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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垃圾分类再利用设备，包括：初级

粉碎机构、中级粉碎机构、除铁机构、过滤机构；

所述初级粉碎机构、中级粉碎机构、除铁机构、过

滤机构安装在地面上连通运行；通过电机带动连

接件运动实现了建筑垃圾的初级粉碎、建筑垃圾

的二级粉碎、建筑垃圾的铁块剔除、建筑垃圾的

精细化分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支持，老

旧小区与房屋的拆除与重建产生大量的建筑垃

圾与建筑材料的短缺造成建筑垃圾无处倾倒，非

法采砂屡禁不止，给社会造成大量负面危害，所

以建筑垃圾的粉碎再利用刻不容缓，本发明有效

解决了以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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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垃圾分类再利用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初级粉碎机构（1）、中级粉碎机构

（2）、除铁机构（3）、过滤机构（4），所述初级粉碎机构（1）包括:电动马达（101）、颚式粉碎机

（102）、A型传送带（103）、B型传送带（104）、C型传送带（105）和D型传送带（106）；电动马达

（101）固定安装在地面上，其电机轴带动颚式粉碎机（102）运转；颚式粉碎机（102）安装在A

型传送带（103）上，颚式粉碎机（102）输出力带动A型传送带（103）运转；A型传送带（103）底

部固定安装在地面上，A型传送带（103）带动B型传送带（104）运动；B型传送带（104）固定安

装在地面上，B型传送带（104）带动C型传送带（105）运动；C型传送带（105）一端固定安装在B

型传送带（104）上，C型传送带（105）另一端固定安装在D型传送带（106）上；D型传送带（106）

一端固定安装在颚式粉碎机（102）上方，A型传送带（103）通过皮带带动颚式粉碎机（102）上

安装的齿轮箱运转，齿轮箱输出轴通过皮带带动D型传送带（106）运转。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建筑垃圾分类再利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中级粉碎机构

（2）包括：皮带轮（201）、反击式粉碎机（202）、E型传送带（203）和F型传送带（204）；皮带轮

（201）旋转安装在反击式粉碎机（202）上，皮带轮（201）通过颚式粉碎机（102）上皮带带动旋

转，皮带轮（201）带动连接件在反击式粉碎机（202）内部运动；反击式粉碎机（202）固定安装

在地面上，反击式粉碎机（202）上开口与A型传送带（103）的出料口固定连接，反击式粉碎机

（202）下出料口位于E型传送带（203）上方；E型传送带（203）固定安装在地面上；F型传送带

（204）一端固定安装E型传送带（203）上。

3.根据权利要求1一种建筑垃圾分类再利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除铁机构（3）包括：

