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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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591094.9

(22)申请日 2018.12.25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70687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5.03

(73)专利权人 翟育涔

地址 250002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玉函路

39号中区4号楼2单元302室

(72)发明人 翟育涔　李文　

(74)专利代理机构 青岛发思特专利商标代理有

限公司 37212

代理人 巩同海

(51)Int.Cl.

E01H 1/08(2006.01)

B02C 21/02(2006.01)

B07B 1/20(2006.01)

B02C 18/06(2006.01)

B02C 18/16(2006.01)

B30B 11/04(2006.01)

B30B 15/00(2006.01)

审查员 王曼

 

(54)发明名称

落叶清扫粉碎压实一体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街道清洗领域，具体而言，涉及

一种落叶清扫粉碎压实一体机，其包括车体、清

扫装置、过滤装置、滤渣收集装置、粉碎装置、喷

洒装置以及压块装置；粉碎装置倾斜放置在车体

内，进料侧高于出料侧，粉碎装置包括粉碎外筒、

粉碎内筒以及粉碎转轴，过滤装置包括过滤筒、

螺旋转轴以及驱动装置；粉碎装置包括粉碎外

筒、粉碎内筒以及粉碎转轴；该发明所涉及的落

叶清扫粉碎压实一体机解决了常规落叶清扫机

容易被异物堵塞或者硬质异物损坏、落叶体积大

且松散不易收集储存和运输的问题，粉碎效果

好，工作效率高，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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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落叶清扫粉碎压实一体机，包括车体(1)以及清扫装置(2)，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过滤装置(3)、滤渣收集装置(4)、粉碎装置(6)、喷洒装置以及压块装置(8)；

过滤装置包括过滤筒(31)、螺旋转轴(33)以及驱动装置，螺旋转轴(33)安装在过滤筒

(31)内，螺旋转轴(33)的一端连接驱动装置；过滤筒(31)横向固定在车体(1)内，过滤筒

(31)前端面与清扫装置(2)的吸入管连接，过滤筒(31)的侧壁上开有过滤孔(32)，侧壁的一

端开有出料口(34)，过滤孔(32)和出料口(34)朝下；

过滤装置的出料口连接输送管(5)，输送管(5)的另一端连接粉碎装置(6)；

粉碎装置(6)倾斜放置在车体(1)内，进料侧高于出料侧，粉碎装置(6)包括粉碎外筒

(61)、粉碎内筒(62)以及粉碎转轴(63)，粉碎外筒(61)的进料侧与输送管(5)对接；粉碎外

筒(61)上端的筒壁开有长条状豁口(611)，豁口(611)处安装洒水装置，粉碎外筒(61)的出

料侧开有粉碎出口(612)；粉碎出口(612)外接导料板(7)；粉碎内筒(62)筒壁由网状栅格组

成，粉碎内筒(62)端面安装空心转轴(621)，粉碎转轴(63)穿过空心转轴(621)，安装在粉碎

内筒(62)中，粉碎转轴(63)上安装有粉碎刀齿(631)，空心转轴(621)和粉碎转轴(63)分别

外连驱动装置，带动粉碎内筒(62)和粉碎转轴(63)转动；

喷洒装置包括储水箱(11)，洒水管(9)以及输水管(10)，储水箱(11)位于车体(1)顶部，

通过输水管(10)与洒水管(9)连通；储水箱(11)中盛装发酵液；

压块装置(8)包括液压缸(81)、压缩箱(82)、伸缩杆(88)以及压板(85)；压缩箱(82)侧

面开有进料口(83)，进料口(83)与导料板(7)对接，进料口(83)的位置低于粉碎出口(612)；

压板(85)分为左右两块，均与伸缩杆(88)纵向铰接，压板(85)与伸缩杆(88)之间连接

有弹簧(86)，压缩箱(82)内腔的顶部固定有两个限位柱(84)，限位柱(84)与伸缩杆(88)之

间的距离大于压板(85)宽度的一半；伸缩杆(88)上固定有限位板(87)，伸缩杆(88)穿过限

位板(87)与压板(85)连接；

还包括滤渣收集装置(4)，滤渣收集装置(4)固定在过滤装置(3)的下端，形状与过滤装

置(3)相配合，从过滤孔(32)中滤出的滤渣落入滤渣收集装置(4)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落叶清扫粉碎压实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清扫装置(2)吸入管

的前端开有喇叭口。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落叶清扫粉碎压实一体机，其特征在于，压缩箱(82)的一个侧

