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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调节多层精密振动筛

分装置，包括机架、送料装置、筛分装置一、接料

装置一、筛分装置一、接料装置二、控制器。其中，

位于机架一侧的送料装置用于物料的运送和均

匀落料，机架上安装有控制器；安装在接料装置

一上方的筛分装置一用于第一次筛分；安装在机

架上的接料装置一用于收集第一次筛分后的物

料，并对二次筛分物料进行均匀落料；安装在机

架上的筛分装置二用于第二次筛分；接料装置二

用于收集物料并对物料的进行再次筛选。本发明

能克服现有筛分装置不够精密，用于混凝土搅拌

站、砂石料场等场合，具有多层精密筛分等功能，

还具有多自由度筛分、工作效率高、操作维护便

捷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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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调节多层精密振动筛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送料装置、筛分装置一、

接料装置一、筛分装置二、控制器、接料装置二，所述的机架由工形柱一、工形柱二、连接柱

组成；所述的连接柱有三根，其中两根连接柱固连在工形柱一和工形柱二之间，另一根连接

柱固连在工形柱二上；所述的送料装置位于机架的一侧；所述的筛分装置一位于接料装置

一的上方；所述的接料装置一位于筛分装置二的上方；所述的筛分装置二位于机架上；所述

的控制器安装在机架上；所述的接料装置二位于筛分装置二的下方；

所述的工形柱一上开有竖直槽和方形孔一；所述的送料装置由下底座、动力装置一、可

升降板、立柱、钢绳一、可移动平台一、滑轮组、上盖板和钢绳二组成；所述的动力装置一有

两个，分别安装在下底座的两侧，动力装置一包括电机一、齿轮一、卷绳组一、卷绳组二；所

述的电机一通过螺栓安装在下底座上；所述的齿轮一通过键安装在电机一的输出轴上；所

述的卷绳组一安装在下底座上，卷绳组一包括齿轮二、轴一、卷绳器一、支座一；所述的齿轮

二通过键安装在轴一上，齿轮二与齿轮一相啮合；所述的轴一通过轴承安装在支座一上；所

述的卷绳器一固连在轴一上；所述的支座一固连在下底座上；所述的卷绳组二安装在下底

座上，卷绳组二包括齿轮三、轴二、卷绳器二、支座二；所述的齿轮三通过键安装在轴二上，

齿轮三和齿轮一相啮合；所述的轴二通过轴承安装在支座二上；所述的卷绳器二固连在轴

二上；所述的支座二固连在下底座上；所述的可升降板上开有滑槽一；所述的立柱有四根，

立柱的一端固连在下底座上，另一端固连在上盖板上；所述的钢绳一有两根，分别位于上盖

板两侧；所述的钢绳一的一端连接在可升降板上，另一端绕过滑轮一固连在卷绳器一上；所

述的可移动平台一位于可升降板上，可移动平台一包括可移动底座、液压缸一、装料盒；所

述的可移动底座安装在滑槽一内，可移动底座与可升降板形成移动副；所述的可移动底座

上开有接口；所述的液压缸一包括缸体一和活塞杆一；所述的缸体一安装在可移动底座上；

所述的活塞杆一与装料盒相固连；所述的装料盒通过销安装可移动底座上；所述的滑轮组

有两组，分别安装在上盖板两侧，滑轮组包括滑轮一和滑轮二；所述的滑轮一安装在上盖板

上；所述的滑轮二安装在上盖板上；所述的钢绳二有两根，分别位于上盖板的两侧；所述的

钢绳二的一端固连在可升降板上，另一端绕过滑轮二固连在卷绳器二上；

所述的筛分装置一由支架一、出料装置一、筛分架一、筛体一、拉动装置、上下振动动力

装置、横向振动动力装置、缓冲装置组成；所述的支架一固连在支撑架上；所述的支架一上

开有滑槽二、方形槽一；所述的出料装置一安装在支撑架上，出料装置一包括电磁铁、出料

盒、出料盒架、L形盒、滑块一、液压缸二、液压缸三、圆柱钉、支座三；所述的电磁铁安装在出

料盒上；所述的出料盒安装在导槽一内，出料盒与出料盒架形成移动副；所述的出料盒架固

连在支撑架上；所述的出料盒架上开有导槽一；所述的L形盒固连在出料盒架上，所述的L形

盒上开有方形槽二；所述的滑块一的一端安装在方形槽二内，滑块一与L形盒形成移动副，

滑块一的另一端安装在支座三上，滑块一与支座三形成转动副；所述的液压缸二包括缸体

二、活塞杆二；所述的缸体二安装在L形盒上；所述的活塞杆二与滑块一固连；所述的液压缸

三包括缸体三、活塞杆三；所述的缸体三安装在出料盒架上；所述的活塞杆三与出料盒固

连；所述的圆柱钉有四个，分别固连在出料盒的两侧；所述的支座三固连在出料盒上；所述

的筛分架一固连在支撑架上；所述的筛体一通过销轴安装在筛分架一上；所述的筛体一包

括销轴、外壳架、弹簧一、筛网架、筛网一、圆轴、矩形块、液压缸四、磁性铁块；所述的销轴固

连外壳架上；所述的外壳架安装在筛分架一上；所述的外壳架上开有导槽二；所述的弹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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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根，均安装在外壳架和筛网架之间；所述的筛网架安装在导槽二上，筛网架与外壳架形