动力转换机（301）、分割收集箱（302）、电磁铁（303）、G型传送带（304）、废铁收集车（305）、H

型传送带（306）和J型传送带（307）；动力转换机（301）固定安装在地面上，动力转换机（301）

与电动马达（101）通过皮带连接；分割收集箱（302）固定安装在地面上，动力转换机（301）通

过皮带带动分割收集箱（302）上的零件旋转运动，分割收集箱（302）上分格之一对应F型传

送带（204）出料口；电磁铁（303）固定安装在地面上，动力转换机（301）通过输出轴带动电磁

铁（303）上方圆形磁铁转动，电磁铁（303）圆形磁铁与分割收集箱（302）交接；G型传送带

（304）固定安装电磁铁（303）平台上，G型传送带（304）动力由电磁铁（303）上齿轮箱通过皮

带传动，电磁铁（303）上齿轮箱动力由动力转换机（301）通过皮带连接；废铁收集车（305）对

应电磁铁（303）平台与G型传送带（304）出铁口；H型传送带（306）固定安装在地面上，H型传

送带（306）与分割收集箱（302）上分格之一对应；J型传送带（307）固定安装H型传送带（306）

上。

4.根据权利要求1一种建筑垃圾分类再利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机构（4）包括：

动力轴（401）、盖板（402）、一级过滤外壳（403）、一级过滤筛（404）、二级过滤外壳（405）、二

级过滤筛（406）、三级过滤外壳（407）、三级过滤筛（408）和隔断护罩（409）；动力轴（401）一

端旋转安装三级过滤筛（408）卡槽内，动力轴（401）另一端与皮带轮（201）上齿轮啮合连接，

动力轴（401）穿过盖板（402）、一级过滤筛（404）、二级过滤筛（406）、三级过滤筛（408），一级

过滤筛（404）和二级过滤筛（406）分别与动力轴（401）上齿轮啮合连接；盖板（402）固定安装

一级过滤外壳（403）上，盖板（402）上开口对应J型传送带（307）输出口；一级过滤外壳（403）

固定安装二级过滤外壳（405）上；一级过滤筛（404）安装于二级过滤外壳（405）内部；二级过

滤外壳（405）固定安装三级过滤外壳（407）上；二级过滤筛（406）安装于三级过滤外壳（407）

内部；三级过滤外壳（407）底部上端安装三级过滤筛（408），三级过滤外壳（407）底部下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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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在地面上;隔断护罩（409）有三个，一个安装在盖板（402）与一级过滤筛（404）之间，另一

个安装在一级过滤筛（404）与二级过滤筛（406）之间，最后一个安装在二级过滤筛（406）与

三级过滤筛（408）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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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垃圾分类再利用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机械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建筑垃圾分类再利用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建筑垃圾粉碎机械，占地面积大，挪动不便，分类不全，用途不广，随着社会

的发展，和国家的支持，老旧小区与房屋的拆除与重建产生大量的建筑垃圾与建筑材料的

短缺造成建筑垃圾无处倾倒，非法采砂屡禁不止，给社会造成大量负面危害，所以建筑垃圾

的粉碎再利用刻不容缓，因此需要发明一种能够将建筑垃圾进行再分类从而重复利用的设

备。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建筑垃圾分类再利用设备，通过电机带动连

接件运动实现了建筑垃圾的初级粉碎、建筑垃圾的二级粉碎、建筑垃圾的铁块剔除、建筑垃

圾的精细化分类。

[0004] 本发明所使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建筑垃圾分类再利用设备，包括：初级粉碎机

构、中级粉碎机构、除铁机构、过滤机构，通过电机带动连接件运动实现了建筑垃圾的初级

粉碎、建筑垃圾的二级粉碎、建筑垃圾的铁块剔除、建筑垃圾的精细化分类；所述初级粉碎

机构包括:电动马达、颚式粉碎机、A型传送带、B型传送带、C型传送带和D型传送带；电动马

达固定安装在地面上，其电机轴带动颚式粉碎机运转；颚式粉碎机安装在A型传送带上，颚

式粉碎机输出力带动A型传送带运转；A型传送带底部固定安装在地面上，A型传送带带动B

型传送带运动；B型传送带固定安装在地面上，B型传送带带动C型传送带运动；C型传送带一

端固定安装在B型传送带上，C型传送带另一端固定安装在D型传送带上；D型传送带一端固

定安装在颚式粉碎机上方，A型传送带通过皮带带动颚式粉碎机上安装的齿轮箱运转，齿轮

箱输出轴通过皮带带动D型传送带运转；通过电动马达带动连接件运动使颚式粉碎机、A型

传送带、B型传送带、C型传送带、D型传送带运作，当建筑垃圾放到B型传送带上，通过B型传

送带传递给C型传送带，C型传送带传递给D型传送带，D型传送带传递给颚式粉碎机进行粉

碎掉落进A型传送带。减少粉碎机械的占地面积，提高了粉碎效率，增加了产量，减少了人

工，节约了成本。

[0005] 进一步地，所述中级粉碎机构包括：皮带轮、反击式粉碎机、E型传送带和F型传送

带；皮带轮旋转安装在反击式粉碎机上，皮带轮通过颚式粉碎机上皮带带动旋转，皮带轮带

动连接件在反击式粉碎机内部运动；反击式粉碎机固定安装在地面上，反击式粉碎机上开

口与A型传送带的出料口固定连接，反击式粉碎机下出料口位于E型传送带上方；E型传送带

固定安装在地面上；F型传送带一端固定安装E型传送带上；当A型传送带把初步粉碎的建筑

废料传送到反击式粉碎机时，皮带轮带动连接件运动使建筑废料进行再次粉碎，粉碎好后

掉到E型传送带上，由E型传送带传递给F型传送带。减少粉碎机械的占地面积，提高了粉碎

效率，增加了产量，减少了人工，节约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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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进一步地，所述除铁机构包括：动力转换机、分割收集箱、电磁铁、G型传送带、废铁

