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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多级精碎式建筑垃圾破碎

机，包括进料机构、初级破碎机构、精破碎机构和

缓力减震挡板，进料机构包括有收集扩铲和传送

链带，传送链带嵌入设置于收集扩铲的表面，传

送链带下活动连接有驱动电机；初级破碎机构包

括有击碎室、初级击碎仓、打击锤和磁力吸铁器，

击碎室的上方开有开口，打击锤和磁力吸铁器均

贯穿击碎室的上方开口延伸至击碎室内部，初级

击碎仓的内壁上方两侧固定连接有反击块。通过

设置有的反击破碎盘、击碎钢珠和限位挡板，反

击破碎盘在高速旋转过程中能够带动击碎钢珠

在限位挡板内进行高速旋转从而对固体的建筑

垃圾进行锤击击碎，破碎效果好，改进了原有建

筑垃圾处理破碎结构破碎效果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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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级精碎式建筑垃圾破碎机，包括进料机构、初级破碎机构、精破碎机构和缓力

减震挡板(4)，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机构包括有收集扩铲(1)和传送链带(2)，所述传送链

带(2)嵌入设置于收集扩铲(1)的表面，所述传送链带(2)下活动连接有驱动电机(201)；

所述初级破碎机构包括有击碎室(3)、初级击碎仓(6)、打击锤(8)和磁力吸铁器(14)，

所述击碎室(3)的上方开有开口，打击锤(8)和磁力吸铁器(14)均贯穿击碎室(3)的上方开

口延伸至击碎室(3)内部，所述初级击碎仓(6)的内壁上方两侧固定连接有反击块(7)，所述

初级击碎仓(6)的下方固定连接有受力锤(9)，所述受力锤(9)的下方安装有第三传送带

(13)，所述收集扩铲(1)与初级击碎仓(6)之间安装有螺旋推送杆(5)，所述打击锤(8)位于

击碎室(3)的左侧，所述磁力吸铁器(14)位于击碎室(3)的右侧；

所述精破碎机构包括有精粉碎仓(11)、反击破碎盘(16)、锥形破碎盘(17)、螺旋导送杆

(18)、转动击碎锤(20)、细骨料出料口(21)和接料筒(22)，所述反击破碎盘(16)活动连接于

精粉碎仓(11)的内部上方，所述锥形破碎盘(17)活动安装于反击破碎盘(16)之间的下侧位

置，所述螺旋导送杆(18)活动连接于精粉碎仓(11)的中段两侧位置，所述转动击碎锤(20)

活动连接于精粉碎仓(11)的内部下方位置，所述精粉碎仓(11)的底端开设有细骨料出料口

(21)，所述精粉碎仓(11)的底端两侧位置开设有接料筒(22)，所述精粉碎仓(11)的顶端活

动连接有缓力板(15)；

所述反击破碎盘(16)的外周活动连接有反击降尘块(1601)，所述反击降尘块(1601)的

表面开设有导向槽(1603)，所述反击降尘块(1601)的下底面固定连接有反击齿(1604)；

所述转动击碎锤(20)的外周活动连接有击碎钢珠(2001)，所述击碎钢珠(2001)的侧面

固定连接有抵紧弹簧(2003)，所述抵紧弹簧(2003)的一端固定连接于击碎钢珠(2001)的侧

面，另一端固定连接于转动击碎锤(20)的内壁，所述转动击碎锤(20)上开设有限位挡板

(2002)；

所述缓力减震挡板(4)包括有弧形减震块(401)、伸张弹簧丝(402)，输送辊带(403)和

活动导轨(404)，所述弧形减震块(401)固定连接于缓力减震挡板(4)的内壁处，所述缓力减

震挡板(4)的下端活动嵌入于活动导轨(404)，所述缓力减震挡板(4)设置有两块，且所述缓

力减震挡板(4)呈对称设置，所述伸张弹簧丝(402)固定连接于两块缓力减震挡板(4)之间；

所述进料机构、初级破碎机构、精破碎机构均固定连接有支护架(12)。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级精碎式建筑垃圾破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传送链带(2)平

铺于收集扩铲(1)的上表面，所述驱动电机(201)固定埋设于收集扩铲(1)的内部，且驱动电

机(201)与传送链带(2)活动连接，所述螺旋推送杆(5)一端连接于传送链带(2)，另一端连

接于初级击碎仓(6)。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级精碎式建筑垃圾破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打击锤(8)呈正

三角形设置，且所述打击锤(8)的表面刻有由上至下逐渐变小的V形凹槽，所述反击块(7)呈

锐角三角形，所述反击块(7)的锐角向下，所述打击锤(8)的外表面与反击块(7)的斜边面抵

紧接触，所述受力锤(9)呈梯形状。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级精碎式建筑垃圾破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反击破碎盘(16)

设置有四个，所述反击破碎盘(16)的外周固定连接有倾斜设置的凸齿，所述锥形破碎盘

(17)呈尖锥状设置于反击破碎盘(16)之间的下方位置，且所述锥形破碎盘(17)的外表面开

设有向下延伸的螺纹斜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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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级精碎式建筑垃圾破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击碎钢珠(2001)