壁为活动板(89)，压缩箱(82)内设置有和活动板(89)相配合的滑道。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落叶清扫粉碎压实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洒水管(9)的底部分

布若干出水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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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清扫粉碎压实一体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街道清洗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落叶清扫粉碎压实一体机。

背景技术

[0002] 在很多的街道、公园、住宅小区内，一到秋季，落叶凋零，给出行以及美观都造成了

很多的影响，收集落叶过程繁琐，而且落叶体积较大，收集储存都多有不便，落叶等有机物

经过发酵处理之后是很好的肥料，给树木很大的营养补给，因此，将落叶收集再处理发酵，

是很好的废物利用，在此问题的基础上，本申请设计了一种落叶清扫粉碎压实一体机，代替

人工清扫和收集落叶，并且在收集清扫的同时，将落叶粉碎，进一步压实，以便后续的收集

以及处理。

[0003] 现有的发明创造中也有许多的落叶收集装置，例如申请号为CN201320878885.6，

名称“一种落叶清扫机”的专利，此专利涉及一种落叶清扫机，包括落叶收集机构、落叶收集

箱以及将落叶收集机构收集的落叶吸入落叶收集箱的风机，所述落叶收集箱的下方连接有

用于粉碎落叶的落叶绞碎机，落叶清扫车清扫收集的落叶被落叶绞碎机绞碎，占据较小空

间，使清扫车每次清扫较多的落叶；但是，这种的落叶清扫机里面的传动过程复杂，如果吸

入一些碎石子或者别的尖利的物品很容易将里面的装置损坏，而复杂的内部运作机构，检

修又很繁琐，存在较大的运作隐患。

[0004] 申请号为CN201510273394.2，名称为“一种集自动清扫、粉碎、挤压成型于一体可

与机动车配套使用的落叶清扫设备”的专利申请中涉及一种集清扫、粉碎、粘合挤压成型于

一体可与机动车(拖拉机)、汽油机等配套使用的落叶清扫设备。其中采用扫辊与传送带、传

送带与粉碎仓、粉碎仓与粘合挤压成型装置相结合的方式，完成对落叶的收集、粉碎、粘合

挤压成型一体化操作。技术方案包括向内清理扫辊、上升式扫辊、刮板式输送带、粉碎仓、粘

合挤压成型部分等。向内清理扫辊将设备前方及两侧落叶收集到两个扫辊中间位置，经上

升式扫辊与刮板式输送带相切连接，输送到粉碎仓，落叶碎渣与粘合剂混合后进入粘合挤

压成型部分压缩成块状。此专利的传送模式不适合在恶劣天气使用，而且更容易将石子或

者其他坚硬的物体传送到里面，给后面设备的运行造成阻碍，并且添加粘合剂不利于后期

树叶发酵，不利于环保。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落叶清扫粉碎压实一体机，以解决现有技术中落

叶清扫机容易被异物堵塞或者被硬质异物破坏运行设备，落叶体积大，收集储存和运输困

难，落叶利用率低的问题。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的技术方案：

[0007] 一种落叶清扫粉碎压实一体机，包括车体、清扫装置、过滤装置、滤渣收集装置、粉

碎装置、喷洒装置以及压块装置；

[0008] 过滤装置包括过滤筒、螺旋转轴以及驱动装置，螺旋转轴安装在过滤筒内，螺旋转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09706875 B

