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1381605.4

(22)申请日 2018.11.2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604154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4.12

(73)专利权人 江西绿川生物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 344100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抚北工

业园区

(72)发明人 吴斌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龙图腾专利代理有限公

司 44541

代理人 廉莹

(51)Int.Cl.

B07B 1/34(2006.01)

B07B 1/04(2006.01)

B07B 1/42(2006.01)

B07B 1/52(2006.01)

B07B 1/46(2006.01)

B07B 9/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7744945 A,2018.03.02

CN 207493819 U,2018.06.15

CN 108188014 A,2018.06.22

CN 207385944 U,2018.05.22

CN 204486253 U,2015.07.22

CN 207287989 U,2018.05.01

GB 2199772 A,1988.07.20

审查员 马玉芹

 

(54)发明名称

一种化工原料的振动式筛选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化工原料的振动式筛选

装置，包括筛选腔体、第一滤网板、集料腔、第二

滤网板、电机、转动轴和冲击杆，所述筛选腔体两

侧嵌入设置有安装槽，安装槽之间连接设置有第

一滤网板，电机输出端通过联轴器和转动轴连接

传动，转动轴末端通过连杆连接设置有冲击杆，

转动轴外围焊接设置有不完全齿轮，不完全齿轮

外围连接设置有摆动框，摆动框左端焊接设置有

滑动杆，滑动杆活动贯穿筛选腔体左壁，滑动杆

末端连接设置有毛刷杆。本发明通过冲击杆不断

和第一滤网板接触产生第一滤网板抖动，从而提

高筛选效率，通过毛刷杆水平往复和第二滤网板

贴合接触，从而提高第二滤网板通过效率，并有

效避免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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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化工原料的振动式筛选装置，包括筛选腔体（1）、第一滤网板（5）、集料腔（10）、

第二滤网板（11）、电机（16）、转动轴（17）和冲击杆（20），所述筛选腔体（1）两侧嵌入设置有

安装槽（4），所述安装槽（4）之间连接设置有第一滤网板（5），所述第一滤网板（5）下端和所

述安装槽（4）内底部之间连接设置有支撑弹簧（6），所述筛选腔体（1）左侧铆接设置有集料

腔（10），所述集料腔（10）上端铆接设置有第二滤网板（11），电机（16）输出端通过联轴器和

所述转动轴（17）连接传动，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动轴（17）末端通过连杆（19）连接设置有冲

击杆（20），所述转动轴（17）外围焊接设置有不完全齿轮（18），所述不完全齿轮（18）外围连

接设置有摆动框（21），所述摆动框（21）左端焊接设置有滑动杆（12），所述滑动杆（12）活动

贯穿所述筛选腔体（1）左壁，所述滑动杆（12）末端连接设置有毛刷杆（13），所述毛刷杆（13）

下端和所述第二滤网板（11）上表面活动贴合，所述电机（16）外壳铆接固定在所述筛选腔体

（1）前侧外壁，所述转动轴（17）转动连接在所述筛选腔体（1）前侧外壁，所述不完全齿轮

（18）为具有一半轮齿的不完全齿轮，所述摆动框（21）内上下两侧对称设有和所述不完全齿

轮（18）啮合传动的轮齿，所述连杆（19）焊接固定在所述转动轴（17）末端，所述连杆（19）末

端通过铰接方式转动连接设置有冲击杆（20），所述冲击杆（20）活动贯穿导料底板（8）向上

延伸，所述冲击杆（20）上端设有橡胶半圆凸起，所述橡胶半圆凸起和所述第一滤网板（5）下

表面活动贴合，所述滑动杆（12）末端两侧对称焊接设置有转动销（14），所述毛刷杆（13）上

端中部两侧对称焊接设置有安装板（15），所述转动销（14）末端分别和两侧的所述安装板

（15）转动连接，所述转动销（14）和所述安装板（15）之间连接有扭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化工原料的振动式筛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筛选腔体