成移动副；所述的筛网一通过圆轴安装在筛网架上；所述的矩形块固连在筛网架上；所述的

液压缸四包括缸体四和活塞杆四；所述的缸体四安装在矩形块上；所述的活塞杆四连接在

筛网一上；所述的磁性铁块固连在筛网一上；所述的拉动装置有两组，均安装在支架一上，

拉动装置包括支架二、电机二、齿轮四、齿条、拉杆；所述的支架二固连在支架一上；所述的

电机二通过螺栓安装在支架二上；所述的齿轮四通过键安装在电机二的输出端；所述的齿

条安装在滑槽二内，齿条与支架一形成移动副；所述的齿条与齿轮四相啮合；所述的拉杆安

装在滑槽二上，拉杆与支架一形成移动副；所述的拉杆的一端固连在齿条上，另一端固连有

接头；所述的上下振动动力装置安装在支架一上，上下振动动力装置包括电机三、连杆机构

一、支座四、滑轮四、柔绳一、滑轮五、圆杆、拉动机构；所述的电机三通过螺栓安装在支架一

上；所述的连杆机构一包括连杆一、连杆二、滑块二；所述的连杆一安装在电机三的输出轴

上；所述的连杆二与连杆一通过铰链相连；所述的滑块二安装在方形槽一内，并与之形成移

动副；所述的支座四固连在支架一上；所述的滑轮四安装在支座四上；所述的柔绳一的一端

固连在滑块二上，另一端绕过滑轮四固连在滑轮五上；所述的滑轮五固连在圆杆上；所述的

拉动机构有两组，分别安装在圆杆的两端，拉动机构包括连杆三、支座五、钢绳三；所述的连

杆三安装在支座五上，连杆三与支座五形成转动副；所述的支座五固连在支架一上；所述的

钢绳三的一端固连在连杆三上，另一端连接在外壳架上；所述的横向振动动力装置安装在

支撑架上，横向振动动力装置包括电机四、连杆机构二、滑轮六、支座六、滑轮七、支座七、滑

轮八、支座八、柔绳二；所述的电机四通过螺栓安装在支撑架上；所述的连杆机构二包括连

杆四、连杆五、滑块三；所述的连杆四安装在电机四的输出轴上；所述的连杆五与连杆四通

过铰链相连；所述的滑块三安装在方形槽三内，滑块三与支撑架形成移动副；所述的滑轮六

安装在支座六上；所述的支座六固连在支撑架上；所述的滑轮七安装在支座七上；所述的支

座七固连在支撑架上；所述的滑轮八安装在支座八上；所述的支座八固连在筛分架一上；所

述的柔绳二的一端固连在滑块三上，另一端绕过滑轮八、滑轮七固连在筛网架上；所述的缓

冲装置安装在支撑架的下方，缓冲装置包括复位盒、滑块四、弹簧二、滑轮九、柔绳三；所述

的复位盒上开有圆孔一和滑槽三；所述的复位盒固连在支撑架上；所述的滑块三安装在滑

槽三内，滑块三与复位盒形成移动副；所述的弹簧二有两根，弹簧二的一端固连在滑块四

上，另一端固连在复位盒内壁上；所述的滑轮九安装在方形孔二内；所述的柔绳三的一端固

连在滑块三上，另一端穿圆孔一，绕过滑轮九，并固连在筛网架上；

所述的接料装置一由动力装置二、均布盒、支撑架、收集盒、电磁门一、电磁门二组成；

所述的动力装置二有两组，均安装在机架上，动力装置二包括矩形盒、电机五、丝杆；所述的

矩形盒固连在机架上；所述的矩形盒上开有方形槽四；所述的电机五安装在工形柱二上；所

述的丝杆的通过轴承安装在矩形盒上，并连接在电机五的输出轴上；所述的均布盒固连在

丝杆上；所述的支撑架上开有方形槽三和方形孔二；所述的支撑架固连在矩形盒上；所述的

收集盒安装在支撑架上；所述的电磁门一安装在收集盒上；所述的电磁门二安装在均布盒

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节多层精密振动筛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筛分

装置二由固定平台、动力装置三、动力装置四、筛体二、出料装置二、回位装置、拉门装置；所

述的固定平台固连在机架上；所述的动力装置三位于机架的一侧，动力装置三包括上板一、

权　利　要　求　书 2/4 页

3

CN 108176583 B

3



支柱一、下板一、动力传动装置、支座九、滑轮十、柔绳五、支座十；所述的支柱一有四根，一

端固连在上板一上，另一端固连在下板一；所述的下板一上开有滑槽四，所述的动力传动装

置安装在下板一上，动力传动装置包括电机六、齿轮五、齿轮六、轴三、柔绳四、偏心轮一、滑

块五；所述的电机六固连在下板一上；所述的齿轮五通过键安装在电机六的输出轴上；所述

的齿轮六通过键安装在轴三上，齿轮六与齿轮五相啮合；所述的轴三的两端分别通过轴承

安装在上板一和下板一上；所述的偏心轮一固连在轴三上，偏心轮一上开有圆形槽；所述的

柔绳四安装在偏心轮一的圆形槽内，柔绳四的两端均固连在滑块五上；所述的滑块五安装

在滑槽四内，滑块五与下板一形成移动副；所述的支座九固连在下板一上；所述的滑轮十安

装在支座九上；所述的柔绳五的一端固连在滑块五上，另一端绕过滑轮十、滑轮十一固连在

筛分架二上；所述的动力装置四包括上板二、支柱二、下板二、推动动力装置、推动装置；所

述的支柱二有四根，支柱二的一端固连在上板二上，另一端固连在下板二上；所述的推动动

力装置安装在下板二上，推动动力装置包括电机七、齿轮七、齿轮八、轴四、偏心轮二、顶杆、

平行块；所述的电机七固连在下板二上；所述的齿轮七通过键连接在电机七的输出轴上；所

述的齿轮八通过键安装在轴四上，齿轮八与齿轮七相啮合；所述的轴四通过轴承安装在上

板二和下板二上；所述的偏心轮二固连在轴四上；所述的顶杆与偏心轮二相接触形成凸轮

机构；所述的顶杆安装在导槽三内，顶杆与平行块形成移动副；所述的顶杆固连在可移动平

台二上；所述的平行块固连在上板二上；所述的平行块上开有导槽三；所述的推动装置安装

在上板二上，推动装置包括可移动平台二、固定立杆、导杆、弹簧三；所述的可移动平台二固

连在移动架上；所述的可移动平台二上开有凹槽一；所述的固定立杆的一端安装在凹槽一

上，固定立杆与可移动平台二形成移动副；另一端固连在上板二上；所述的固定立杆上开有

圆孔二；所述的导杆有两根，导杆的一端固连在可移动平台二上，另一端穿过圆孔二；所述

的弹簧二套在导杆上，弹簧二的一端固连在可移动平台二上，另一端固连在固定立杆上；所

述的筛体二位于固定平台上，筛体二包括移动架、支撑机构一、支撑机构二、筛分架二、筛网

二、拉门一；所述的移动架安装在导槽四内，移动架与固定平台形成移动副；所述的支撑机

构一设有两组，均安装在移动架和筛分架二之间，支撑机构一包括支撑杆一、支撑杆二；所

述的支撑杆一上开有凹槽二；所述的支撑杆一的两端分别通过铰链连接在移动架和筛分架

二上；所述的支撑杆二的一端通过铰链连接在移动架上，另一端安装在凹槽二内，支撑杆二

与支撑杆一形成移动副；所述的支撑机构二有两组，均安装在移动架和筛分架二之间，支撑

机构二包括支撑杆三、支撑杆四、液压缸五；所述的支撑杆三的两端分别通过铰链连接在移

动架和筛分体二上；所述的支撑杆三上开有凹槽三；所述的支撑杆四的一端通过铰链连接

在移动架上，另一端安装在凹槽三内，支撑杆四与支撑杆三形成移动副；所述的液压缸五包

括缸体五和活塞杆五，缸体五通过铰链安装在移动平台上，活塞杆五安装在支撑杆四上；所

述的筛分体二位于移动架的上方；所述的筛网二安装在筛分架二上；所述的拉门一在筛分

架二上；所述的出料装置二固连在固定平台上；所述的回位装置安装在机架上，回位装置包

括重物块、滚轮、支座十一、柔绳六、滑轮十二、滑轮十三、支座十二；所述的重物块安装在竖

直槽内，重物块与工形柱一形成移动副；所述的滚轮安装在支座十一上；所述的支座十一固

连在工形柱一上；所述的柔绳六的一端连接在重物块上，柔绳六的另一端绕过滚轮、滑轮十

二、滑轮十三连接在筛分架二上；所述的滑轮十二安装在方形孔一上；所述的滑轮十三安装

在支座十二上；所述的支座十二安装在工形柱一上；所述的拉门装置位于机架的一侧；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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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拉门装置包括底板、电机八、齿轮九、齿轮十、轴五、卷绳器三、拉动装置；所述的底板固连

