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0931262.3

(22)申请日 2018.06.15

(73)专利权人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地址 410132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黄兴镇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72)发明人 邓晓杰　

(74)专利代理机构 泰州地益专利事务所 32108

代理人 谭建成

(51)Int.Cl.

B02C 4/08(2006.01)

B02C 23/02(2006.01)

B02C 23/16(2006.01)

B02C 23/14(2006.01)

B01D 47/06(2006.01)

B08B 15/04(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土木工程用碎石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土木工程用碎石机，包

括底座与机体，所述底座顶部一侧设有第一驱动

电机，所述第一驱动电机输出端连接有主动轮，

所述主动轮上绕接有皮带，所述皮带另一侧绕接

在被动轮上，所述机体顶部一侧连接有延伸斜

板，所述延伸斜板一侧连接有支撑杆，所述支撑

杆一侧铰接有缓冲板，所述缓冲板一侧固定连接

有第一缓冲弹簧，所述第一缓冲弹簧一侧固定连

接所述延伸斜板，所述所述机体顶部靠近所述被

动轮一侧还设有挡料斜板，所述机体内壁两侧设

有限制装置，本实用新型对石块具备很好的缓冲

作用，且可以生产出三种大小不一粒度的石块，

通过打开喷水头降低灰尘，并打开涡轮风扇抽

风，灰尘经过吸尘管进入通风管道，并落入集尘

箱被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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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土木工程用碎石机，包括底座（1）与机体（2），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顶部一

侧设有第一驱动电机（3），所述第一驱动电机（3）输出端连接有主动轮（4），所述主动轮（4）

上绕接有皮带（5），所述皮带（5）另一侧绕接在被动轮（6）上，所述机体（2）顶部一侧连接有

延伸斜板（7），所述延伸斜板（7）一侧连接有支撑杆（8），所述支撑杆（8）一侧铰接有缓冲板

（9），所述缓冲板（9）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一缓冲弹簧（10），所述第一缓冲弹簧（10）一侧固定

连接所述延伸斜板（7），所述机体（2）内壁两侧设有限制装置（11），所述限制装置（11）包括

支撑板（12），所述支撑板（12）上方设有固定块（13），所述支撑板（12）底部连接有第一弹簧

连接轴（14），所述第一弹簧连接轴（14）外侧套接有第二缓冲弹簧（15），所述固定块（13）一

侧铰接有限制板（16），所述限制板（16）底部设有第二弹簧连接轴（17），所述第二缓冲弹簧

（15）顶部套接在所述第二弹簧连接轴（17）上，所述限制装置（11）下方设有第一粉碎辊组

（18），所述第一粉碎辊组（18）下方设有粗粒筛网（19），所述机体（2）一侧设有粗粒箱（20），

所述粗粒箱（20）内设有粗粒皮带（21），所述粗粒筛网（19）下方设有第一下料溜槽（22），所

述第一下料溜槽（22）下方设有第二粉碎辊组（23），所述第二粉碎辊组（23）下方设有细粒筛

网（24），所述细粒筛网（24）下方设有细粒箱（25），所述细粒箱（25）内设有细粒皮带（26），所

述机体（2）远离所述粗粒箱（20）一侧设有中粒箱（27），所述中粒箱（27）内设有中粒皮带

（28），所述粗粒箱（20）与所述中粒箱（27）顶部均设有吸尘装置（29），所述吸尘装置（29）包

括涡轮风扇（30），所述涡轮风扇（30）一侧设有通风管道（31），所述通风管道（31）底部连接

有集尘箱（32），所述通风管道（31）顶部连接吸尘管（33），所述吸尘管（33）一侧贯穿所述机

体（2）并延伸至所述机体（2）内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土木工程用碎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粉碎辊组（18）

与所述第二粉碎辊组（23）均包括两个粉碎辊（34），所述机体（2）内壁上安装有两个第二驱

动电机，所述第二驱动电机的输出端与所述粉碎辊（34）的中心处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土木工程用碎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体（2）与所述粗

粒箱（20）、所述中粒箱（27）的连接处均设有下料口（35）。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土木工程用碎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粗粒筛网（19）与所

述细粒筛网（24）上均设有激振器（36），所述粗粒筛网（19）与所述细粒筛网（24）一侧均伸入

所述下料口（3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土木工程用碎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粗粒箱（20）一侧设

有与所述粗粒皮带（21）对应的粗粒出口（37），所述中粒箱（27）一侧设有与所述中粒皮带

（28）对应的中粒出口（38），所述细粒箱（25）一侧设有与所述细粒皮带（26）对应的细粒出口

（39）。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土木工程用碎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粗粒皮带（21）、所

