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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环保建筑垃圾处理设施，

包括所述车架以及设于车架上的厢体，所述车架

上设有前轴和后轴，所述前轴上转动设有前轮，

所述后轴上转动设有后轮，所述后轮两侧分别设

有一组踏板驱动机构，所述踏板驱动机构包括转

动设于后轴上的第一齿轮，所述第一齿轮固定于

后轮一侧，所述车架上通过第一转轴转动连接有

第二齿轮，所述第一齿轮啮合第二齿轮，所述车

架还转动连接有第一曲柄，所述第一曲柄包括第

一曲柄轴部和第一曲柄杆部，所述第一曲柄轴部

转动连接于车架上。本发明的踏板驱动机构结构

设计新颖，去除了传统的长链条，结构得到精简，

结构布局合理，具有实用性。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4页  附图7页

CN 109236973 A

2019.01.18

CN
 1
09
23
69
73
 A



1.一种环保建筑垃圾处理设施，包括所述车架以及设于车架上的厢体，其特征在于，所

述车架上设有前轴和后轴，所述前轴上转动设有前轮，所述后轴上转动设有后轮，所述后轮

两侧分别设有一组踏板驱动机构，所述踏板驱动机构包括转动设于后轴上的第一齿轮，所

述第一齿轮固定于后轮一侧，所述车架上通过第一转轴转动连接有第二齿轮，所述第一齿

轮啮合第二齿轮，所述车架还转动连接有第一曲柄，所述第一曲柄包括第一曲柄轴部和第

一曲柄杆部，所述第一曲柄轴部转动连接于车架上，所述第一曲柄轴部上固定连接有第三

齿轮，所述第二齿轮啮合第三齿轮，所述第一曲柄轴部上还套设有第四齿轮，所述第四齿轮

固定于车架上，所述第一曲柄杆部通过第五转轴转动连接有第五齿轮，所述第四齿轮啮合

第五齿轮，所述第一曲柄杆部还转动连接第二曲柄，所述第二曲柄包括第二曲柄轴部和第

二曲柄杆部，所述第二曲柄轴部转动连接于第一曲柄杆部上，所述第二曲柄轴部上固定设

有第六齿轮，所述第五齿轮啮合第六齿轮，所述第二曲柄杆部的外端转动设有脚踏板，所述

第四齿轮和第六齿轮的齿数相同，两组踏板驱动机构中的第一曲柄杆部的转动角相差

180°，两组踏板驱动机构中的第二曲柄杆部同向且水平设置；

所述前轮包括与前轴转动相连的支撑架以及轮圈，所述支撑架呈等边三角形，所述前

轴位于三角形的中心处，所述支撑架的三个角点处与轮圈之间设有三个弹簧压杆，在未受

力时三角形的角点与三角形中心的连线垂直弹簧压杆，所述弹簧压杆包括铰接于支撑架上

的筒体和铰接于轮圈的杆体，所述筒体内底部安装有第一弹簧，所述第一弹簧的另一端设

置于杆体上；

所述车架上还设有照明灯，所述照明灯包括灯座、灯杯、散热器、铝基板、散热风扇、反

光板，所述铝基板上安装有LED灯珠，所述灯座安装于车架上，所述灯座与灯杯相连并呈L

形，所述灯杯前端固定有铝基板，所述铝基板与散热器相固定，所述铝基板同时也与反光板

相固定，所述散热器设置在灯杯内，所述反光板设置于灯杯前方，所述灯杯前部设有进气

孔，所述灯杯后部设有出气孔，所述灯杯后部还设有散热风扇；

所述厢体外侧涂有防水涂料，所述防水涂料由下列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甲基丙烯酸

甲酯88、苯乙烯77、聚丁二烯2、聚碳酸酯2、滑石粉2、过硫酸铵0.8、磷酸酯单体8、去离子水

15、玻璃鳞片25、浓度为75wt％的乙醇25、浓度为10wt％的氢氧化钠溶液50、异丙醇3、邻苯

二酚5、硅酸锌5、环氧大豆油5、轻质碳酸钙5、氧化锌8、聚硅油乳液5、硅烷偶联剂KH560为1

份、抗氧剂168为1份、SDS为2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水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水涂料由以下具体步骤制备而