的一端呈圆珠状，且所述击碎钢珠(2001)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凸粒，所述击碎钢珠(2001)

的另一端通过螺栓活动连接于转动击碎锤(20)的内部，所述限位挡板(2002)呈扇形设置，

所述击碎钢珠(2001)活动连接于限位挡板(2002)内。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级精碎式建筑垃圾破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旋导送杆(18)

的下方为过滤网，所述过滤网的末端固定连接有粗骨料过滤网(19)，所述接料筒(22)上方

为开口设置，且开口朝向粗骨料过滤网(19)的尾端。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级精碎式建筑垃圾破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缓力板(15)为向

下倾斜30°设置，且所述缓力板(15)的活动端活动连接有金属弹簧。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级精碎式建筑垃圾破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两块缓力减震

挡板(4)呈倾斜向内对称设置，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所述缓力减震挡板(4)的底端与活动

导轨(404)活动连接。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级精碎式建筑垃圾破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反击降尘块

(1601)呈倒V字形设置，所述导向槽(1603)呈V字形均匀开设于反击降尘块(1601)的表面，

所述反击齿(1604)均匀分布于反击降尘块(1601)的下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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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级精碎式建筑垃圾破碎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垃圾处理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特别涉及一种建筑垃圾破碎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垃圾是指建设、施工单位或个人对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进行建设、铺

设或拆除、修缮过程中所产生的渣土、弃土、弃料、淤泥及其他废弃物，随着建筑垃圾的逐年

增多，建筑垃圾的处理设备也越来越重要，其中关于建筑垃圾在处理过程中的破碎结构尤

为重要。

[0003] 现有的建筑垃圾处理装置在垃圾的转运过程中由于建筑垃圾形状各异，通常容易

造成处理装置卡死，同时在破碎过程中容易造成尘土飞扬导致周围环境受到污染，建筑垃

圾坚硬、不易破碎并且耗能高，破碎结构破碎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多级精碎式建筑垃圾破碎机，以解决现

有的多级精碎式建筑垃圾破碎机建筑垃圾坚硬、不易破碎和破碎效率低的技术问题。

[0005] 本发明一种多级精碎式建筑垃圾破碎机的目的与功效，由以下具体技术手段所达

成：

[0006] 一种多级精碎式建筑垃圾破碎机，包括进料机构、初级破碎机构、精破碎机构和缓

力减震挡板，所述进料机构包括有收集扩铲和传送链带，所述传送链带嵌入设置于收集扩

铲的表面，所述传送链带下活动连接有驱动电机；

[0007] 所述初级破碎机构包括有击碎室、初级击碎仓、打击锤和磁力吸铁器，所述击碎室

的上方开有开口，打击锤和磁力吸铁器均贯穿击碎室的上方开口延伸至击碎室内部，所述

初级击碎仓的内壁上方两侧固定连接有反击块，所述初级击碎仓的下方固定连接有受力

锤，所述受力锤的下方安装有第三传送带，所述收集扩铲与初级击碎仓之间安装有螺旋推

送杆，所述打击锤位于击碎室的左侧，所述磁力吸铁器位于击碎室的右侧；

[0008] 所述反击破碎盘的外周活动连接有反击降尘块，所述反击降尘块的表面开设有导

向槽，所述反击降尘块的下底面固定连接有反击齿；

[0009] 所述精破碎机构包括有精粉碎仓、反击破碎盘、锥形破碎盘、螺旋导送杆、转动击

碎锤、细骨料出料口和接料筒，所述反击破碎盘活动连接于精粉碎仓的内部上方，所述锥形

破碎盘活动安装于反击破碎盘之间的下侧位置，所述螺旋导送杆活动连接于精粉碎仓的中

段两侧位置，所述转动击碎锤活动连接于精粉碎仓的内部下方位置，所述精粉碎仓的底端

开设有细骨料出料口，所述精粉碎仓的底端两侧位置开设有接料筒，所述精粉碎仓的顶端

活动连接有缓力板；

[0010] 所述转动击碎锤的外周活动连接有击碎钢珠，所述击碎钢珠的侧面固定连接有抵

紧弹簧，所述抵紧弹簧的一端固定连接于击碎钢珠的侧面，另一端固定连接于转动击碎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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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壁，所述转动击碎锤上开设有限位挡板；

