，所述下

左转动辊35连接有驱动装置，所述驱动装置连接有控制装置，控制装置连接外部电源，所述

下左转动辊35和下右转动辊34根据需要选择合适型号，所述下右转动辊34与下右转动辊35

之间安装有下传送带36，所述下左转动辊35、下右转动辊34和下传送带36之间组成一个下

传送带轮组；

所述上左转动辊31与下左转动辊35之间通过第一链轮组连接，所述第一链轮组由两个

第一链轮和第一链条组成，所述其中一个第一链轮同轴固定安装在左转动辊31前侧转动轴

上，另一个第一链轮同轴固定安装在下左转动辊35的前侧转动轴上，两个第一链轮之间连

接有第一链条，所述收集仓2的前侧内端分别转动安装有紧贴上振动板29和下振动板33下

底面的半滚轮37，两个所述半滚轮37在转动时可以分别顶着上振动板29和下振动板33的下

表面做上下震动，两个所述半滚轮37之间通过第二链轮组连接，所述第二链轮组由两个第

二链轮和第二链条组成，其中一个第二链轮同轴固定安装在位于上方的半滚轮37的转动轴

上，所述另一个第二链轮同轴固定安装在位于半滚轮37的转动轴上，两个第二链轮之间连

接有第二链条，所述半滚轮37与上左转动辊31之间通过第三链轮连接，所述第三链轮由两

个第三链轮和第三链条组成，所述其中一个第三链轮同轴固定安装在位于上方的半滚轮37

的转动轴上，另一个第三链轮同轴固定安装在上左转动辊31的转动轴上，两个第三链轮之

间连接有第三链条；

所述支撑架1上固定安装有与收集仓2下端连通的圆形环38，所述圆形环38的底部转动

安装有锥形斗39，所述锥形斗的底面开设有通孔，所述导向管下端连通到锥形斗39内，所述

支撑架1的下端固定安装有位于锥形斗39下方出口的引流板，所述圆形环38内固定安装有

紧贴锥形斗39内侧面的刮板40，所述刮板40  用来清理粘在锥形斗39内表面的堆积的灰尘，

所述锥形斗39同轴固定安装有齿环41，所述支撑架1上转动安装有与齿环41啮合的从动齿

轮42，所述支撑架1上转动安装有与从动齿轮42啮合的主动齿轮43，所述主动齿轮43同轴固

定安装有与第三链轮组啮合的下转动杆44，所述下转动杆44的下端同轴固定安装在主动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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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43，所述下转动杆44的上端同轴固定安装有第一锥齿轮，其中一个第三链轮同轴固定安

