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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具有吸尘分选装置

的建筑垃圾开包机。该一种具有吸尘分选装置的

建筑垃圾开包机包括中空壳体的机箱，机箱左侧

设有进料口且下端设有出料口，机箱上端左侧设

有除尘口，进料口左侧连接倾斜设置的进料管下

端，进料管内安装有切割刀组件，吸尘组件包括

吸尘管、中间通管、旋风分离器、集尘部以及风

机，吸尘管垂直固定在机箱左侧上端且下端连通

除尘口，吸尘管上端通过中间通管连通旋风分离

器的进风口，旋风分离器的出风口连通风机，旋

风分离器的下出料口连通集尘部。本实用新型具

有自动化割包装袋，速度快，能够初步分选收集

粉尘，有助于保护工人健康的效果。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4页

CN 211893985 U

2020.11.10

CN
 2
11
89
39
85
 U



1.一种具有吸尘分选装置的建筑垃圾开包机，其特征在于，包括中空壳体的机箱(1)，

所述机箱(1)左侧设有进料口(11)且下端设有出料口(12)，所述机箱(1)上端左侧设有除尘

口(13)，所述进料口(11)左侧连接倾斜设置的进料管(3)下端，所述进料管(3)内安装有切

割刀组件(2)，

吸尘组件(01)包括吸尘管(4)、中间通管(5)、旋风分离器(6)、集尘部(7)以及风机(8)，

所述吸尘管(4)垂直固定在所述机箱(1)左侧上端且下端连通所述除尘口(13)，所述吸尘管

(4)上端通过所述中间通管(5)连通所述旋风分离器(6)的进风口，所述旋风分离器(6)的出

风口连通所述风机(8)，所述旋风分离器(6)的下出料口连通所述集尘部(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吸尘分选装置的建筑垃圾开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

吸尘管(4)包括大直径的主通管(41)，所述主通管(41)上端设有圆锥结构的增压管(42)，所

述增压管(42)上端为直联管(43)，所述直联管(43)和所述中间通管(5)直径相同；

所述吸尘管(4)下端设有连接法兰(44)，所述连接法兰(44)螺纹连接所述除尘口(13)

周围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吸尘分选装置的建筑垃圾开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

中间通管(5)和所述直联管(43)之间还通过一段波纹软管(011)相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吸尘分选装置的建筑垃圾开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

连接法兰(44)和所述除尘口(13)周围之间还设有密封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吸尘分选装置的建筑垃圾开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

进料管(3)包括倾斜设置的矩形管结构的本体(30)，所述本体(30)内中间设置一个输送隔

板(31)，所述输送隔板(31)从左上向右下倾斜设置，所述输送隔板(31)设有矩形状的刀孔

(311)，所述切割刀组件(2)安装在所述进料管(3)下表面，所述切割刀组件(2)的上端位于

所述刀孔(311)内。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具有吸尘分选装置的建筑垃圾开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

切割刀组件(2)包括圆柱刀辊(20)，所述圆柱刀辊(20)上设有若干个刀片(21)，所述刀片

(21)的切割刃高于所述刀孔(311)的距离为0-2mm。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具有吸尘分选装置的建筑垃圾开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

输送隔板(31)和所述进料口(11)之间的倾斜角度为45°。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吸尘分选装置的建筑垃圾开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

旋风分离器(6)的筒壁上方均布多干个喷淋器(9)。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吸尘分选装置的建筑垃圾开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

集尘部(7)为上端开口结构的收集斗(70)，所述收集斗(70)下端设有万向轮(71)且一侧设

有推手(72)。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吸尘分选装置的建筑垃圾开包机，其特征在于，所

述集尘部(7)为裙边皮带机，所述裙边皮带机一端位于所述旋风分离器(6)的下出料口且另

一端位于粉尘仓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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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吸尘分选装置的建筑垃圾开包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垃圾开包机，特别涉及一种具有吸尘分选装置的建筑垃圾开