在工形柱一上；所述的电机八通过螺栓安装在底板上；所述的齿轮九通过键安装在电机八

的输出轴上；所述的齿轮十固连在轴五上，齿轮十与齿轮九相啮合；所述的轴五的两端分别

通过轴承安装在工形柱一上；所述的卷绳器三有两个，分别安装在轴五的两端；所述的拉动

装置有两组，分别安装在机架的两侧；所述的拉动装置包括滑轮十四、滑轮十五、钢绳四；所

述的滑轮十四安装在矩形盒上；所述的滑轮十五安装在矩形盒上；所述的钢绳四的一端连

接在卷绳器三上，钢绳四的另一端绕过滑轮十四、滑轮十五固连在拉门一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节多层精密振动筛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控制

器安装在工形柱二上；所述的接料装置二包括接料盒、输送装置、筛分网；所述的接料盒有

两个，位于筛分网的下端；所述的接料盒包括接料盒体、拉门二、把手一、拉料板、把手二；所

述的接料盒体位于筛分网的下面；所述的拉门二通过销安装在接料盒体上；所述的把手一

固连在拉门二上；所述的拉料板安装在接料盒体内，拉料板与接料盒体形成移动副；所述的

把手二固连在拉料板上；所述的输送装置位于两个接料盒之间，输送装置包括电机九、卷

筒、输送带；所述的电机九通过螺栓安装在接料盒体上；所述的卷筒安装在电机九的输出轴

上；所述的输送带安装在卷筒上；所述的筛分网的一端固连在接料盒体上，另一端固连在固

定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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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调节多层精密振动筛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筛分机械领域，涉及一种可调节多层精密振动筛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筛分机械广泛使用于煤炭、冶金、矿山、化工、食品等多个行业中，目前的筛

分作业设备利用散粒物料与筛面的相对运动，使部分颗粒透过筛孔，将砂、砾石、碎石等物

料按颗粒大小分成不同级别的振动筛分机械设备。筛分的颗粒级别取决于筛面，筛面分篦

栅、板筛和网筛三种。篦栅适用于筛分大颗粒物料，篦栅缝隙为筛下物粒径的1.1～1.2倍，

一般不宜小于50毫米。板筛由钢板冲孔而成，孔呈圆形、方形或矩形，孔径一般为10～80毫

米，使用寿命较长，不易堵塞，适用于筛分中等颗粒。网筛由钢丝编成或焊成，孔呈方形、矩

形或长条形，常用孔径一般为6～85毫米,长条形筛孔适合于筛分潮湿的物料，网筛的优点

是有效面积较大。筛分机原理分为，滚动筛分和振动筛分。滚动筛分包括筛轴式筛分机、滚

筒筛、实心、螺旋滚轴筛、叶片式滚轴筛等，振动筛分基本有香蕉筛、高服筛、张弛筛等。

[0003] 而一般颗粒物料筛分的原理是：颗粒从筛板上经过，遇到筛孔，颗粒尺寸小于筛孔

的物料穿过筛孔成为筛下物，尺寸大于筛孔的颗粒未穿过筛孔成为筛上物。其中振动筛由

于筛箱振动强烈，减少了物料堵塞筛孔的现象，使筛子具有较高的筛分效率和生产率。

[0004] 目前市场上的主流筛分装置大多以振动筛为主，以固定筛为辅；但就目前已出现

的振动筛而言，振动效率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有必要发明一种具有稳定可靠、消耗

少、噪音低、寿命长、振型稳、筛分效率高等优点的一种可调节多层精密振动筛分装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旨在克服目前技术不足，提供一种高效、可靠筛分的振动筛分机械，

实现对物料的多级筛分。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可调节多层精密振动

筛分装置，包括机架、送料装置、筛分装置一、接料装置一、筛分装置二、控制器、接料装置

二，所述的机架由工形柱一、工形柱二、连接柱组成；所述的连接柱有三根，其中两根连接柱

固连在工形柱一和工形柱二之间，另一根连接柱固连在工形柱二上；所述的送料装置位于

机架的一侧；所述的筛分装置一位于接料装置一的上方；所述的接料装置一位于筛分装置

二的上方；所述的筛分装置二位于机架上；所述的控制器安装在机架上；所述的接料装置二

位于筛分装置二的下方；

[0007] 所述的工形柱一上开有竖直槽和方形孔一；所述的送料装置由下底座、动力装置

一、可升降板、立柱、钢绳一、可移动平台一、滑轮组、上盖板和钢绳二组成；所述的动力装置

一有两个，分别安装在下底座的两侧，动力装置一包括电机一、齿轮一、卷绳组一、卷绳组

二；所述的电机一通过螺栓安装在下底座上；所述的齿轮一通过键安装在电机一的输出轴

上；所述的卷绳组一安装在下底座上，卷绳组一包括齿轮二、轴一、卷绳器一、支座一；所述

的齿轮二通过键安装在轴一上，齿轮二与齿轮一相啮合；所述的轴一通过轴承安装在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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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所述的卷绳器一固连在轴一上；所述的支座一固连在下底座上；所述的卷绳组二安装