收集车、H型传送带和J型传送带；动力转换机固定安装在地面上，动力转换机与电动马达通

过皮带连接；分割收集箱固定安装在地面上，动力转换机通过皮带带动分割收集箱上的零

件旋转运动，分割收集箱上分格之一对应F型传送带出料口；电磁铁固定安装在地面上，动

力转换机通过输出轴带动电磁铁上方圆形磁铁转动，电磁铁圆形磁铁与分割收集箱交接；G

型传送带固定安装电磁铁平台上，G型传送带动力由电磁铁上齿轮箱通过皮带传动，电磁铁

上齿轮箱动力由动力转换机通过皮带连接；废铁收集车对应电磁铁平台与G型传送带出铁

口；H型传送带固定安装在地面上，H型传送带与分割收集箱上分格之一对应；J型传送带固

定安装H型传送带上；当F型传送带把粉碎好的建筑垃圾传送到分割收集箱其中一个分格

内，分割收集箱旋转带动粉碎好的建筑垃圾到电磁铁下方，电磁铁吸取粉碎好的建筑垃圾

中的碎铁块，旋转到G型传送带上方解除吸力使铁块掉在G型传送带上，G型传送带运动把铁

块带入废铁收集车内；分割收集箱继续旋转当到H型传送带上方时，分割收集箱一分格由感

应器控制电缸运动使其内部粉碎好的建筑废料，到H型传送带上，由H型传送带运输到J型传

送带。减少机械的占地面积，提高了粉碎效率，增加了产量，减少了人工，节约了成本，有效

提取有现金收益的铁料。

[0007] 进一步地，所述过滤机构包括：动力轴、盖板、一级过滤外壳、一级过滤筛、二级过

滤外壳、二级过滤筛、三级过滤外壳、三级过滤筛和隔断护罩；动力轴一端旋转安装三级过

滤筛卡槽内，动力轴另一端与皮带轮上齿轮啮合连接，动力轴穿过盖板、一级过滤筛、二级

过滤筛、三级过滤筛，一级过滤筛和二级过滤筛分别与动力轴上齿轮啮合连接；盖板固定安

装一级过滤外壳上，盖板上开口对应J型传送带输出口；一级过滤外壳固定安装二级过滤外

壳上；一级过滤筛安装于二级过滤外壳内部；二级过滤外壳固定安装三级过滤外壳上；二级

过滤筛安装于三级过滤外壳内部；三级过滤外壳底部上端安装三级过滤筛，三级过滤外壳

底部下端安装在地面上;隔断护罩有三个，一个安装在盖板（402）与一级过滤筛（404）之间，

另一个安装在一级过滤筛（404）与二级过滤筛（406）之间，最后一个安装在二级过滤筛

（406）与三级过滤筛（408）之间。当J型传送带把粉碎好的建筑垃圾通过盖板上开口进入一

级过滤外壳箱内，一级过滤筛给与过滤，大颗粒废料通过一级过滤外壳出口流出，过滤后的

废料进入二级过滤外壳箱体通过二级过滤筛进行再过滤，中颗粒废料通过二级过滤外壳出

口流出，过滤后的颗粒进入三级过滤外壳箱体，废料通过三级过滤外壳出口流出，废料流出

动力由动力轴带动一级过滤筛、二级过滤筛与三级过滤筛转动将废料甩出。将建筑垃圾精

细分类，增加了使用的多样性减少机械的占地面积，提高了粉碎效率，增加了产量，减少了

人工，节约了成本。

[0008]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有益效果是：

1.建筑垃圾的初级粉碎通过电动马达带动连接件运动使颚式粉碎机、A型传送带、

B型传送带、C型传送带、D型传送带运作，减少粉碎机械的占地面积，提高了粉碎效率，增加

了产量，减少了人工，节约了成本。

[0009] 2.建筑垃圾的二级粉碎当A型传送带把初步粉碎的建筑废料传送到反击式粉碎机

时，皮带轮带动连接件运动使建筑废料进行再次粉碎，粉碎好后掉到E型传送带上，由E型传

送带传递给F型传送带。减少粉碎机械的占地面积，提高了粉碎效率，增加了产量，减少了人

工，节约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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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3.建筑垃圾的铁块剔除当F型传送带把粉碎好的建筑垃圾传送到分割收集箱其中