成：

(1)将去离子水与SDS混合，放入反应釜中，边搅拌边升温至80℃，然后加入一半量的甲

基丙烯酸甲酯、苯乙烯以及过硫酸铵，恒温搅拌40分钟后继续加入剩余量的甲基丙烯酸甲

酯、苯乙烯以及磷酸酯单体，保温3小时，得到含磷酸酯的丙烯酸乳液；

(2)将玻璃鳞片粉碎，过100目筛，然后将其置于浓度为10wt％的氢氧化钠溶液中浸泡

50分钟，过滤，用水洗至中性待用；将硅烷偶联剂KH560与浓度为75wt％的乙醇混合形成溶

液，将上述碱处理后的玻璃鳞片置于其中，均匀搅拌40分钟，过滤后在烘箱中以90℃的温度

干燥2.5小时，得到表面改性玻璃鳞片；

(3)将轻质碳酸钙、氧化锌中加入等量的水中，放入球磨机中球磨30分钟后加入一半量

的聚硅油乳液，继续球磨40分钟后放入搅拌釜中，加入总量2倍量的水，搅拌均匀后继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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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异丙醇、邻苯二酚，以600转/分的速度搅拌40分钟，然后加入剩余聚硅油乳液，在2000转/

分的速度下搅拌，直到浆料细度小于45μm，得到混合浆料；

(4)最后将步骤(1)得到的含磷酸酯的丙烯酸乳液与步骤(3)得到的混合浆料混合，加

入其余剩余成分，以800转/分的速度搅拌均匀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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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保建筑垃圾处理设施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垃圾处理技术领域，特别是指一种环保建筑垃圾处理设施。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机械装置的驱动方式结构设计不合理，链式传动机构局限性大，难以突破结

构限制，长长的链条容易脱落损坏。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环保建筑垃圾处理设施，以解决现有技术

中机械装置的驱动方式结构设计不合理，链式传动机构局限性大，难以突破结构限制，长长

的链条容易脱落损坏的技术问题。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环保建筑垃圾处理设施，包括所

述车架以及设于车架上的厢体，所述车架上设有前轴和后轴，所述前轴上转动设有前轮，所

述后轴上转动设有后轮，所述后轮两侧分别设有一组踏板驱动机构，所述踏板驱动机构包

括转动设于后轴上的第一齿轮，所述第一齿轮固定于后轮一侧，所述车架上通过第一转轴

转动连接有第二齿轮，所述第一齿轮啮合第二齿轮，所述车架还转动连接有第一曲柄，所述

第一曲柄包括第一曲柄轴部和第一曲柄杆部，所述第一曲柄轴部转动连接于车架上，所述

第一曲柄轴部上固定连接有第三齿轮，所述第二齿轮啮合第三齿轮，所述第一曲柄轴部上

还套设有第四齿轮，所述第四齿轮固定于车架上，所述第一曲柄杆部通过第五转轴转动连

接有第五齿轮，所述第四齿轮啮合第五齿轮，所述第一曲柄杆部还转动连接第二曲柄，所述

第二曲柄包括第二曲柄轴部和第二曲柄杆部，所述第二曲柄轴部转动连接于第一曲柄杆部

上，所述第二曲柄轴部上固定设有第六齿轮，所述第五齿轮啮合第六齿轮，所述第二曲柄杆

部的外端转动设有脚踏板，所述第四齿轮和第六齿轮的齿数相同，两组踏板驱动机构中的

第一曲柄杆部的转动角相差180°，两组踏板驱动机构中的第二曲柄杆部同向且水平设置；

[0005] 所述前轮包括与前轴转动相连的支撑架以及轮圈，所述支撑架呈等边三角形，所

述前轴位于三角形的中心处，所述支撑架的三个角点处与轮圈之间设有三个弹簧压杆，在

未受力时三角形的角点与三角形中心的连线垂直弹簧压杆，所述弹簧压杆包括铰接于支撑

架上的筒体和铰接于轮圈的杆体，所述筒体内底部安装有第一弹簧，所述第一弹簧的另一

端设置于杆体上；

[0006] 所述车架上还设有照明灯，所述照明灯包括灯座、灯杯、散热器、铝基板、散热风

扇、反光板，所述铝基板上安装有LED灯珠，所述灯座安装于车架上，所述灯座与灯杯相连并

呈L形，所述灯杯前端固定有铝基板，所述铝基板与散热器相固定，所述铝基板同时也与反

光板相固定，所述散热器设置在灯杯内，所述反光板设置于灯杯前方，所述灯杯前部设有进

气孔，所述灯杯后部设有出气孔，所述灯杯后部还设有散热风扇；

[0007] 所述厢体外侧涂有防水涂料，所述防水涂料由下列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甲基丙

烯酸甲酯88、苯乙烯77、聚丁二烯2、聚碳酸酯2、滑石粉2、过硫酸铵0.8、磷酸酯单体8、去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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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水15、玻璃鳞片25、浓度为75wt％的乙醇25、浓度为10wt％的氢氧化钠溶液50、异丙醇3、