在下底座上，卷绳组二包括齿轮三、轴二、卷绳器二、支座二；所述的齿轮三通过键安装在轴

二上，齿轮三和齿轮一相啮合；所述的轴二通过轴承安装在支座二上；所述的卷绳器二固连

在轴二上；所述的支座二固连在下底座上；所述的可升降板上开有滑槽一；所述的立柱有四

根，立柱的一端固连在下底座上，另一端固连在上盖板上；所述的钢绳一有两根，分别位于

上盖板两侧；所述的钢绳一的一端连接在可升降板上，另一端绕过滑轮一固连在卷绳器一

上；所述的可移动平台一位于可升降板上，可移动平台一包括可移动底座、液压缸一、装料

盒；所述的可移动底座安装在滑槽一内，可移动底座与可升降板形成移动副；所述的可移动

底座上开有接口；所述的液压缸一包括缸体一和活塞杆一；所述的缸体一安装在可移动底

座上；所述的活塞杆一与装料盒相固连；所述的装料盒通过销安装可移动底座上；所述的滑

轮组有两组，分别安装在上盖板两侧，滑轮组包括滑轮一和滑轮二；所述的滑轮一安装在上

盖板上；所述的滑轮二安装在上盖板上；所述的上盖板固连在立柱上；所述的钢绳二有两

根，分别位于上盖板的两侧；所述的钢绳二的一端固连在可升降板上，另一端绕过滑轮二固

连在卷绳器二上。

[0008] 所述的筛分装置一由支架一、出料装置一、筛分架一、筛体一、拉动装置、上下振动

动力装置、横向振动动力装置、缓冲装置组成；所述的支架一固连在支撑架上；所述的支架

一上开有滑槽二、方形槽一；所述的出料装置一安装在支撑架上，出料装置一包括电磁铁、

出料盒、出料盒架、L形盒、滑块一、液压缸二、液压缸三、圆柱钉、支座三；所述的电磁铁安装

在出料盒上；所述的出料盒安装在导槽一内，出料盒与出料盒架形成移动副；所述的出料盒

架固连在支撑架上；所述的出料盒架上开有导槽一；所述的L形盒固连在出料盒架上，所述

的L形盒上开有方形槽二；所述的滑块一的一端安装在方形槽二内，滑块一与L形盒形成移

动副，滑块一的另一端安装在支座三上，滑块一与支座三形成转动副；所述的液压缸二包括

缸体二、活塞杆二；所述的缸体二安装在L形盒上；所述的活塞杆二与滑块一固连；所述的液

压缸三包括缸体三、活塞杆三；所述的缸体三安装在出料盒架上；所述的活塞杆三与出料盒

固连；所述的圆柱钉有四个，分别固连在出料盒的两侧；所述的支座三固连在出料盒上；所

述的筛分架一固连在支撑架上；所述的筛体一的通过销轴安装在筛分架一上；所述的筛体

一包括销轴、外壳架、弹簧一、筛网架、筛网一、圆轴、矩形块、液压缸四、磁性铁块；所述的销

轴固连外壳架上；所述的外壳架安装在筛分架一上；所述的外壳架上开有导槽二；所述的弹

簧一有五根，均安装在外壳架和筛网架之间；所述的筛网架上安装在导槽二上，筛网架与外

壳架形成移动副；所述的筛网一通过圆轴安装在筛网架上；所述的矩形块固连在筛网架上；

所述的液压缸四包括缸体四和活塞杆四；所述的缸体四安装在矩形块上；所述的活塞杆四

连接在筛网一上；所述的磁性铁块固连在筛网一上；所述的拉动装置有两组，均安装在支架

一上，拉动装置包括支架二、电机二、齿轮四、齿条、拉杆；所述的支架二固连在支架一上；所

述的电机二通过螺栓安装在支架二上；所述的齿轮四通过键安装在电机二的输出端；所述

的齿条安装在滑槽二内，齿条与支架一形成移动副；所述的齿条与齿轮四相啮合；所述的拉

杆安装在滑槽二上，拉杆与支架一形成移动副；所述的拉杆的一端固连在齿条上，另一端固

连有接头；所述的上下振动动力装置安装在支架一上，上下振动动力装置包括电机三、连杆

机构一、支座四、滑轮四、柔绳一、滑轮五、圆杆、拉动机构；所述的电机三通过螺栓安装在支

架一上；所述的连杆机构一包括连杆一、连杆二、滑块二；所述的连杆一安装在电机三的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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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轴上；所述的连杆二与连杆一通过铰链相连；所述的滑块二安装在方形槽一内，并与之形

成移动副；所述的支座四固连在支架一上；所述的滑轮四安装在支座四上；所述的柔绳一的

一端固连在滑块二上，另一端绕过滑轮四固连在滑轮五上；所述的滑轮五固连在圆杆上；所

述的拉动机构有两组，分别安装在圆杆的两端，拉动机构包括连杆三、支座五、钢绳三；所述

的连杆三安装在支座五上，连杆三与支座五形成转动副；所述的支座五固连在支架一上；所

述的钢绳三的一端固连在连杆三上，另一端连接在外壳架上；所述的横向振动动力装置安

装在支撑架上，横向振动动力装置包括电机四、连杆机构二、滑轮六、支座六、滑轮七、支座

七、滑轮八、支座八、柔绳二；所述的电机四通过螺栓安装在支撑架上；所述的连杆机构二包

括连杆四、连杆五、滑块三；所述的连杆四安装在电机四的输出轴上；所述的连杆五与连杆

四通过铰链相连；所述的滑块三安装在方形槽三内，滑块三与支撑架形成移动副；所述的滑

轮六安装在支座六上；所述的支座六固连在支撑架上；所述的滑轮七安装在支座七上；所述

的支座七固连在支撑架上；所述的滑轮八安装在支座八上；所述的支座八固连在筛分架一

上；所述的柔绳二的一端固连在滑块三上，另一端绕过滑轮八、滑轮七固连在筛网架上；所

述的缓冲装置安装在支撑架的下方，缓冲装置包括复位盒、滑块四、弹簧二、滑轮九、柔绳

三；所述的复位盒上开有圆孔一和滑槽三；所述的复位盒固连在支撑架上；所述的滑块三安

装在滑槽三内，滑块三与复位盒形成移动副；所述的弹簧二有两根，弹簧二的一端固连在滑

块四，另一端固连在复位盒内壁上；所述的滑轮九安装在方形孔二内；所述的柔绳三的一端

固连在滑块三上，另一端穿圆孔一，绕过滑轮九，并固连在筛网架上；

[0009] 所述的接料装置一由动力装置二、均布盒、支撑架、收集盒、电磁门一、电磁门二组

成；所述的动力装置二有两组，均安装在机架上，动力装置二包括矩形盒、电机五、丝杆；所

述的矩形盒固连在机架上；所述的矩形盒上开有方形槽四内；所述的电机五安装在工形柱

上；所述的丝杆的通过轴承安装在矩形盒上，并连接在电机五的输出轴上；所述的均布盒固

连在丝杆上；所述的支撑架上开有方形槽三和方形孔二；所述的支撑架固连在矩形盒上；所

述的收集盒安装在支撑架上；所述的电磁门一安装在收集盒上；所述的电磁门二安装在均

布盒上。

[0010] 所述的筛分装置二由固定平台、动力装置三、动力装置四、筛体二、出料装置二、回

位装置、拉门装置；所述的固定平台固连在机架上；所述的动力装置三位于机架的一侧，动

力装置三包括上板一、支柱一、下板一、动力传动装置、支座九、滑轮十、柔绳五、滑轮十、支

座十；所述的支柱一有四根，一端固连在上板一上，另一端固连在下板一；所述的下板一上

开有滑槽四，所述的动力传动装置安装在下板一上，动力传动装置包括电机六、齿轮五、齿

轮六、轴三、柔绳四、偏心轮一、滑块五；所述的电机六固连在下板一上；所述的齿轮五通过

键安装在电机六的输出轴上；所述的齿轮六通过键安装在轴三上，齿轮六与齿轮五相啮合；

所述的轴三的两端分别通过轴承安装在上板一和下板一上；所述的偏心轮一固连在轴三

上，偏心轮一上开有圆形槽；所述的柔绳四安装在偏心轮一的圆形槽内，柔绳四的两端均固

连在滑块四上；所述的滑块四安装在滑槽四内，滑块四与下板一形成移动副；所述的支座九

固连在下板一上；所述的滑轮十安装在支座九上；所述的柔绳五的一端固连在滑块五上，另

一端绕过滑轮十、滑轮十一固连在筛分架二上；所述的动力装置四包括上板二、支柱二、下

板二、推动动力装置、推动装置；所述的支柱二有四根，支柱二的一端固连在上板二上，另一

端固连下板二上；所述的推动动力装置安装在下板二上，推动动力装置包括电机七、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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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齿轮八、轴四、偏心轮二、顶杆、平行块；所述的电机七固连在下板二；所述的齿轮七通过