（1）上端焊接设置有进料斗（2），所述进料斗（2）为漏斗状结构，所述筛选腔体（1）右侧内壁

上端焊接设置有导料板（3），所述筛选腔体（1）右壁的所述安装槽（4）位于所述筛选腔体（1）

左壁的所述安装槽（4）下侧，所述筛选腔体（1）右壁贯穿连接设置有排杂管道（7），所述排杂

管道（7）出料端和位于所述筛选腔体（1）右壁的所述安装槽（4）上端相对齐，位于所述筛选

腔体（1）右壁的所述安装槽（4）下方设置有导料底板（8），所述导料底板（8）表面左侧向下倾

斜，所述导料底板（8）焊接固定在所述筛选腔体（1）内壁，所述筛选腔体（1）左壁贯穿设置有

导料孔（9），所述导料孔（9）和所述导料底板（8）左端对齐，所述导料孔（9）位于所述第二滤

网板（11）上方，所述第二滤网板（11）表面镶嵌有多个永磁体。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化工原料的振动式筛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料板

（3）左端向下倾斜呈45°，所述导料板（3）左端位于所述第一滤网板（5）左部上方。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化工原料的振动式筛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滤网

板（5）末端和所述安装槽（4）滑动配合，所述第一滤网板（5）右端向下倾斜呈15°，所述第一

滤网板（5）边缘和所述筛选腔体（1）内壁滑动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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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化工原料的振动式筛选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化工原料筛选领域，具体是一种化工原料的振动式筛选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化工产品在加工生产过程中需要用到多种原料，有的原料在加工之间不能直接使

用，有时候需要考虑原料的尺径，有时候是因为原料粗糙，加工时掺杂有大尺径的杂质，因

此在原料使用前需要经过筛选。

[0003] 现有技术中，多数的筛分装置筛分效率相对较低，而且很多粉料在筛选过程中，很

容易堵塞滤网的网眼，这样在长时间使用时，很容易因堵塞而影响到筛分效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化工原料的振动式筛选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

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化工原料的振动式筛选装置，包括筛选腔体、第一滤网板、集料腔、第二滤网

板、电机、转动轴和冲击杆，所述筛选腔体两侧嵌入设置有安装槽，所述安装槽之间连接设

置有第一滤网板，所述第一滤网板下端和所述安装槽内底部之间连接设置有支撑弹簧，所

述筛选腔体左侧铆接设置有集料腔，所述集料腔上端铆接设置有第二滤网板，电机输出端

通过联轴器和所述转动轴连接传动，所述转动轴末端通过连杆连接设置有冲击杆，所述转

动轴外围焊接设置有不完全齿轮，所述不完全齿轮外围连接设置有摆动框，所述摆动框左

端焊接设置有滑动杆，所述滑动杆活动贯穿所述筛选腔体左壁，所述滑动杆末端连接设置

有毛刷杆，所述毛刷杆下端和所述第二滤网板上表面活动贴合。

[0007]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筛选腔体上端焊接设置有进料斗，所述进料斗为

漏斗状结构，所述筛选腔体右侧内壁上端焊接设置有导料板，所述导料板左端向下倾斜呈

45°，所述导料板左端和所述第一滤网板左部相对应，所述筛选腔体右壁的所述安装槽位于

所述筛选腔体左壁的所述安装槽下侧，所述第一滤网板末端和所述安装槽滑动配合，所述

第一滤网板右端向下倾斜呈15°，所述第一滤网板边缘和所述筛选腔体内壁滑动配合，所述

筛选腔体右壁贯穿连接设置有排杂管道，所述排杂管道末端和位于所述筛选腔体右壁的所

述安装槽上端相对齐，位于所述筛选腔体右壁的所述安装槽下方设置有导料底板，所述导

料底板表面左侧向下倾斜，所述导料底板焊接固定在所述筛选腔体内壁，所述筛选腔体左

壁贯穿设置有导料孔，所述导料孔和所述导料底板左端对齐，所述导料孔位于所述第二滤

网板上方，所述第二滤网板表面镶嵌有多个永磁体。

[0008]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电机外壳铆接固定在所述筛选腔体前侧外壁，所

述转动轴转动连接在所述筛选腔体前侧外壁，所述不完全齿轮为具有一半轮齿的不完全齿

轮，所述摆动框内上下两侧对称设有和所述不完全齿轮啮合传动的轮齿，所述连杆焊接固

定在所述转动轴末端，所述连杆末端通过铰接方式转动连接设置有冲击杆，所述冲击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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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贯穿所述导料底板向上延伸，所述冲击杆上端设有橡胶半圆凸起，所述橡胶半圆凸起和