3



轴的一端连接驱动装置；过滤筒横向固定在车体内，过滤筒前端面与清扫装置的吸入管连

接，过滤筒的侧壁上开有过滤孔，侧壁的一端开有出料口，过滤孔和出料口朝下；

[0009] 过滤装置的出料口连接输送管，输送管的另一端连接粉碎装置；

[0010] 粉碎装置倾斜放置在车体内，进料侧高于出料侧，粉碎装置包括粉碎外筒、粉碎内

筒以及粉碎转轴，粉碎外筒的进料侧与输送管对接；粉碎外筒上端的筒壁开有长条状豁口，

豁口处安装洒水装置，粉碎外筒的出料侧开有粉碎出口；粉碎出口外接导料板；粉碎内筒筒

壁由网状栅格组成，粉碎内筒端面安装空心转轴，粉碎转轴穿过空心转轴，安装在粉碎内筒

中，粉碎转轴上安装有粉碎刀齿，空心转轴和粉碎转轴分别外连驱动装置，带动粉碎内筒和

粉碎转轴转动；

[0011] 喷洒装置包括储水箱，洒水管以及输水管，储水箱位于车体顶部，通过输水管与洒

水管连通；

[0012] 压块装置包括液压缸、压缩箱、伸缩杆以及压板；压缩箱侧面开有进料口，进料口

与导料板对接，进料口的位置低于粉碎出口。

[0013] 进一步的，压板分为左右两块，均与伸缩杆纵向铰接，压板与伸缩杆之间连接有弹

簧，伸压缩箱内腔的顶部固定有两个限位柱，限位柱与伸缩杆之间的距离大于压板宽度的

一半。

[0014] 进一步的，还包括滤渣收集装置，滤渣收集装置固定在过滤装置的下端，形状与过

滤装置相配合，从过滤孔中滤出的滤渣落入滤渣收集装置内。

[0015] 进一步的，清扫装置吸入管的前端开有喇叭口。

[0016] 进一步的，压缩箱的一个侧壁为活动板，压缩箱内设置有和活动板相配合的滑道。

[0017] 进一步的，储水箱中盛装发酵液。

[0018] 进一步的，伸缩杆上固定有限位板，伸缩杆穿过限位板与压板连接。

[0019]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0] (1)该发明所涉及的落叶清扫粉碎压实一体机，设置有过滤装置，将收集起来的落

叶中夹杂的石子等的异物筛选出来，防止硬质异物进入后期的设备中，损坏设备；

[0021] (2)该落叶清扫粉碎压实一体机设置的粉碎装置带有粉碎内筒和粉碎外筒，粉碎

内筒的筒壁是网状栅格，粉碎轴和粉碎内筒反向旋转，可以将落叶粉碎更加彻底，粉碎的同

时喷洒发酵液，加快后续落叶发酵，且便于后期压实，粉碎较小的落叶可以从栅格脱落到粉

碎外筒，所有的落叶粉碎更加彻底，粉碎效果更好，效率更高；

[0022] (3)该落叶清扫粉碎压实一体机设置有压实装置，压实装置可以将粉碎之后的落

叶压成块状，便于运输和处理，压实装置上设置的限位板和限位柱可以在压板抬起的过程

中形成高度差，使得在压板上的落叶碎掉落。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过滤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是螺旋转轴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是粉碎装置爆炸图；

[0027] 图5是压实装置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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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6是压板上升状态以及活动板结构示意图；

[0029] 其中，上述附图包括以下附图标记：1、车体；2、清扫装置；3、过滤装置；31、过滤筒；

32、过滤孔；33、螺旋转轴；34、出料口；4、滤渣收集装置；5、输送管；6、粉碎装置；61、粉碎外

筒；611、豁口；612、粉碎出口；62、粉碎内筒；621、空心转轴；63、粉碎转轴；631、粉碎刀齿；7、

导料板；8、压块装置；81、液压缸；82、压缩箱；83、进料口；84、限位柱；85、压板；86、弹簧；87、

限位板；88、伸缩杆；89、活动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1] 如图1-6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落叶清扫粉碎压实一体机，包括车体1、清扫装置