键连接在电机七的输出轴上；所述的齿轮八通过键安装在轴四上，齿轮八与齿轮七相啮合；

所述的轴四通过轴承安装在上板二和下板二上；所述的偏心轮二固连在轴四上；所述的顶

杆与偏心轮二相接触形成凸轮机构；所述的顶杆安装在导槽三内，顶杆与平行块形成移动

副；所述的顶杆固连在可移动平台二上；所述的平行块固连在上板二上；所述的平行块上开

有导槽三；所述的推动装置安装在上板二上，推动装置包括可移动平台二、固定立杆、导杆、

弹簧三；所述的可移动平台二固连在移动架上；所述的可移动平台二上开有凹槽一；所述的

固定立杆的一端安装在凹槽一上，固定立杆与可移动平台二形成移动副；另一端固连在上

板二上；所述的固定立杆上开有圆孔二；所述的导杆有两根，导杆的一端固连在可移动平台

二上，另一端穿过圆孔二；所述的弹簧二套在导杆上，弹簧二的一端固连在可移动平台二

上，另一端固连在固定立杆上；所述的筛体二位于固定平台上，筛体二包括移动架、支撑机

构一、支撑机构二、筛分架二、筛网二、拉门一；所述的移动架安装在导槽四内，移动架与固

定平台形成移动副；所述的支撑机构一两组，均安装在移动架和筛分架二之间，支撑机构一

包括支撑杆一、支撑杆二；所述的支撑杆一上开有凹槽二；所述的支撑杆一的两端分别通过

铰链连接在移动架和筛分架二上；所述的支撑杆二的一端通过铰链连接在移动架上，另一

端安装在凹槽二内，支撑杆二与支撑杆一形成移动副；所述的支撑机构二有两组，均安装在

移动架和筛分架二之间，支撑机构二包括支撑杆三、支撑杆四、液压缸五；所述的支撑杆三

的两端分别通过铰链连接在移动架和筛分体二上；所述的支撑杆三上开有凹槽三；所述的

支撑杆四的一端通过铰链连接在移动架上，另一端安装在凹槽三内，支撑杆四与支撑杆三

形成移动副；所述的液压缸五包括缸体五和活塞杆五，缸体五通过铰链安装在移动平台上，

活塞杆五安装在杆件四上；所述的筛分体二位于移动架的上方；所述的筛网二安装在筛分

架二上；所述的拉门一在筛分架二上；所述的出料装置二固连在固定平台上；所述的回位装

置安装在机架上，回位装置包括重物块、滚轮、支座十一、柔绳六、滑轮十二、滑轮十三、支座

十二；所述的重物块安装在竖直槽内，重物块与工形柱一形成移动副；所述的滚轮安装在支

座十一上；所述的支座十一固连在工形柱一上；所述的柔绳六的一端连接在重物块上，柔绳

六的另一端绕过滚轮、滑轮十二、滑轮十三连接在筛分架二上；所述的滑轮十二安装在方形

孔一上；所述的滑轮十三安装在支座十二上；所述的支座十二安装在工形柱一上；所述的拉

门装置位于机架的一侧；所述的拉门装置包括底板、电机八、齿轮九、齿轮十、轴五、卷绳器

三、拉动装置；所述的底板固连在工形柱上；所述的电机八通过螺栓安装在底板上；所述的

齿轮九通过键安装在电机八的输出轴上；所述的齿轮十固连在轴五上，齿轮十与齿轮九相

啮合；所述的轴五的两端分别通过轴承安装在工形柱一上；所述的卷绳器三有两个，分别安

装在轴五的两端；所述的拉动装置有两组，分别安装在机架的两侧；所述的拉动装置包括滑

轮十四、滑轮十五、钢绳四；所述的滑轮十四安装在矩形盒上；所述的滑轮十五安装在矩形

盒上；所述的钢绳四的一端连接在卷绳器三上，钢绳四的另一端绕过滑轮十四、滑轮十五固

连在拉门一上。

[0011] 所述的控制器安装在工形柱二上；所述的接料装置二包括接料盒、输送装置、筛分

网；所述的接料盒有两个，位于筛分网的下端；所述的接料盒包括接料盒体、拉门二、把手

一、拉料板、把手二；所述的接料盒体位于筛分网的下面；所述的拉门二通过销安装在接料

盒体上；所述的把手一固连在拉门二上；所述的拉料板安装在接料盒体内，拉料板与接料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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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形成移动副；所述的把手二固连在拉料板上；所述的输送装置位于两个接料盒的之间，输

送装置包括电机九、卷筒、输送带；所述的电机九通过螺栓安装在接料盒体上；所述的卷筒

安装在电机九的输出轴上；所述的输送带安装在卷筒上；所述的筛分网的一端固连在接料

盒体上，另一端固连在固定平台上。

[0012] 本发明具有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在实现精密筛分的同时，又实现半自动化，装置

整体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可实现对物料多级筛分，筛选出人们所需要的的颗粒；同时安

装多个出料装置，在工作效率得到极大地提高的同时，减少工作时间，容易实现工业化大规

模生产。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的总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的送料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的筛分装置一和接料装置一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的筛分装置二的第一方位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为本发明的筛分装置二的第二方位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6为本发明的出料装置一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7为本发明的接料装置二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8为本发明的筛体一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了使本发明所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

结合具体实施例和图示，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2] 如图1、图3所示，一种可调节多层精密振动筛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1、送