邻苯二酚5、硅酸锌5、环氧大豆油5、轻质碳酸钙5、氧化锌8、聚硅油乳液5、硅烷偶联剂KH560

为1份、抗氧剂168为1份、SDS为2份。

[0008] 其中，所述防水涂料由以下具体步骤制备而成：

[0009] (1)将去离子水与SDS混合，放入反应釜中，边搅拌边升温至80℃，然后加入一半量

的甲基丙烯酸甲酯、苯乙烯以及过硫酸铵，恒温搅拌40分钟后继续加入剩余量的甲基丙烯

酸甲酯、苯乙烯以及磷酸酯单体，保温3小时，得到含磷酸酯的丙烯酸乳液；

[0010] (2)将玻璃鳞片粉碎，过100目筛，然后将其置于浓度为10wt％的氢氧化钠溶液中

浸泡50分钟，过滤，用水洗至中性待用；将硅烷偶联剂KH560与浓度为75wt％的乙醇混合形

成溶液，将上述碱处理后的玻璃鳞片置于其中，均匀搅拌40分钟，过滤后在烘箱中以90℃的

温度干燥2.5小时，得到表面改性玻璃鳞片；

[0011] (3)将轻质碳酸钙、氧化锌中加入等量的水中，放入球磨机中球磨30分钟后加入一

半量的聚硅油乳液，继续球磨40分钟后放入搅拌釜中，加入总量2倍量的水，搅拌均匀后继

续加入异丙醇、邻苯二酚，以600转/分的速度搅拌40分钟，然后加入剩余聚硅油乳液，在

2000转/分的速度下搅拌，直到浆料细度小于45μm，得到混合浆料；

[0012] (4)最后将步骤(1)得到的含磷酸酯的丙烯酸乳液与步骤(3)得到的混合浆料混

合，加入其余剩余成分，以800转/分的速度搅拌均匀即得。

[0013]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4] 本发明的踏板驱动机构结构设计新颖，去除了传统的长链条，结构得到精简，结构

布局合理，具有实用性。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的踏板驱动机构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的踏板驱动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的踏板驱动机构的部分立体图。

[0019] 图5为本发明的踏板驱动机构的部分立体分解图。

[0020] 图6为本发明的踏板驱动机构的运动轨迹示意图。

[0021] 图7为本发明的轮胎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8为本发明的照明灯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使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及具

体实施例进行详细描述。

[0024] 为方便描述和说明，图1中的右侧方向为整个机构的前侧、前端、前部、前进方向，

图1中的左侧方向为整个机构的后侧、后端、后部、后退方向。

[0025] 如图1至图6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环保建筑垃圾处理设施，包括车架100以

及设于车架100上的厢体110，厢体110两侧可增加辅助轮(未图示)以增加稳定性，所述厢体

可用于存储建筑垃圾以待转运，所述车架100上设有前轴11和后轴12，所述前轴11上转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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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前轮13，所述后轴12上转动设有后轮14，所述厢体110的底部可根据实际需要增加辅助