述中粒皮带（28）与所述细粒皮带（26）分别穿过所述粗粒出口（37）、所述中粒出口（38）与所

述细粒出口（39）。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土木工程用碎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被动轮（6）一侧中

心处连接有支撑架（40），所述支撑架（40）底部与所述底座（1）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土木工程用碎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板（12）下方设

有喷水头（41），所述通风管道（31）的形状的L形。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土木工程用碎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粗粒筛网（19）的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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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孔径大于所述细粒筛网（24）的筛孔孔径。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土木工程用碎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粗粒皮带（21）、所

述中粒皮带（28）与所述细粒皮带（26）上方均设有第二下料溜槽（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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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土木工程用碎石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土木工程用碎石机，属于土木工程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土木工程是建造各类土地工程设施的科学技术的统称，它既指所应用的材料、设

备和所进行的勘测、设计、施工、保养、维修等技术活动，也指工程建设的对象，土木工程是

指除房屋建筑以外，为新建、改建或扩建各类工程的建筑物、构筑物和相关配套设施等所进

行的勘察、规划、设计、施工、安装和维护等各项技术工作及其完成的工程实体。

[0003] 破碎机按照大类可分为医用破碎机和矿业破碎机，其中医用碎石机主要用于结石

的破碎，一般采用共振等方式将结石破碎，避免手术带来的各种风险。

[0004] 根据破碎的原理，重型矿山机械常用破碎机械有颚式破碎机、反击式破碎机、立式

冲击式破碎机、液压圆锥破碎机、环锤式破碎机、锤式破碎机、辊式破碎机、复合式破碎机、

圆锥式破碎机、双级破碎机、旋回式破碎机、移动式破碎机等。

[0005] 现有的土木工程用碎石机，石料在进入碎石机的过程中，容易对碎石机内造成冲

击，同时碎石机分级效果差，且碎石机的灰尘污染较大。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土木工程用碎石机，解决现有的土木工程用碎石机，石料在

进入碎石机的过程中，容易对碎石机内造成冲击，同时碎石机分级效果差，且碎石机的灰尘

污染较大的问题，本实用新型对石块具备很好的缓冲作用，且可以生产出三种大小不一粒

度的石块，通过打开喷水头降低灰尘，并打开涡轮风扇抽风，灰尘经过吸尘管进入通风管

道，并落入集尘箱被收集。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8] 本实用新型一种土木工程用碎石机，包括底座与机体，所述底座顶部一侧设有第

一驱动电机，所述第一驱动电机输出端连接有主动轮，所述主动轮上绕接有皮带，所述皮带

另一侧绕接在被动轮上，所述机体顶部一侧连接有延伸斜板，所述延伸斜板一侧连接有支

撑杆，所述支撑杆一侧铰接有缓冲板，所述缓冲板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一缓冲弹簧，所述第一

缓冲弹簧一侧固定连接所述延伸斜板，所述所述机体顶部靠近所述被动轮一侧还设有挡料

斜板，所述机体内壁两侧设有限制装置，所述限制装置包括支撑板，所述支撑板上方设有固

定块，所述支撑板底部连接有第一弹簧连接轴，所述第一弹簧连接轴外侧套接有第二缓冲

弹簧，所述固定块一侧铰接有限制板，所述限制板底部设有第二弹簧连接轴，所述第二缓冲

弹簧顶部套接在所述第二弹簧连接轴上，所述限制装置下方设有第一粉碎辊组，所述第一

粉碎辊组下方设有粗粒筛网，所述机体一侧设有粗粒箱，所述粗粒箱内设有粗粒皮带，所述

粗粒筛网下方设有第一下料溜槽，所述第一下料溜槽下方设有第二粉碎辊组，所述第二粉

碎辊组下方设有细粒筛网，所述细粒筛网下方设有细粒箱，所述细粒箱内设有细粒皮带，所

述机体远离所述粗粒箱一侧设有中粒箱，所述中粒箱内设有中粒皮带，所述粗粒箱与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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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粒箱顶部均设有吸尘装置，所述吸尘装置包括涡轮风扇，所述涡轮风扇一侧设有通风管

道，所述通风管道底部连接有集尘箱，所述通风管道顶部连接吸尘管，所述吸尘管一侧贯穿

所述机体并延伸至所述机体内部。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第一粉碎辊组与所述第二粉碎辊组均

包括两个粉碎辊，所述机体内壁上安装有两个第二驱动电机，所述第二驱动电机的输出端

与所述粉碎辊的中心处连接。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机体与所述粗粒箱、所述中粒箱的连