一个分格内，分割收集箱旋转带动粉碎好的建筑垃圾到电磁铁下方，电磁铁吸取粉碎好的

建筑垃圾中的碎铁块，旋转解除吸力使铁块掉在G型传送带上，G型传送带运动把铁块带入

废铁收集车内；减少机械的占地面积，提高了粉碎效率，增加了产量，减少了人工，节约了成

本，有效提取有现金收益的铁料。

[0011] 4.建筑垃圾的精细化分类当J型传送带把粉碎好的建筑垃圾通过盖板上开口进入

一级过滤外壳箱内，一级过滤筛给与过滤，大颗粒废料通过一级过滤外壳出口流出，过滤后

的废料进入二级过滤外壳箱体通过二级过滤筛进行再过滤，中颗粒废料通过二级过滤外壳

出口流出，过滤后的颗粒进入三级过滤外壳箱体，废料通过三级过滤外壳出口流出，废料流

出动力由动力轴带动一级过滤筛、二级过滤筛与三级过滤筛转动将废料甩出。将建筑垃圾

精细分类，增加了使用的多样性减少机械的占地面积，提高了粉碎效率，增加了产量，减少

了人工，节约了成本。

附图说明

[0012] 图1、图2、图3为本发明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4、图5、图6为本发明初级粉碎机结构示意图

图7为本发明颚式粉碎机结构示意图

图8、图9、图10为本发明中级粉碎机构结构示意图

图11为本发明反击式粉碎机结构示意图

图12、图13、图14为本发明除铁机构结构示意图

图15为本发明分割收集箱结构示意图

图16、图17、图18为本发明过滤机构结构示意图

附图标号：1‑初级粉碎机构；2‑中级粉碎机构；3‑除铁机构；4‑过滤机构；101‑电动

马达；102‑颚式粉碎机；103‑A型传送带；104‑B型传送带；105‑C型传送带；106‑D型传送带；

201‑皮带轮；202‑反击式粉碎机；203‑E型传送带；204‑F型传送带；301‑动力转换机；302‑分

割收集箱；303‑电磁铁；304‑G型传送带；305‑废铁收集车；306‑H型传送带；307‑J型传送带；

401‑动力轴；402‑盖板；403‑一级过滤外壳；404‑一级过滤筛；405‑二级过滤外壳；406‑二级

过滤筛；407‑三级过滤外壳；408‑三级过滤筛；409‑隔断护罩。

[0013]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具体的说明。在下面

的描述中阐述了很多具体细节以便于充分理解本发明。但是本发明能够以很多不同于在此

描述的其它方式来实施，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在不违背本发明内涵的情况下做类似改进，

因此本发明不受下面公开的具体实施的限制。

[0015]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上”、“下”、“前”、“后”、“左”、“右”等指示

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或者是该发明产品使用时惯常摆放

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

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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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实施例如图1、图2、图3、图4、图5、图6、图7、图8、图9、图10、图11、图12、图13、图14、