2、过滤装置3、滤渣收集装置4、粉碎装置6、喷洒装置以及压块装置8；

[0032] 清扫装置里面带有风机，风机转动形成负压将落叶从吸入管吸入到过滤腔中，吸

入管的入口处呈喇叭口，这样可以增大吸附面积。

[0033] 过滤装置包括过滤筒31、螺旋转轴33以及驱动装置，螺旋转轴安装在过滤筒内，螺

旋转轴的一端连接驱动装置；过滤筒横向固定在车体内，过滤筒前端面与清扫装置的吸入

管连接，清扫装置吸入管的前端开有喇叭口，过滤筒的侧壁上开有过滤孔32，侧壁的一端开

有出料口34，过滤孔和出料口朝下；滤渣收集装置固定在过滤装置的下端，形状与过滤装置

相配合，从过滤孔中滤出的滤渣落入滤渣收集装置内；

[0034] 从吸入口吸入的落叶进入到过滤筒中，随着螺旋转轴的转动带动落叶沿着过滤筒

旋转前进，旋转过程中的石子等的滤渣就掉落下来，从过滤筒底部的过滤孔中掉落到收集

装置中。

[0035] 过滤装置的出料口连接输送管5，输送管的另一端连接粉碎装置；过滤后的落叶从

输送管中进入粉碎装置中，进行粉碎。

[0036] 粉碎装置倾斜放置在车体内，进料侧高于出料侧，粉碎装置包括粉碎外筒61、粉碎

内筒62以及粉碎转轴63，粉碎外筒的进料侧与输送管对接；粉碎外筒上端的筒壁开有长条

状豁口611，豁口连接洒水装置，粉碎外筒的出料侧开有粉碎出口612；粉碎出口外接导料

板；粉碎内筒筒壁由网状栅格组成，栅格大小由粉碎程度决定，粉碎内筒端面安装空心转轴

621，粉碎转轴穿过空心转轴，安装在粉碎内筒中，粉碎转轴上安装有粉碎刀齿631，空心转

轴和粉碎转轴分别外连驱动装置，带动粉碎内筒和粉碎转轴转动；粉碎内筒和粉碎转轴的

转动方向相反，从输送管进入粉碎内筒中的落叶随着粉碎内筒的转动而运动，同时，反向旋

转的粉碎转轴对落叶进行粉碎，粉碎彻底的落叶碎片从粉碎内筒掉落到粉碎外筒中，沿着

粉碎外筒从粉碎出口输出，在粉碎外筒的上端还安装有喷洒装置，喷洒装置包括储水箱11，

洒水管9以及输水管10，储水箱位于车体顶部，通过输水管与洒水管连通，储水箱中盛装发

酵液；在粉碎的过程中喷洒发酵液。

[0037] 压块装置包括液压缸81、压缩箱82、伸缩杆88以及压板85；压缩箱侧面开有进料口

83，进料口与导料板对接；压缩箱的一个侧壁为活动板89，压缩箱内设置有和活动板相配合

的滑道；压板分为左右两块，均与伸缩杆纵向铰接，压板与伸缩杆之间连接有弹簧86，伸缩

杆上固定有限位板87，伸缩杆穿过限位板与压板连接，压缩箱内腔的顶部固定有两个限位

柱84，限位柱与伸缩杆之间的距离大于压板宽度的一半，在压实的过程中，如果有落叶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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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落在压板上的时候，伸缩杆收缩，压板在限位柱的作用下向两侧倾斜，落叶碎片可以从压

板上掉落。

[0038] 本发明的使用过程如下所述：

[0039] 落叶清扫粉碎压实一体机开始工作的时候，清扫装置将落叶吸入过滤筒中，过滤

筒内的螺旋转轴转动，带动落叶及石子转动，转动过程中，石子等的硬质残渣掉落到底部的

筒壁上，通过过滤孔掉落到收集装置中，而落叶则随着螺旋转轴继续往前移动，直至从过滤

筒的出料口推出，通过输送管进入到粉碎装置中。

[0040] 粉碎装置中的粉碎内壁以及粉碎转轴均在各自的驱动装置驱动下转动，转动方向

相反，落叶在粉碎刀齿的作用下粉碎成碎片，粉碎内壁的转动使得落叶不断搅动，进而使得

落叶更充分的粉碎，同时，喷洒装置将发酵液喷洒到粉碎中的落叶上，和落叶充分混合，粉

碎之后的落叶从粉碎内壁的栅格中掉落，栅格的大小决定了最终落叶被粉碎的程度，粉碎

装置的安装有一定的斜度，因此粉碎之后的落叶可以顺利从粉碎外筒的粉碎出口脱出，通

过导料板从压实箱侧壁进入到压实箱中，压板在液压缸的作用下上下做往复运动，两个压

板均与伸缩杆铰接，可以绕着伸缩杆上下转动一定角度，压板和伸缩杆之间连接有弹簧，伸

缩杆上还固定有限位板，压实箱的顶部固定有两个限位柱，当伸缩杆缩短的时候，压板随着

伸缩杆上移，直至压板上面接触限位柱，此时伸缩杆继续收缩，压板在限位柱的作用下沿着

伸缩杆翻转一定角度，此时，落在压板上的落叶掉落，伸缩杆再次伸长，在弹簧的作用下，压

板复位，继续下压，重复将落叶压实。

[0041] 当压实之后的落叶积累到一定的高度，将侧板移开，取出压实之后的落叶，继续进

行落叶清扫，压实之后的落叶占有比较小的体积，容易收集或者运输，并且压实之后的落叶

中带有发酵液，可以直接掩埋，给其他作物提供肥料或者其他通途，清洁环保。

[0042] 当然，上述内容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不能被认为用于限定对本发明的实施

例范围。本发明也并不仅限于上述举例，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实质范围

内所做出的均等变化与改进等，均应归属于本发明的专利涵盖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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