接处均设有下料口。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粗粒筛网与所述细粒筛网上均设有激

振器，所述粗粒筛网与所述细粒筛网一侧均伸入所述下料口。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粗粒箱一侧设有与所述粗粒皮带对应

的粗粒出口，所述中粒箱一侧设有与所述中粒皮带对应的中粒出口，所述细粒箱一侧设有

与所述细粒皮带对应的细粒出口。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粗粒皮带、所述中粒皮带与所述细粒

皮带分别穿过所述粗粒出口、所述中粒出口与所述细粒出口。

[0014]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被动轮一侧中心处连接有支撑架，所

述支撑架底部与所述底座连接。

[0015]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支撑板下方设有喷水头，所述通风管

道的形状的L形。

[0016]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粗粒筛网的筛孔孔径大于所述细粒筛

网的筛孔孔径。

[001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粗粒皮带、所述中粒皮带与所述细粒

皮带上方均设有第二下料溜槽。

[0018] 本实用新型所达到的有益效果是：将石料放在皮带上，通过第一驱动电机带动主

动轮转动，主动轮带动皮带转动，从而使皮带带动石料上升，石料进入机体内，少量由于速

度较快被抛远的石料会撞击到延伸斜板的缓冲板上，缓冲板受到撞击后，第一缓冲弹簧压

缩对缓冲板起到缓冲作用，使石料较为平稳的落下，其余石料进入机体内，落入限制板上，

当石料中含有较大石块（如直径大于两块限制板之间形成的空隙）时，石块在限制板上对两

块限制板产升挤压，此时第二缓冲弹簧压缩起到缓冲作用，使较大石料较为平稳的落下，且

本装置可以生产出三种大小不一粒度的石块，通过打开喷水头降低灰尘，并打开涡轮风扇

抽风，灰尘经过吸尘管进入通风管道，并落入集尘箱被收集。

附图说明

[0019]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本实用

新型的实施例一起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在附图中：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实用新型整体外观图；

[0022]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吸尘装置结构图；

[0023]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限制装置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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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中：1、底座；2、机体；3、第一驱动电机；4、主动轮；5、皮带；6、被动轮；7、延伸斜

板；8、支撑杆；9、缓冲板；10、第一缓冲弹簧；11、限制装置；12、支撑板；13、固定块；14、第一

弹簧连接轴；15、第二缓冲弹簧；16、限制板；17、第二弹簧连接轴；18、第一粉碎辊组；19、粗

粒筛网；20、粗粒箱；21、粗粒皮带；22、第一下料溜槽；23、第二粉碎辊组；24、细粒筛网；25、

细粒箱；26、细粒皮带；27、中粒箱；28、中粒皮带；29、吸尘装置；30、涡轮风扇；31、通风管道；

32、集尘箱；33、吸尘管；34、粉碎辊；35、下料口；36、激振器；37、粗粒出口；38、中粒出口；39、

细粒出口；40、支撑架；41、喷水头；42、第二下料溜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优

选实施例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6] 实施例1

[0027] 如图1-图4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土木工程用碎石机，包括底座1与机体2，所

述底座1顶部一侧设有第一驱动电机3，所述第一驱动电机3输出端连接有主动轮4，所述主

动轮4上绕接有皮带5，所述皮带5另一侧绕接在被动轮6上，所述机体2顶部一侧连接有延伸

斜板7，所述延伸斜板7一侧连接有支撑杆8，所述支撑杆8一侧铰接有缓冲板9，所述缓冲板9

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一缓冲弹簧10，所述第一缓冲弹簧10一侧固定连接所述延伸斜板7，所述