图15、图16、图17、图18所示，

一种建筑垃圾分类再利用设备，包括：初级粉碎机构1、中级粉碎机构2、除铁机构

3、过滤机构4，所述初级粉碎机构1包括:电动马达101、颚式粉碎机102、A型传送带103、B型

传送带104、C型传送带105和D型传送带106；电动马达101固定安装在地面上，其电机轴带动

颚式粉碎机102运转；颚式粉碎机102安装在A型传送带103上，颚式粉碎机102输出力带动A

型传送带103运转；A型传送带103底部固定安装在地面上，A型传送带103带动B型传送带104

运动；B型传送带104固定安装在地面上，B型传送带104带动C型传送带105运动；C型传送带

105一端固定安装在B型传送带104上，C型传送带105另一端固定安装在D型传送带106上；D

型传送带106一端固定安装在颚式粉碎机102上方，A型传送带103通过皮带带动颚式粉碎机

102上安装的齿轮箱运转，齿轮箱输出轴通过皮带带动D型传送带106运转；通过电动马达

101带动连接件运动使颚式粉碎机102、A型传送带103、B型传送带104、C型传送带105、D型传

送带106运作，当建筑垃圾放到B型传送带104上，通过B型传送带104传递给C型传送带105，C

型传送带105传递给D型传送带106，D型传送带106传递给颚式粉碎机102进行粉碎掉落进A

型传送带103。减少粉碎机械的占地面积，提高了粉碎效率，增加了产量，减少了人工，节约

了成本。

[0017] 本发明实施例的一个可选实施方式中，除以上一个实施例相同的零件外，中级粉

碎机构2包括：皮带轮201、反击式粉碎机202、E型传送带203和F型传送带204；皮带轮201旋

转安装在反击式粉碎机202上，皮带轮201通过颚式粉碎机102上皮带带动旋转，皮带轮201

带动连接件在反击式粉碎机202内部运动；反击式粉碎机202固定安装在地面上，反击式粉

碎机202上开口与A型传送带103的出料口固定连接，反击式粉碎机202下出料口位于E型传

送带203上方；E型传送带203固定安装在地面上；F型传送带204一端固定安装E型传送带203

上；当A型传送带103把初步粉碎的建筑废料传送到反击式粉碎机202时，皮带轮201带动连

接件运动使建筑废料进行再次粉碎，粉碎好后掉到E型传送带203上，由E型传送带203传递

给F型传送带204。减少粉碎机械的占地面积，提高了粉碎效率，增加了产量，减少了人工，节

约了成本。

[0018] 本发明实施例的一个可选实施方式中，除以上一个实施例相同的零件外，除铁机

构3包括：动力转换机301、分割收集箱302、电磁铁303、G型传送带304、废铁收集车305、H型

传送带306和J型传送带307；动力转换机301固定安装在地面上，动力转换机301与电动马达

101通过皮带连接；分割收集箱302固定安装在地面上，动力转换机301通过皮带带动分割收

集箱302上的零件旋转运动，分割收集箱302上分格之一对应F型传送带204出料口；电磁铁

303固定安装在地面上，动力转换机301通过输出轴带动电磁铁303上方圆形磁铁转动，电磁

铁303圆形磁铁与分割收集箱302交接；G型传送带304固定安装电磁铁303平台上，G型传送

带304动力由电磁铁303上齿轮箱通过皮带传动，电磁铁303上齿轮箱动力由动力转换机301

通过皮带连接；废铁收集车305对应电磁铁303平台与G型传送带304出铁口；H型传送带306

固定安装在地面上，H型传送带306与分割收集箱302上分格之一对应；J型传送带307固定安

装H型传送带306上；当F型传送带204把粉碎好的建筑垃圾传送到分割收集箱302其中一个

分格内，分割收集箱302旋转带动粉碎好的建筑垃圾到电磁铁303下方，电磁铁303吸取粉碎

好的建筑垃圾中的碎铁块，旋转到G型传送带304上方解除吸力使铁块掉在G型传送带304

说　明　书 4/6 页

7

CN 112871412 A

7



上，G型传送带304运动把铁块带入废铁收集车305内；分割收集箱302继续旋转当到H型传送

带306上方时，分割收集箱302一分格由感应器控制电缸运动使其内部粉碎好的建筑废料，

到H型传送带306上，由H型传送带306运输到J型传送带307。减少机械的占地面积，提高了粉

碎效率，增加了产量，减少了人工，节约了成本，有效提取有现金收益的铁料。

[0019] 本发明实施例的一个可选实施方式中，除以上一个实施例相同的零件外，过滤机

构4包括：动力轴401、盖板402、一级过滤外壳403、一级过滤筛404、二级过滤外壳405、二级