包机。

背景技术

[0002] 在城市化以及新农村大规模建设中，建筑垃圾大规模产生，现有建筑垃圾处理都

是堆放处理，占用大量用地，而且影响城市规划，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出现了将建筑垃圾粉

碎以及分选，分类成为石料、制砖原料、钢筋件、薄膜件等，为了加工方便，采用包装袋将建

筑垃圾中转储存，因此，在加工之前，需要人工切割包装袋，其缺陷在于：其一，速度慢，效率

低，占用大量人工，难以使用大规模连续化生产；其二，工作环境较差，影响工人的健康；其

三，一些粉尘料混合在骨料中，在转移中会产生粉尘飞扬现象，不便于收集，且影响车间环

境。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或多个，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具有吸尘分选装置的建

筑垃圾开包机。

[0004]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方面，该一种具有吸尘分选装置的建筑垃圾开包机包括中

空壳体的机箱，机箱左侧设有进料口且下端设有出料口，机箱上端左侧设有除尘口，进料口

左侧连接倾斜设置的进料管下端，进料管内安装有切割刀组件，

[0005] 吸尘组件包括吸尘管、中间通管、旋风分离器、集尘部以及风机，吸尘管垂直固定

在机箱左侧上端且下端连通除尘口，吸尘管上端通过中间通管连通旋风分离器的进风口，

旋风分离器的出风口连通风机，旋风分离器的下出料口连通集尘部。其有益效果是：其一，

该装置实现了自动化割包装袋，速度快，效率高，适应大规模连续化生产；其二，自动化割包

装袋，减少了工人接触高危环境的场合，有助于保护工人健康；其三，采用吸尘组件对包装

袋破裂后的粉尘料进行初分选，建筑垃圾转化为无细微粉尘的骨料，在原料输送中无扬尘

产生，工厂环境良好，而且将粉尘料预分选，能够提高建筑垃圾的综合回收率，提高工业产

值。

[000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吸尘管包括大直径的主通管，主通管上端设有圆锥结构的增

压管，增压管上端为直联管，直联管和中间通管直径相同；

[0007] 吸尘管下端设有连接法兰，连接法兰螺纹连接除尘口周围上。

[000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中间通管和直联管之间还通过一段波纹软管相连通。

[000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连接法兰和除尘口周围之间还设有密封圈。

[001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进料管包括倾斜设置的矩形管结构的本体，本体内中间设置

一个输送隔板，输送隔板从左上向右下倾斜设置，输送隔板设有矩形状的刀孔，切割刀组件

安装在进料管下表面，切割刀组件的上端位于刀孔内。

[001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切割刀组件包括圆柱刀辊，圆柱刀辊上设有若干个刀片，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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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切割刃高于刀孔的距离为0-2mm。

[0012]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输送隔板)和进料口之间的倾斜角度为45°。

[001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旋风分离器的筒壁上方均布多干个喷淋器。

[001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集尘部为上端开口结构的收集斗，收集斗下端设有万向轮且

一侧设有推手。

[001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集尘部为裙边皮带机，裙边皮带机一端位于旋风分离器的下

出料口且另一端位于粉尘仓上方。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方式的一种具有吸尘分选装置的建筑垃圾开包机的示意

图；

[0017] 图2为图1所示切割刀组件以及进料管的放大示意图；

[0018] 图3为图1所示吸尘管以及波纹软管的放大示意图；

[0019] 图4为图1所示旋风分离器以及集尘部的放大示意图；

[0020] 机箱1，进料口11,出料口12，除尘口13，抬高架14，切割刀组件2，圆柱刀辊20，刀片

21，进料管3，本体30，输送隔板31，刀孔311，

[0021] 吸尘组件01，波纹软管011，吸尘管4，主通管41，增压管42，直联管43，连接法兰44，

中间通管5，旋风分离器6，集尘部7，收集斗70，万向轮71，推手72，风机8，喷淋器9。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需要说明的是，下面描述中使