机体2内壁两侧设有限制装置11，所述限制装置11包括支撑板12，所述支撑板12上方设有固

定块13，所述支撑板12底部连接有第一弹簧连接轴14，所述第一弹簧连接轴14外侧套接有

第二缓冲弹簧15，所述固定块13一侧铰接有限制板16，所述限制板16底部设有第二弹簧连

接轴17，所述第二缓冲弹簧15顶部套接在所述第二弹簧连接轴17上，所述限制装置11下方

设有第一粉碎辊组18，所述第一粉碎辊组18下方设有粗粒筛网19，所述机体2一侧设有粗粒

箱20，所述粗粒箱20内设有粗粒皮带21，所述粗粒筛网19下方设有第一下料溜槽22，所述第

一下料溜槽22下方设有第二粉碎辊组23，所述第二粉碎辊组23下方设有细粒筛网24，所述

细粒筛网24下方设有细粒箱25，所述细粒箱25内设有细粒皮带26，所述机体2远离所述粗粒

箱20一侧设有中粒箱27，所述中粒箱27内设有中粒皮带28，所述粗粒箱20与所述中粒箱27

顶部均设有吸尘装置29，所述吸尘装置29包括涡轮风扇30，所述涡轮风扇30一侧设有通风

管道31，所述通风管道31底部连接有集尘箱32，所述通风管道31顶部连接吸尘管33，所述吸

尘管33一侧贯穿所述机体2并延伸至所述机体2内部。

[0028] 所述第一粉碎辊组18与所述第二粉碎辊组23均包括两个粉碎辊34，所述机体2内

壁上安装有两个第二驱动电机，所述第二驱动电机的输出端与所述粉碎辊34的中心处连

接，第二驱动电机可以驱动粉碎辊34转动，对石料进行粉碎，所述机体2与所述粗粒箱20、所

述中粒箱27的连接处均设有下料口35，石料经过筛网时，粒度大于筛网筛孔的为筛上物，粒

度小于筛网筛孔的即可透过筛网，为筛下物，筛上物从筛网上滑下来之后，通过下料口35下

料，所述粗粒筛网19与所述细粒筛网24上均设有激振器36，激振器36启动后带动筛网震动，

所述粗粒筛网19与所述细粒筛网24一侧均伸入所述下料口35，所述粗粒箱20一侧设有与所

述粗粒皮带21对应的粗粒出口37，所述中粒箱27一侧设有与所述中粒皮带28对应的中粒出

口38，所述细粒箱25一侧设有与所述细粒皮带26对应的细粒出口39，分别从粗粒出口37、中

粒出口38、细粒出口39运出粗粒石料、中粒石料、细粒石料，所述粗粒皮带21、所述中粒皮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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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与所述细粒皮带26分别穿过所述粗粒出口37、所述中粒出口38与所述细粒出口39，粗粒

石料、中粒石料、细粒石料分别在粗粒皮带21、中粒皮带28、细粒皮带26上被运出，所述被动

轮6一侧中心处连接有支撑架40，所述支撑架40底部与所述底座1连接，支撑架40对被动轮6

起到支撑作用，所述支撑板12下方设有喷水头41，打开喷水头41喷水降低灰尘，所述通风管

道31的形状的L形，打开涡轮风扇30抽风，灰尘经过吸尘管33进入通风管道31，并落入集尘

箱32被收集，所述粗粒筛网19的筛孔孔径大于所述细粒筛网24的筛孔孔径，可以生产出三

种大小不一粒度的石块，所述粗粒皮带21、所述中粒皮带28与所述细粒皮带26上方均设有

第二下料溜槽42，第二下料溜槽42方便石料落到皮带上。

[0029] 本实用新型在使用时，首先将石料放在皮带5上，通过第一驱动电机3带动主动轮4

转动，主动轮4带动皮带5转动，从而使皮带5带动石料上升，石料进入机体2内，少量由于速

度较快被抛远的石料会撞击到延伸斜板7的缓冲板9上，缓冲板9受到撞击后，第一缓冲弹簧

10压缩对缓冲板9起到缓冲作用，使石料较为平稳的落下，其余石料进入机体2内，落入限制

板16上，限制板16同时可对石料产生减速缓冲的效果，当石料中含有较大石块（如直径大于

两块限制板16之间形成的空隙）时，石块在限制板16上对两块限制板16产升挤压，此时第二

缓冲弹簧15压缩起到缓冲作用，使两块限制板16缓慢产生转动，两块限制板16之间形成的

空隙缓慢变大，使较大石料较为平稳的落下，石料先经过第一粉碎辊组18的粉碎后落到粗

粒筛网19上，在激振器36的作用下筛网震动，石料经过筛网时，粒度大于筛网筛孔的为筛上

物，粒度小于筛网筛孔的即可透过筛网，为筛下物，筛上物为较粗的石块，经过下料口35进

入粗粒箱20，并由粗粒皮带21运出，筛下物通过第二粉碎辊组23的粉碎进入细粒筛网24上，

在激振器36的作用下筛网震动，筛上物为相对中等粒度的石块，其进入中粒箱27，并由中粒

皮带28运出，筛下物为细粒的石块，其进入细粒箱25，并由细粒皮带26运出，即可以生产出

三种大小不一粒度的石块，通过打开喷水头41降低灰尘，并打开涡轮风扇30抽风，灰尘经过

吸尘管33进入通风管道31，并落入集尘箱32被收集。

[0030]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

新型，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

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

同替换。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

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4/4 页

7

CN 208612586 U

7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8

CN 208612586 U

8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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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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