所述第一滤网板下表面活动贴合。

[0009]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滑动杆末端两侧对称焊接设置有转动销，所述毛

刷杆上端中部两侧对称焊接设置有安装板，所述转动销末端分别和两侧的所述安装板转动

连接，所述转动销和所述安装板之间连接有扭簧。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使用时启动电机带动转动轴转动，转动轴

通过连杆带动冲击杆进行垂直的往复运动，冲击杆在垂直往复运动时不断的冲击第一滤网

板下端，从而使第一滤网板通过支撑弹簧的弹性配合在安装槽中不断抖动，化工物料通过

进料斗落到导料板的表面，被导流到第一滤网板左侧落下，这样经过第一滤网板的筛选能

够将符合标准的漏下并通过导料底板导流经过导料孔排出，而第一滤网板的不断抖动能够

提高过筛效率，不符合标准的也不会积留在第一滤网板表面，在抖动过程中可以不断将其

通过排杂管道排出；物料落在第二滤网板上，通过第二滤网板再次筛选后进入集料腔中集

中，转动轴在转动时带动不完全齿轮转动，不完全齿轮和摆动框内上壁的轮齿啮合时以及

和摆动框下壁的轮齿啮合传动时，会带动摆动框形成左右往复运动的效果，摆动框从而带

动滑动杆进行左右摆动，滑动杆末端的毛刷杆下端和第二滤网板贴合，从而能够保证物料

尽可能的通过筛选，同时可以带动从导料孔落下的物料均匀铺在第二滤网板上以免堆积影

响通过，也可以提高对物料铁基杂质的吸附；滑动杆和毛刷杆通过转动销和安装板的转动

连接，可以提高对物料推动的均匀性，避免卡顿，提高运行效率。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一种化工原料的振动式筛选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为一种化工原料的振动式筛选装置中转动轴的连接示意图。

[0013] 图3为一种化工原料的振动式筛选装置中滑动杆和毛刷杆的连接示意图。

[0014] 图中：1-筛选腔体，2-进料斗，3-导料板，4-安装槽，5-第一滤网板，6-支撑弹簧，7-

排杂管道，8-导料底板，9-滑动贯穿孔，10-集料腔，11-第二滤网板，12-滑动杆，13-毛刷杆，

14-转动销，15-安装板，16-电机，17-转动轴，18-不完全齿轮，19-连杆，20-冲击杆，21-摆动

框。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6] 实施例1

[0017] 请参阅图1～2，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化工原料的振动式筛选装置，包括筛选腔体

1、第一滤网板5、集料腔10、第二滤网板11、电机16、转动轴17和冲击杆20，所述筛选腔体1两

侧嵌入设置有安装槽4，所述安装槽4之间连接设置有第一滤网板5，所述第一滤网板5下端

和所述安装槽4内底部之间连接设置有支撑弹簧6，所述筛选腔体1左侧铆接设置有集料腔

10，所述集料腔10上端铆接设置有第二滤网板11，电机16输出端通过联轴器和所述转动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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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连接传动，所述转动轴17末端通过连杆19连接设置有冲击杆20，所述转动轴17外围焊接