用的词语“前”、“后”、“左”、“右”、“上”和“下”指的是附图中的方向，词语“内”和“外”分别指

的是朝向或远离特定部件几何中心的方向。

[0023] 图1至图4示意性地显示了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实施方式的一种具有吸尘分选

装置的建筑垃圾开包机。如图所示，该装置包括中空壳体的机箱1，机箱1左侧设有进料口11

且下端设有出料口12，机箱1上端左侧设有除尘口13，进料口11左侧连接倾斜设置的进料管

3下端，进料管3内安装有切割刀组件2，

[0024] 吸尘组件01包括吸尘管4、中间通管5、旋风分离器6、集尘部7以及风机8，吸尘管4

垂直固定在机箱1左侧上端且下端连通除尘口13，吸尘管4上端通过中间通管5连通旋风分

离器6的进风口，旋风分离器6的出风口连通风机8，旋风分离器6的下出料口连通集尘部7。

其有益效果是：其一，该装置实现了自动化割包装袋，速度快，效率高，适应大规模连续化生

产；其二，自动化割包装袋，减少了工人接触高危环境的场合，有助于保护工人健康；其三，

采用吸尘组件01对包装袋破裂后的粉尘料进行初分选，建筑垃圾转化为无细微粉尘的骨

料，在原料输送中无扬尘产生，工厂环境良好，而且将粉尘料预分选，能够提高建筑垃圾的

综合回收率，提高工业产值。

[0025] 优选的，吸尘管4包括大直径的主通管41，主通管41上端设有圆锥结构的增压管

42，增压管42上端为直联管43，直联管43和中间通管5直径相同；

[0026] 吸尘管4下端设有连接法兰44，连接法兰44螺纹连接除尘口13周围上。其有益效果

是：该设置的吸尘管4能够获得强大的气流，获得良好的吸尘效果，而且连接法兰44连接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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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长期使用无晃动现象。

[0027] 优选的，中间通管5和直联管43之间还通过一段波纹软管011相连通。其有益效果

是：波纹软管011能够防止吸尘管4和中间通管5之间的动态应力，防止长期使用产生连接螺

纹断裂或风管开裂现象，实现弹性连接。

[0028] 优选的，连接法兰44和除尘口13周围之间还设有密封圈。其有益效果是:密封圈能

够防止连接处的密封性，防止密封不良产生的压强损失以及气流损失。

[0029] 优选的，进料管3包括倾斜设置的矩形管结构的本体30，本体30内中间设置一个输

送隔板31，输送隔板31从左上向右下倾斜设置，输送隔板31设有矩形状的刀孔311，切割刀

组件2安装在进料管3下表面，切割刀组件2的上端位于刀孔311内。其有益效果是：该设置的

进料管3包装袋移动通畅，且能够有效保护切割刀组件2。

[0030] 优选的，切割刀组件2包括圆柱刀辊20，圆柱刀辊20上设有若干个刀片21，刀片21

的切割刃高于刀孔311的距离为0-2mm。其有益效果是：该设置的切割刀组件2切割包装袋迅

速，容易使包装袋破裂。

[0031] 优选的，输送隔板31和进料口11之间的倾斜角度为45°。

[0032] 优选的，旋风分离器6的筒壁上方均布多干个喷淋器9。其有益效果是：该设置能够

提高粉尘的回收效率。

[0033] 优选的，机箱1连接在抬高架14上，

[0034] 优选的，集尘部7为上端开口结构的收集斗70，收集斗70下端设有万向轮71且一侧

设有推手72。其有益效果是：该设置的收集70移动方便，结构简单，成本低。

[0035] 优选的，集尘部7为裙边皮带机，裙边皮带机一端位于旋风分离器6的下出料口且

另一端位于粉尘仓上方。其有益效果是：该设置的集尘部7移料迅速，不需要中停换集成装

置。

[0036]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创造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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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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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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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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