装有与第一锥齿轮啮合的第二齿轮，所述收集仓2的右侧内壁上铰接有缓冲板45，所述缓冲

板45的底面铰接有上下滑动在收集仓2右侧内壁上的左连杆46，所述收集仓2的右侧内壁上

固定安装有位于左连杆46右端底面的左压缩弹簧47，所述左压缩弹簧47型号根据需要选择

合适型号；

在使用时首先启动驱动装置，驱动装置带着下传送带轮组转动，同时下传送带轮组通

过第一链轮组带着上传送带轮组转动，所述上传送带轮组通过第二链轮组带着位于上方的

半滚轮37转动，同时位于上方的半滚轮37通过第三链轮带着位于下方的半滚轮37转动，这

时两个半滚轮37分别不停对上振动板29和下振动板33的底部震动，同时第一链轮组带着下

转动杆44转动，下转动杆44带着主动齿轮43转动，主动齿轮43转动通过从动齿轮42带着齿

环41转动，齿环41带着锥形斗39转动；

这时铲车可以把建筑垃圾通过建筑垃圾放置斗倒入收集仓2内，首先建筑垃圾先落到

上振动板29上，这时由于位于上方的半滚轮37不停的对上振动板29进行震动，这时建筑垃

圾中的碎石块落入到上传送带轮组上表面上，碎石块通过上传送带轮组输送到导向管内，

从而滑落至锥形斗39，同时剩余的建筑垃圾随着上振动板29的斜坡渡滚落到缓冲板45上，

由于缓冲板45受到建筑垃圾的重量影响，这时缓冲板45的左端向下推着左连杆46向下滑

动，所述左连杆46的沿着收集仓2右端且压着左压缩弹簧47向下滑动；

同时建筑垃圾沿着缓冲板45的表面滚落到下振动板33上，这时建筑垃圾中的碎石块落

入到下传送带轮组上，从而落入到锥形斗39内，当锥形斗39的内表面堆积的灰尘时，这时从

动齿轮42通过齿环41带着锥形斗39转动，这时刮板40紧贴锥形斗39的内表面进行清理，这

时锥形斗39内的灰尘通过通孔落到引流板上，从而流落到相应的回收装置内，通过商住操

作，可以先对建筑垃圾中的碎石块进行过滤。

[0032] 实施例四，在实施例三的基础上，所述支撑架1的右端固定连接有与收集仓2连通

的且位于缓冲板45下方的接料框48，所述接料框48的内侧左端固定安装有左弧形板，所述

接料框48的入口端连通到出料口上，所述破碎装置包括转动安装在接料框48内的击碎板

49，所述击碎板49的左侧面设置为右弧形板，所述接料框48的右侧内壁与击碎板49  之间铰

接有击碎连杆50，所述研磨装置包括固定连通在接料框48的底部的研磨筒51，所述研磨筒

51的形状为梯形结构，所述研磨筒51的内壁上转动安装有研磨齿轮52，所述研磨筒51的内

壁上固定连接有固定板，所述固定板上转动安装有研磨齿轮52，所述研磨齿轮52 的顶端固

定安装有研磨锥辊53，所述研磨锥辊53固定安装位于研磨齿轮52中心一侧，所述研磨筒51

的侧壁上转动安装有与研磨齿轮52啮合的研磨柱54，所述击碎板49的转动轴与研磨柱54之

间通过第四链轮组连接，所述第四链轮组有两个第四链轮和第四链条组成，其中一个链轮

固定安装在研磨柱54上，另一个第四链轮固定安装在击碎板49的转动轴上，两个第四链轮

之间连接有第四链条，位于上方的所述半滚动轮37的转动轴与击碎板49的转动轴之间通过

第五链轮组连接，所述第五链轮组有两个第五链轮和第五链条组成，其中一个第五链轮固

定安装在位于上方所述的半滚动轮37的转动轴上，另一个第五链轮固定安装在击碎板49的

转动轴上，两个第五链轮之间连接有第五链条；

在使用时下振动板33上的垃圾通过出石口落入到接料框48内，这时由于击碎板49不停

左右摆动，这时击碎板49对建筑垃圾进行积压，积碎后的石块落入到研磨筒51内，同时研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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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52带着研磨锥辊53紧贴研磨筒51转动，进行对石块进行研磨，当建筑垃圾中的塑料袋