料装置2、筛分装置一3、接料装置一4、筛分装置二5、控制器6、接料装置二7，所述的机架1由

工形柱一11、工形柱二12、连接柱13组成；所述的连接柱13有三根，其中两根连接柱13固连

在工形柱一11和工形柱二12之间，另一根连接柱13固连在工形柱二12上；所述的送料装置2

位于机架1的一侧；所述的筛分装置一3位于接料装置一4的上方；所述的接料装置一4位于

筛分装置二5的上方；所述的筛分装置二5位于机架1上；所述的控制器6安装在机架1上；所

述的接料装置二7位于筛分装置二5的下方；

[0023] 如图1、图2、图3所示，所述的工形柱一11上开有竖直槽111和方形孔一112；所述的

送料装置2由下底座21、动力装置一22、可升降板23、立柱24、钢绳一25、可移动平台一26、滑

轮组27、上盖板28和钢绳二29组成；所述的动力装置一22有两个，分别安装在下底座21的两

侧，动力装置一22包括电机一221、齿轮一222、卷绳组一223、卷绳组二224；所述的电机一

221通过螺栓安装在下底座21上；所述的齿轮一222通过键安装在电机一221的输出轴上；所

述的卷绳组一223安装在下底座21上，卷绳组一223包括齿轮二2231、轴一2232、卷绳器一

2233、支座一2234；所述的齿轮二2231通过键安装在轴一2232上，齿轮二2231与齿轮一222

相啮合；所述的轴一2232通过轴承安装在支座一2234上；所述的卷绳器一2233固连在轴一

2232上；所述的支座一2234固连在下底座21上；所述的卷绳组二224安装在下底座21上，卷

绳组二224包括齿轮三2241、轴二2242、卷绳器二2243、支座二2244；所述的齿轮三2241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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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安装在轴二2242上，齿轮三2241和齿轮一222相啮合；所述的轴二2242通过轴承安装在支

座二2244上；所述的卷绳器二2243固连在轴二2242上；所述的支座二2244固连在下底座21

上；所述的可升降板23上开有滑槽一231；所述的立柱24有四根，立柱24的一端固连在下底

座21上，另一端固连在上盖板28上；所述的钢绳一25有两根，分别位于上盖板28两侧；所述

的钢绳一25的一端连接在可升降板23上，另一端绕过滑轮一271固连在卷绳器一2233上；所

述的可移动平台一26位于可升降板23上，可移动平台一26包括可移动底座261、液压缸一

262、装料盒263；所述的可移动底座261安装在滑槽一231内，可移动底座261与可升降板23

形成移动副；所述的可移动底座261上开有接口2611；所述的液压缸一262包括缸体一2621

和活塞杆一2622；所述的缸体一2621安装在可移动底座261上；所述的活塞杆一2622与装料

盒263相固连；所述的装料盒263通过销安装可移动底座261上；所述的滑轮组27有两组，分

别安装在上盖板28两侧，滑轮组27包括滑轮一271和滑轮二272；所述的滑轮一271安装在上

盖板28上；所述的滑轮二272安装在上盖板28上；所述的上盖板28固连在立柱24上；所述的

钢绳二29有两根，分别位于上盖板28的两侧；所述的钢绳二29的一端固连在可升降板23上，

另一端绕过滑轮二272固连在卷绳器二2243上。

[0024] 如图1、图3、图6和图8所示，所述的筛分装置一3由支架一31、出料装置一32、筛分

架一33、筛体一34、拉动装置35、上下振动动力装置36、横向振动动力装置37、缓冲装置38组

成；所述的支架一31固连在支撑架43上；所述的支架一31上开有滑槽二311、方形槽一312；

所述的出料装置一32安装在支撑架43上，出料装置一32包括电磁铁321、出料盒322、出料盒

架323、L形盒324、滑块一325、液压缸二326、液压缸三327、圆柱钉328、支座三329；所述的电

磁铁321安装在出料盒322上；所述的出料盒322安装在导槽一3231内，出料盒322与出料盒

架323形成移动副；所述的出料盒架323固连在支撑架43上；所述的出料盒架323上开有导槽

一3231；所述的L形盒324固连在出料盒架323上，所述的L形盒324上开有方形槽二3241；所

述的滑块一325的一端安装在方形槽二3241内，滑块一325与L形盒324形成移动副，滑块一

325的另一端安装在支座三329上，滑块一325与支座三329形成转动副；所述的液压缸二326

包括缸体二3261、活塞杆二3262；所述的缸体二3261安装在L形盒324上；所述的活塞杆二

3262与滑块一325固连；所述的液压缸三327包括缸体三3271、活塞杆三3272；所述的缸体三

3271安装在出料盒架323上；所述的活塞杆三3272与出料盒322固连；所述的圆柱钉328有四

个，分别固连在出料盒322的两侧；所述的支座三329固连在出料盒322上；所述的筛分架一

33固连在支撑架43上；所述的筛体一34的通过销轴341安装在筛分架一33上；所述的筛体一

34包括销轴341、外壳架342、弹簧一343、筛网架344、筛网一345、圆轴346、矩形块347、液压

缸四348、磁性铁块349；所述的销轴341固连外壳架342上；所述的外壳架342安装在筛分架

一33上；所述的外壳架342上开有导槽二3421；所述的弹簧一343有五根，均安装在外壳架

342和筛网架344之间；所述的筛网架344上安装在导槽二3421上，筛网架344与外壳架342形

成移动副；所述的筛网一345通过圆轴346安装在筛网架344上；所述的矩形块347固连在筛

网架344上；所述的液压缸四348包括缸体四3481和活塞杆四3482；所述的缸体四3481安装

在矩形块347上；所述的活塞杆四3482连接在筛网一345上；所述的磁性铁块349固连在筛网

一345上；所述的拉动装置35有两组，均安装在支架一31上，拉动装置35包括支架二351、电

机二352、齿轮四353、齿条354、拉杆355；所述的支架二351固连在支架一31上；所述的电机

二352通过螺栓安装在支架二351上；所述的齿轮四353通过键安装在电机二352的输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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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齿条354安装在滑槽二311内，齿条354与支架一31形成移动副；所述的齿条354与齿