轮，所述后轮14两侧分别设有一组踏板驱动机构10，所述踏板驱动机构10包括转动设于后

轴12上的第一齿轮15，所述第一齿轮15固定于后轮14一侧，所述车架100上通过第一转轴16

转动连接有第二齿轮17，所述第一齿轮15啮合第二齿轮17，所述车架100还转动连接有第一

曲柄，所述第一曲柄包括第一曲柄轴部18和第一曲柄杆部19，所述第一曲柄轴部18转动连

接于车架100上，所述第一曲柄轴部18上固定连接有第三齿轮20，所述第二齿轮17啮合第三

齿轮20，所述第一曲柄轴部18上还套设有第四齿轮21，所述第四齿轮21固定于车架100上，

所述第一曲柄杆部19通过第五转轴22转动连接有第五齿轮23，所述第四齿轮21啮合第五齿

轮23，所述第一曲柄杆部19还转动连接第二曲柄，所述第二曲柄包括第二曲柄轴部24和第

二曲柄杆部25，所述第二曲柄轴部24转动连接于第一曲柄杆部19上，所述第二曲柄轴部24

上固定设有第六齿轮26，所述第五齿轮23啮合第六齿轮26，所述第二曲柄杆部25的外端转

动设有脚踏板27，所述第四齿轮21和第六齿轮26的齿数相同，两组踏板驱动机构10中的第

一曲柄杆部的转动角相差180°，两组踏板驱动机构10中的第二曲柄杆部同向且水平设置。

由于所述第四齿轮和第六齿轮的齿数相同，因此第二曲柄杆部始终可保持初始状态的水平

设置。如图6所示，所述踏板驱动机构中第一曲柄杆部外端的运动轨迹如圆圈a，踏板的运行

轨迹如圆圈b，因此人力踩踏踏板可带动车轮转动。

[0026] 如图1和图7所示，所述前轮13包括与前轴11转动相连的支撑架42以及轮圈43，所

述轮圈43上安装有轮胎(未图示)，所述支撑架42呈等边三角形，所述前轴11位于三角形的

中心处，所述支撑架42的三个角点处与轮圈43之间设有三个弹簧压杆，在未受力时三角形

的角点与三角形中心的连线垂直弹簧压杆，所述弹簧压杆包括铰接于支撑架42上的筒体44

和铰接于轮圈43的杆体45，所述筒体44内底部安装有第一弹簧(未图示)，所述第一弹簧的

另一端设置于杆体45上。当车从高处下落时，或者路面坑洼不平时，筒体内的弹簧被压缩，

支撑架的中心也同时发生下沉，从而前轴也向下移动，从而能缓解冲击力，起到减震的作

用。

[0027] 所述厢体110外侧涂有防水涂料，所述防水涂料由下列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甲基

丙烯酸甲酯88、苯乙烯77、聚丁二烯2、聚碳酸酯2、滑石粉2、过硫酸铵0.8、磷酸酯单体8、去

离子水15、玻璃鳞片25、浓度为75wt％的乙醇25、浓度为10wt％的氢氧化钠溶液50、异丙醇

3、邻苯二酚5、硅酸锌5、环氧大豆油5、轻质碳酸钙5、氧化锌8、聚硅油乳液5、硅烷偶联剂

KH560为1份、抗氧剂168为1份、SDS为2份。

[0028] 所述防水涂料由以下具体步骤制备而成：

[0029] (1)将去离子水与SDS混合，放入反应釜中，边搅拌边升温至80℃，然后加入一半量

的甲基丙烯酸甲酯、苯乙烯以及过硫酸铵，恒温搅拌40分钟后继续加入剩余量的甲基丙烯

酸甲酯、苯乙烯以及磷酸酯单体，保温3小时，得到含磷酸酯的丙烯酸乳液；

[0030] (2)将玻璃鳞片粉碎，过100目筛，然后将其置于浓度为10wt％的氢氧化钠溶液中

浸泡50分钟，过滤，用水洗至中性待用；将硅烷偶联剂KH560与浓度为75wt％的乙醇混合形

成溶液，将上述碱处理后的玻璃鳞片置于其中，均匀搅拌40分钟，过滤后在烘箱中以90℃的

温度干燥2.5小时，得到表面改性玻璃鳞片；

[0031] (3)将轻质碳酸钙、氧化锌中加入等量的水中，放入球磨机中球磨30分钟后加入一

半量的聚硅油乳液，继续球磨40分钟后放入搅拌釜中，加入总量2倍量的水，搅拌均匀后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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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加入异丙醇、邻苯二酚，以600转/分的速度搅拌40分钟，然后加入剩余聚硅油乳液，在

2000转/分的速度下搅拌，直到浆料细度小于45μm，得到混合浆料；

[0032] (4)最后将步骤(1)得到的含磷酸酯的丙烯酸乳液与步骤(3)得到的混合浆料混

合，加入其余剩余成分，以800转/分的速度搅拌均匀即得。

[0033] 所述防水涂料首先在丙烯酸乳液的配置过程中添加适量的磷酸酯单体，不仅可以

提高乳液的稳定性，而且可与金属底材形成致密的磷化膜，提高附着力的同时，提高了防腐

蚀性能；本发明添加适量的异丙醇、邻苯二酚作为转锈剂，渗透性好，能够与金属表面的浮

锈发生反应；本发明还在涂料的配置过程中添加了表面改性的玻璃鳞片，能够均匀的分散

的涂料中，同时大大延长了介质渗透的途径和时间，相应提高了涂层的抗渗透性能及耐蚀

寿命。

[0034] 如图1和图8所示，所述车架上还设有照明灯70，所述照明灯70包括灯座71、灯杯

72、散热器73、铝基板74、散热风扇75、反光板76，所述铝基板74上安装有LED灯珠77，所述灯

座71安装于车架上，所述灯座71与灯杯72相连并呈L形，所述灯杯72前端固定有铝基板74，

所述铝基板74与散热器73相固定，所述铝基板74同时也与反光板76相固定，所述散热器73

设置在灯杯72内，所述反光板76设置于灯杯72前方，所述灯杯72前部设有进气孔78，所述灯

杯72后部设有出气孔79，所述灯杯72后部还设有散热风扇75。

[0035] 以上所述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所述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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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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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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