缠在研磨锥辊53时，可以通过人工拆除处理。

[0033] 实施例五，在实施例四的基础上，所述研磨筒51的下方放置有分拣装置架55，所述

分拣装置架55上固定安装有左右方向的防尘框56，所述防尘框56可以防止灰尘向外散落，

所述分拣装置包括转动安装在防尘框56内的滚筒57，所述分拣装置架55上开设有位于滚筒

57下方的碎石孔，所述滚筒57上均匀开设有筛选孔，所述筛选孔用来筛选建筑碎石块，所述

研磨筒51的下端固定连通有位于分拣装置架55上的出料盘507，所述研磨筒51的下端连通

有与出料盘507连通的弯管，所述滚筒57的左端转动安装在出料盘507上，所述滚桶57的左

端固定套设有滚桶齿轮58，所述分拣装置架55上转动安装有与滚桶齿轮58啮合的转动柱

5801，所述转动柱5801同轴固定安装有与滚桶齿轮58啮合的转动柱轮，所述分拣装置架55

上固定安装有套设在滚桶57右端上的且位于粉碎辊27左侧的滚桶环59；

所述滚筒57可以在滚桶环59内转动，所述出料盘507与滚桶环59之间固定安装有位于

滚桶57内的固定板60，所述固定板60  左端的前后面上分别转动安装有左清理链轮61，所述

固定板60右侧的前后面上分别转动安装有右清理链轮62，两个所述左清理链轮61与两个所

述右清理链轮62之间分别安装有清理链条63，两个清理链条63上分别安装有多个清理板

64，所述固定板60前后面上分别均匀固定设置有多个固定柱，多个所述固定柱上分别转动

安装有清理板64，两个所述清理链条63的前后面上分别固定安装有分别位于多个固定柱与

清理板64之间的扭簧，所述扭簧的型号根据需要选择，两个所述清理链条63的前后面上分

别固定安装有紧贴清理板64的固定柱，位于所述滚桶环59上转动安装有清理杆65，所述清

理杆65的前端固定安装有第三锥齿轮；

其中一个所述右清理链轮62的转动轴与清理杆65之间连接清理链条66，所述分拣装置

架55上转动安装有与转动柱5801啮合的从动杆67，所述转动柱5801同轴固定安装有蜗杆，

所述从动杆67同轴固定安装有与蜗杆啮合蜗轮，所述从动杆67 的上端与清理杆65啮合连

接，所述从动杆67的顶端固定安装有与第三锥齿轮啮合的第四锥齿轮，其中一个所述粉碎

辊27的转动轴与清理杆65之间安装有粉碎辊链条68，所述摇柄26的转动轴与转动柱5801之

间通过第六链轮组连接，所述分拣装置架55的顶端固定安装有左电机69，所述左电机69连

接控制装置，所述控制装置连接外部电源，所述左电机69的型号根据使用时选择合适型号，

所述电机69与转动柱5801之间通过第七链条连接,所述下齿轮15同轴连接右电机70，所述

右电机70连接控制装置，控制装置连接外部电源；

在使用时启动左电机69，这时研磨装置内的建筑垃圾通过弯管滑落到滚桶57内，这时

通过滚桶57的转动，滚桶57内的碎石块通过碎石孔落入到回收装置内，这时清理杆65通过

清理链条66分别带着其中一个所述右清理链轮62转动，这时两个所述右清理链轮62分别通

过清理链条63带着两个左清理链轮61转动，两个左清理链轮61转动分别带着清理板64移

动，多个所述清理板46分别碰到固定柱时，这时多个清理板46分别带着塑料垃圾向左波动，

当两个清理链条63继续向右转动时，这时多个清理板46脱离固定柱，同时受到扭簧的弹力，

把滚桶57内的塑料垃圾向右波动，同时可以塑料袋中的碎石块给震动掉，进而可以把塑料

垃圾给推到粉碎辊27上进行粉碎，通过上述操作可以把建筑垃圾和塑料分离，从而提高了

分离效率。

[003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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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时通过两个半滚轮不断对上振动板和下振动板的下底面不断振动可以把筛选

孔内的碎石子振动出来从而防止堵塞，有利于提高筛选效果；通过破碎装置与研磨装置之

间的配合使用，可以把较大的石块进行破碎和研磨碎，有利于碎石块的分类；在使用时分拣

装置可以把塑料垃圾和建筑垃圾进行分选出来，有利于建筑垃圾的回收利于，减少塑料垃

圾对环境的污染；塑料垃圾通过粉碎辊进行粉碎后进入打包装置内，通过打包装置中的各

个部件之间的配合使用可以很好地把塑料垃圾进行打包回收，相应的减少了工人的劳累程

度，减少了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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