轮四353相啮合；所述的拉杆355安装在滑槽二311上，拉杆355与支架一31形成移动副；所述

的拉杆355的一端固连在齿条354上，另一端固连有接头3551；所述的上下振动动力装置36

安装在支架一31上，上下振动动力装置36包括电机三361、连杆机构一362、支座四363、滑轮

四364、柔绳一365、滑轮五366、圆杆367、拉动机构368；所述的电机三361通过螺栓安装在支

架一31上；所述的连杆机构一362包括连杆一3621、连杆二3622、滑块二3623；所述的连杆一

3621安装在电机三361的输出轴上；所述的连杆二3622与连杆一3621通过铰链相连；所述的

滑块二3623安装在方形槽一312内，并与之形成移动副；所述的支座四363固连在支架一31

上；所述的滑轮四364安装在支座四363上；所述的柔绳一365的一端固连在滑块二3623上，

另一端绕过滑轮四364固连在滑轮五366上；所述的滑轮五366固连在圆杆367上；所述的拉

动机构368有两组，分别安装在圆杆367的两端，拉动机构368包括连杆三3681、支座五3682、

钢绳三3683；所述的连杆三3681安装在支座五3682上，连杆三3681与支座五3682形成转动

副；所述的支座五3682固连在支架一31上；所述的钢绳三3683的一端固连在连杆三3681上，

另一端连接在外壳架342上；所述的横向振动动力装置37安装在支撑架43上，横向振动动力

装置37包括电机四371、连杆机构二372、滑轮六373、支座六374、滑轮七375、支座七376、滑

轮八377、支座八378、柔绳二379；所述的电机四371通过螺栓安装在支撑架43上；所述的连

杆机构二372包括连杆四3721、连杆五3722、滑块三3723；所述的连杆四3721安装在电机四

371的输出轴上；所述的连杆五3722与连杆四3721通过铰链相连；所述的滑块三3723安装在

方形槽三431内，滑块三3723与支撑架43形成移动副；所述的滑轮六373安装在支座六374

上；所述的支座六374固连在支撑架43上；所述的滑轮七375安装在支座七376上；所述的支

座七376固连在支撑架43上；所述的滑轮八377安装在支座八378上；所述的支座八378固连

在筛分架一33上；所述的柔绳二379的一端固连在滑块三3723上，另一端绕过滑轮八377、滑

轮七375固连在筛网架344上；所述的缓冲装置38安装在支撑架43的下方，缓冲装置38包括

复位盒381、滑块四382、弹簧二383、滑轮九384、柔绳三385；所述的复位盒381上开有圆孔一

3811和滑槽三3812；所述的复位盒381固连在支撑架43上；所述的滑块三382安装在滑槽三

3812内，滑块三382与复位盒381形成移动副；所述的弹簧二383有两根，弹簧二383的一端固

连在滑块四382，另一端固连在复位盒381内壁上；所述的滑轮九384安装在方形孔二432内；

所述的柔绳三385的一端固连在滑块三382上，另一端穿圆孔一3811，绕过滑轮九384，并固

连在筛网架344上；

[0025] 如图1、图3所示，所述的接料装置一4由动力装置二41、均布盒42、支撑架43、收集

盒44、电磁门一45、电磁门二46组成；所述的动力装置二41有两组，均安装在机架1上，动力

装置二41包括矩形盒411、电机五412、丝杆413；所述的矩形盒411固连在机架1上；所述的矩

形盒411上开有方形槽四4111内；所述的电机五412安装在工形柱12上；所述的丝杆413的通

过轴承安装在矩形盒411上，并连接在电机五412的输出轴上；所述的均布盒42固连在丝杆

413上；所述的支撑架43上开有方形槽三431和方形孔二432；所述的支撑架43固连在矩形盒

411上；所述的收集盒44安装在支撑架43上；所述的电磁门一45安装在收集盒44上；所述的

电磁门二46安装在均布盒42上。

[0026] 如图1、图4和图5所示，所述的筛分装置二5由固定平台51、动力装置三52、动力装

置四53、筛体二54、出料装置二55、回位装置56、拉门装置57；所述的固定平台51固连在机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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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所述的动力装置三52位于机架1的一侧，动力装置三52包括上板一521、支柱一522、下

板一523、动力传动装置524、支座九525、滑轮十526、柔绳五527、滑轮十528、支座十529；所

述的支柱一522有四根，一端固连在上板一521上，另一端固连在下板一523；所述的下板一

523上开有滑槽四5231，所述的动力传动装置524安装在下板一523上，动力传动装置524包

括电机六5241、齿轮五5242、齿轮六5243、轴三5244、柔绳四5245、偏心轮一5246、滑块五

5247；所述的电机六5241固连在下板一523上；所述的齿轮五5242通过键安装在电机六5241

的输出轴上；所述的齿轮六5243通过键安装在轴三5244上，齿轮六5243与齿轮五5242相啮

合；所述的轴三5244的两端分别通过轴承安装在上板一521和下板一523上；所述的偏心轮

一5246固连在轴三5244上，偏心轮一5246上开有圆形槽52461；所述的柔绳四5245安装在偏

心轮一5246的圆形槽52461内，柔绳四5245的两端均固连在滑块四5248上；所述的滑块四

5248安装在滑槽四5231内，滑块四5248与下板一523形成移动副；所述的支座九525固连在

下板一523上；所述的滑轮十526安装在支座九525上；所述的柔绳五527的一端固连在滑块

五5247上，另一端绕过滑轮十526、滑轮十一528固连在筛分架二544上；所述的动力装置四

53包括上板二531、支柱二532、下板二533、推动动力装置534、推动装置535；所述的支柱二

532有四根，支柱二532的一端固连在上板二531上，另一端固连下板二533上；所述的推动动

力装置534安装在下板二533上，推动动力装置534包括电机七5341、齿轮七5342、齿轮八

5343、轴四5344、偏心轮二5345、顶杆5346、平行块5347；所述的电机七5341固连在下板二

533；所述的齿轮七5342通过键连接在电机七5341的输出轴上；所述的齿轮八5343通过键安

装在轴四5344上，齿轮八5343与齿轮七5342相啮合；所述的轴四5344通过轴承安装在上板

二531和下板二533上；所述的偏心轮二5345固连在轴四5344上；所述的顶杆5346与偏心轮

二5345相接触形成凸轮机构；所述的顶杆5346安装在导槽三53471内，顶杆5346与平行块

5347形成移动副；所述的顶杆5346固连在可移动平台二5351上；所述的平行块5347固连在

上板二531上；所述的平行块5347上开有导槽三53471；所述的推动装置535安装在上板二

531上，推动装置535包括可移动平台二5351、固定立杆5352、导杆5353、弹簧三5354；所述的

可移动平台二5351固连在移动架541上；所述的可移动平台二5351上开有凹槽一53511；所

述的固定立杆5352的一端安装在凹槽一53511上，固定立杆5352与可移动平台二5351形成

移动副；另一端固连在上板二531上；所述的固定立杆5352上开有圆孔二53521；所述的导杆

5353有两根，导杆5353的一端固连在可移动平台二5351上，另一端穿过圆孔二53521；所述

的弹簧二5354套在导杆5353上，弹簧二5354的一端固连在可移动平台二5351上，另一端固

连在固定立杆5352上；所述的筛体二54位于固定平台51上，筛体二54包括移动架541、支撑

机构一542、支撑机构二543、筛分架二544、筛网二545、拉门一546；所述的移动架541安装在

导槽四511内，移动架541与固定平台51形成移动副；所述的支撑机构一542两组，均安装在

移动架541和筛分架二544之间，支撑机构一542包括支撑杆一5421、支撑杆二5422；所述的

支撑杆一5421上开有凹槽二54211；所述的支撑杆一5421的两端分别通过铰链连接在移动

架541和筛分架二544上；所述的支撑杆二5422的一端通过铰链连接在移动架541上，另一端

安装在凹槽二54211内，支撑杆二5422与支撑杆一5421形成移动副；所述的支撑机构二543

有两组，均安装在移动架541和筛分架二544之间，支撑机构二543包括支撑杆三5431、支撑

杆四5432、液压缸五5433；所述的支撑杆三5431的两端分别通过铰链连接在移动架541和筛

分体二544上；所述的支撑杆三5431上开有凹槽三54311；所述的支撑杆四5431的一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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铰链连接在移动架541上，另一端安装在凹槽三54311内，支撑杆四5431与支撑杆三5431形