设置有不完全齿轮18，所述不完全齿轮18外围连接设置有摆动框21，所述摆动框21左端焊

接设置有滑动杆12，所述滑动杆12活动贯穿所述筛选腔体1左壁，所述滑动杆12末端连接设

置有毛刷杆13，所述毛刷杆13下端和所述第二滤网板11上表面活动贴合；

[0018] 所述筛选腔体1上端焊接设置有进料斗2，所述进料斗2为漏斗状结构，所述筛选腔

体1右侧内壁上端焊接设置有导料板3，所述导料板3左端向下倾斜呈45°，所述导料板3左端

和所述第一滤网板5左部相对应，所述筛选腔体1右壁的所述安装槽4位于所述筛选腔体1左

壁的所述安装槽4下侧，所述第一滤网板5末端和所述安装槽4滑动配合，所述第一滤网板5

右端向下倾斜呈15°，所述第一滤网板5边缘和所述筛选腔体1内壁滑动配合，所述筛选腔体

1右壁贯穿连接设置有排杂管道7，所述排杂管道7末端和位于所述筛选腔体1右壁的所述安

装槽4上端相对齐，位于所述筛选腔体1右壁的所述安装槽4下方设置有导料底板8，所述导

料底板8表面左侧向下倾斜，所述导料底板8焊接固定在所述筛选腔体1内壁，所述筛选腔体

1左壁贯穿设置有导料孔9，所述导料孔9和所述导料底板8左端对齐，所述导料孔9位于所述

第二滤网板11上方，所述第二滤网板11表面镶嵌有多个永磁体；

[0019] 所述电机16外壳铆接固定在所述筛选腔体1前侧外壁，所述转动轴17转动连接在

所述筛选腔体1前侧外壁，所述不完全齿轮18为具有一半轮齿的不完全齿轮，所述摆动框21

内上下两侧对称设有和所述不完全齿轮18啮合传动的轮齿，所述连杆19焊接固定在所述转

动轴17末端，所述连杆19末端通过铰接方式转动连接设置有冲击杆20，所述冲击杆20活动

贯穿所述导料底板8向上延伸，所述冲击杆20上端设有橡胶半圆凸起，所述橡胶半圆凸起和

所述第一滤网板5下表面活动贴合。

[0020] 实施例2

[0021] 请参阅图3，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化工原料的振动式筛选装置，在实施例1的基础

上，所述滑动杆12末端两侧对称焊接设置有转动销14，所述毛刷杆13上端中部两侧对称焊

接设置有安装板15，所述转动销14末端分别和两侧的所述安装板15转动连接，所述转动销

14和所述安装板15之间连接有扭簧。

[0022]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使用时启动电机16带动转动轴17转动，转动轴17通过连杆

19带动冲击杆20进行垂直的往复运动，冲击杆20在垂直往复运动时不断的冲击第一滤网板

5下端，从而使第一滤网板5通过支撑弹簧6的弹性配合在安装槽4中不断抖动，化工物料通

过进料斗2落到导料板3的表面，被导流到第一滤网板5左侧落下，这样经过第一滤网板5的

筛选能够将符合标准的漏下并通过导料底板8导流经过导料孔9排出，而第一滤网板5的不

断抖动能够提高过筛效率，不符合标准的也不会积留在第一滤网板5表面，在抖动过程中可

以不断将其通过排杂管道7排出；物料落在第二滤网板11上，通过第二滤网板11再次筛选后

进入集料腔10中集中，转动轴17在转动时带动不完全齿轮18转动，不完全齿轮18和摆动框

21内上壁的轮齿啮合时以及和摆动框21下壁的轮齿啮合传动时，会带动摆动框21形成左右

往复运动的效果，摆动框21从而带动滑动杆12进行左右摆动，滑动杆12末端的毛刷杆13下

端和第二滤网板11贴合，从而能够保证物料尽可能的通过筛选，同时可以带动从导料孔9落

下的物料均匀铺在第二滤网板11上以免堆积影响通过，也可以提高对物料铁基杂质的吸

附；滑动杆12和毛刷杆13通过转动销14和安装板15的转动连接，可以提高对物料推动的均

匀性，避免卡顿，提高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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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本发明使用到的标准零件均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异形件根据说明书的和附图的记

载均可以进行订制，各个零件的具体连接方式均采用现有技术中成熟的螺栓、铆钉、焊接等

常规手段，机械、零件和设备均采用现有技术中，常规的型号，加上电路连接采用现有技术

中常规的连接方式，在此不再详述。

[0024]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25]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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