过滤筛406、三级过滤外壳407、三级过滤筛408和隔断护罩409；动力轴401一端旋转安装三

级过滤筛408卡槽内，动力轴401另一端与皮带轮201上齿轮啮合连接，动力轴401穿过盖板

402、一级过滤筛404、二级过滤筛406、三级过滤筛408，一级过滤筛404和二级过滤筛406分

别与动力轴401上齿轮啮合连接；盖板402固定安装一级过滤外壳403上，盖板402上开口对

应J型传送带307输出口；一级过滤外壳403固定安装二级过滤外壳405上；一级过滤筛404安

装于二级过滤外壳405内部；二级过滤外壳405固定安装三级过滤外壳407上；二级过滤筛

406安装于三级过滤外壳407内部；三级过滤外壳407底部上端安装三级过滤筛408，三级过

滤外壳407底部下端安装在地面上;隔断护罩409有三个，一个安装在盖板（402）与一级过滤

筛（404）之间，另一个安装在一级过滤筛（404）与二级过滤筛（406）之间，最后一个安装在二

级过滤筛（406）与三级过滤筛（408）之间。当J型传送带307把粉碎好的建筑垃圾通过盖板

402上开口进入一级过滤外壳403箱内，一级过滤筛404给与过滤，大颗粒废料通过一级过滤

外壳403出口流出，过滤后的废料进入二级过滤外壳405箱体通过二级过滤筛406进行再过

滤，中颗粒废料通过二级过滤外壳405出口流出，过滤后的颗粒进入三级过滤外壳407箱体，

废料通过三级过滤外壳407出口流出，废料流出动力由动力轴401带动一级过滤筛404、二级

过滤筛406与三级过滤筛408转动将废料甩出。将建筑垃圾精细分类，增加了使用的多样性

减少机械的占地面积，提高了粉碎效率，增加了产量，减少了人工，节约了成本。

[0020] 工作原理：

本发明工作时启动电动马达101带动连接件运动使颚式粉碎机102、A型传送带

103、B型传送带104、C型传送带105、D型传送带106运作，当建筑垃圾放到B型传送带104上，

通过B型传送带104传递给C型传送带105，C型传送带105传递给D型传送带106，D型传送带

106传递给颚式粉碎机102进行粉碎掉落进A型传送带103当A型传送带103把初步粉碎的建

筑废料传送到反击式粉碎机202时，皮带轮201带动连接件运动使建筑废料进行再次粉碎，

粉碎好后掉到E型传送带203上，由E型传送带203传递给F型传送带204。

[0021] 当F型传送带204把粉碎好的建筑垃圾传送到分割收集箱302其中一个分格内，分

割收集箱302旋转带动粉碎好的建筑垃圾到电磁铁303下方，电磁铁303吸取粉碎好的建筑

垃圾中的碎铁块，旋转到G型传送带304上方解除吸力使铁块掉在G型传送带304上，G型传送

带304运动把铁块带入废铁收集车305内；分割收集箱302继续旋转当到H型传送带306上方

时，分割收集箱302一分格由感应器控制电缸运动使其内部粉碎好的建筑废料，到H型传送

带306上，由H型传送带306运输到J型传送带307。

[0022] 当J型传送带307把粉碎好的建筑垃圾通过盖板402上开口进入一级过滤外壳403

箱内，一级过滤筛404给与过滤，大颗粒废料通过一级过滤外壳403出口流出，过滤后的废料

进入二级过滤外壳405箱体通过二级过滤筛406进行再过滤，中颗粒废料通过二级过滤外壳

405出口流出，过滤后的颗粒进入三级过滤外壳407箱体，废料通过三级过滤外壳407出口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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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废料流出动力由动力轴401带动一级过滤筛404、二级过滤筛406与三级过滤筛408转动

将废料甩出。

说　明　书 6/6 页

9

CN 112871412 A

9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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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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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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