成移动副；所述的液压缸五5433包括缸体五54341和活塞杆五54342，缸体五54341通过铰链

安装在移动平台541上，活塞杆五54342安装在杆件四5431上；所述的筛分体二544位于移动

架541的上方；所述的筛网二545安装在筛分架二544上；所述的拉门一546在筛分架二544

上；所述的出料装置二55固连在固定平台51上；所述的回位装置56安装在机架1上，回位装

置56包括重物块561、滚轮562、支座十一563、柔绳六564、滑轮十二565、滑轮十三566、支座

十二567；所述的重物块561安装在竖直槽111内，重物块561与工形柱一11形成移动副；所述

的滚轮562安装在支座十一563上；所述的支座十一562固连在工形柱一11上；所述的柔绳六

564的一端连接在重物块561上，柔绳六564的另一端绕过滚轮562、滑轮十二565、滑轮十三

566连接在筛分架二544上；所述的滑轮十二565安装在方形孔一112上；所述的滑轮十三566

安装在支座十二567上；所述的支座十二567安装在工形柱一11上；所述的拉门装置57位于

机架1的一侧；所述的拉门装置57包括底板571、电机八572、齿轮九573、齿轮十574、轴五

575、卷绳器三576、拉动装置577；所述的底板571固连在工形柱11上；所述的电机八572通过

螺栓安装在底板571上；所述的齿轮九573通过键安装在电机八572的输出轴上；所述的齿轮

十574固连在轴五575上，齿轮十574与齿轮九573相啮合；所述的轴五575的两端分别通过轴

承安装在工形柱一11上；所述的卷绳器三576有两个，分别安装在轴五575的两端；所述的拉

动装置577有两组，分别安装在机架1的两侧；所述的拉动装置577包括滑轮十四5771、滑轮

十五5772、钢绳四5773；所述的滑轮十四5771安装在矩形盒411上；所述的滑轮十五5772安

装在矩形盒411上；所述的钢绳四5773的一端连接在卷绳器三576上，钢绳四5773的另一端

绕过滑轮十四5771、滑轮十五5772固连在拉门一545上。

[0027] 如图1、图6所示，所述的控制器6安装在工形柱二12上；所述的接料装置二7包括接

料盒71、输送装置72、筛分网73；所述的接料盒71有两个，位于筛分网73的下端；所述的接料

盒71包括接料盒体711、拉门二712、把手一713、拉料板714、把手二715；所述的接料盒体711

位于筛分网73的下面；所述的拉门二712通过销安装在接料盒体711上；所述的把手一713固

连在拉门二712上；所述的拉料板714安装在接料盒体711内，拉料板714与接料盒体711形成

移动副；所述的把手二715固连在拉料板714上；所述的输送装置72位于两个接料盒71的之

间，输送装置72包括电机九721、卷筒722、输送带723；所述的电机九721通过螺栓安装在接

料盒体711上；所述的卷筒722安装在电机九721的输出轴上；所述的输送带723安装在卷筒

722上；所述的筛分网73的一端固连在接料盒体711上，另一端固连在固定平台51上。

[0028] 工作时：将物料放入装料盒263中，控制器6控制电机一221启动，驱动齿轮一222转

动，进而同时带动齿轮二2231和齿轮三2241转动；从而带动安装在轴一2232上的卷绳器一

2233和轴二2242上的卷绳器二2243的转动，收紧钢绳一25和钢绳二29，带动可升降板23上

升，当接头3551连接在接口2661时，控制器6控制电机二352启动，带动齿轮四353转动，带动

与齿轮四353啮合的齿条354移动，齿条354带动拉杆355移动，从而带动可移动底座261移

动，此时控制液压缸一262将装料盒263的一端顶起，实现对物料的倾倒，控制电机二352进

行反转，将可移动底座261推回至可升降板23上；同时启动电机三361和电机四371，电机三

361带动连杆一3621旋转，拉动相连在连杆二3622上的滑块二3623移动，带动连接在滑块二

3623上的柔绳一365拉动固连在圆杆367，使连杆三3681绕着支座五3682转动，从而带动筛

体一34的绕着销轴341向上转动，此时带动连接在筛网架344上的柔绳三383拉动滑块四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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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弹簧二383收缩会给滑块四382一个反作用力，实现筛体一34上下的振动；电机四371

带动与连杆四3721的相连的连杆3722五上连接的滑块三3723移动，滑块三3723带动柔绳二

379拉动筛网架344的水平方向的移动，弹簧一343收缩会给筛网架344一个反作用力，实现

筛体一34在水平方向上的振动；第一次筛分的物料会掉落至收集盒44里，控制液压缸二326

推动连接在滑块一325上的出料盒322移动，到达筛网一345下面时，液压缸四348的活塞杆

3482收缩，电磁铁321吸引固连在筛网一345上的磁性铁块349,拉动筛网一344绕着圆轴346

转动，筛网一345上剩余的物料进入到出料盒322内，液压缸二326带动滑块一352上的出料

盒322移动回至初始位置，控制液压缸三327向下拉动出料盒322，使出料盒322倾斜，于此同

时控制器6控制可升降板23移至出料盒322前端，完成对于第一次筛分过后的剩余物料的处

理；控制器6控制电机五411启动，驱动丝杆413带动均布盒42的移动，移动至收集盒44下端

时，电磁门一45打开，物料落入均布盒42内，关闭电磁门一45，均布盒42继续移动，电磁门二

46打开，物料均匀落到筛网二545上，电机六5241和电机七5341同时启动，齿轮五5242与齿

轮六5243相啮合，齿轮六5243安装在轴三5244上，偏心轮一5246安装在轴三5244上，电机六

5241带动齿轮五5242转动，从而带动的偏心轮一5246的转动，带动连接在柔绳四5245上的

滑块五5247移动，滑块五5247通过柔绳五527、柔绳六564带动重物块561的上下移动，进而

带动支撑杆二5422在凹槽二54211移动、支撑杆四5432在凹槽三54311上移动，实现筛分架

二544的二自由度的振动；齿轮七5342和齿轮八5343相啮合，齿轮八5343安装在轴四5344

上，偏心轮二5345安装在轴四5344上，电机七5341带动齿轮七5342转动，从而带动偏心轮二

5345转动，偏心轮5345推动连接在可移动平台二5351上的移动架541运动，弹簧三5354给可

移动平台二5351一个反作用力，从而实现筛分架二544一自由度振动，第二次筛分完成后，

物料沿着筛分网73落在下方的输送装置72上，一部分物料透过筛孔进入到接料盒71里，可

打开拉门二712，通过拉动把手二715拉出拉料板714；液压缸五5433拉动支撑杆四5432移

动，使筛分架二544倾斜，此时电机八572启动，带动与齿轮九573啮合的齿轮十574转动，带

动轴五575转动带动固连在轴五575上的卷绳器三576转动，拉起连接在钢绳四5773上的拉

门一546向上移动，使二次筛分的剩余物料顺着出料装置二55进入到装料盒263内，完成对

二次筛分的剩余物料的收集，筛分结束。

[0029]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

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

都落入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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