[0011] 所述缓力减震挡板包括有弧形减震块、伸张弹簧丝，输送辊带和活动导轨，所述弧

形减震块固定连接于缓力减震挡板的内壁处，所述缓力减震挡板的下端活动嵌入于活动导

轨，所述缓力减震挡板设置有两块，且所述缓力减震挡板呈对称设置，所述伸张弹簧丝固定

连接于两块缓力减震挡板之间；所述进料机构、初级破碎机构、精破碎机构均固定连接有支

护架。

[0012] 优选的：所述传送链带平铺于收集扩铲的上表面，所述驱动电机固定埋设于收集

扩铲的内部，且驱动电机与传送链带活动连接，所述螺旋推送杆一端连接于传送链带，另一

端连接于初级击碎仓。

[0013] 优选的：所述打击锤呈正三角形设置，且所述打击锤的表面刻有由上至下逐渐变

小的V形凹槽，所述反击块呈锐角三角形，所述反击块的锐角向下，所述打击锤的外表面与

反击块的斜边面可抵紧接触，所述受力锤呈梯形状。

[0014] 优选的：所述反击破碎盘设置有四个，所述反击破碎盘的外周固定连接有倾斜设

置的凸齿，所述锥形破碎盘呈尖锥状设置于反击破碎盘之间的下方位置，且所述锥形破碎

盘的外表面开设有向下延伸的螺纹斜槽。

[0015] 优选的：所述击碎钢珠的一端呈圆珠状，且所述击碎钢珠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凸

粒，所述击碎钢珠的另一端通过螺栓活动连接于转动击碎锤的内部，所述限位挡板呈扇形

设置，所述击碎钢珠活动连接于限位挡板内。

[0016] 优选的：所述螺旋导送杆的下方为过滤网，所述过滤网的末端固定连接有粗骨料

过滤网，所述接料筒上方为开口设置，且开口朝向粗骨料过滤网的尾端。

[0017] 优选的：所述缓力板为向下倾斜30°设置，且所述缓力板的活动端活动连接有金属

弹簧。

[0018] 优选的：所述的两块缓力减震挡板呈倾斜向内对称设置，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所

述缓力减震挡板的底端与活动导轨活动连接。

[0019] 优选的：所述反击降尘块呈倒V字形设置，所述导向槽呈V字形均匀开设于反击降

尘块的表面，所述反击齿均匀分布于反击降尘块的下底面。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1] 1、通过设置有的反击破碎盘、击碎钢珠和限位挡板，反击破碎盘在高速旋转过程

中能够带动击碎钢珠在限位挡板内进行高速旋转从而对固体的建筑垃圾进行锤击击碎，破

碎效果好，改进了原有建筑垃圾处理破碎结构破碎效果低的问题。

[0022] 2、通过设置有的反击破碎盘、破碎齿和锥形破碎盘，破碎盘彼此啮合将建筑垃圾

碾碎再配合锥形破碎盘能够进一步将建筑垃圾进行击碎，同时锥形破碎盘上的槽纹以及锥

形设置能够加快破碎后的建筑垃圾向锥形破碎盘的两侧落下，防止在破碎的时候发生堵

塞。

[0023] 3、通过设置有的打击锤、反击块和受力锤，打击锤的往复上下运动能够同时与反

击块和受力锤进行快速的接触，从而实现快速高效的将建筑垃圾击碎，并且节约了在上升

过程中损耗的能源，提高了装置的经济性。

[0024] 4、通过设置有的反击降尘块和反击齿，反击齿能够将反击破碎盘高速旋转带动的

建筑垃圾进行接触碰撞，实现反击破碎的效果，同时在破碎结束后反击降尘块两侧向下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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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设置能够进一步的将扬尘进行抑制，减少扬尘直接冲出装置。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是本发明整体侧面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是本发明反击破碎盘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是本发明反击降尘块结构示意图。

[0029] 图5是本发明击碎室侧面结构示意图。

[0030] 图6是本发明精粉碎结构示意图。

[0031] 图7是本发明转动击碎锤结构示意图。

[0032] 图中，部件名称与附图编号的对应关系为：

[0033] 图1-7中：图1-7中：1-收集扩铲，2-传送链带，201-驱动电机，3-击碎室，4-缓力减

震挡板，401-弧形减震块,402-伸张弹簧丝，403-输送辊带，404-活动导轨，5-螺旋推送杆，

6-初级击碎仓，7-反击块，8-打击锤，9-受力锤，10-垃圾导送带，11-精粉碎仓，12-支护架，

13-第三传送带，14-磁力吸铁器，15-缓力板，16-反击破碎盘，1601-反击降尘块，1602-破碎

齿，1603-导向槽，1604-反击齿，17-锥形破碎盘，18-螺旋导送杆，19-粗骨料过滤网，20-转

动击碎锤，21-细骨料出料口，2001-击碎钢珠，2002-限位挡板，2003-抵紧弹簧，22-接料筒。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实施例：

[0035] 如附图1至附图7所示：

[0036] 本发明提供一种多级精碎式建筑垃圾破碎机，包括进料机构、初级破碎机构、精破

碎机构和缓力减震挡板4，进料机构包括有收集扩铲1和传送链带2，传送链带2嵌入设置于

收集扩铲1的表面，传送链带2下活动连接有驱动电机201；

[0037] 初级破碎机构包括有击碎室3、初级击碎仓6、打击锤8和磁力吸铁器14，击碎室3的

上方开有开口，打击锤8和磁力吸铁器14均贯穿击碎室3的上方开口延伸至击碎室3内部，初

级击碎仓6的内壁上方两侧固定连接有反击块7，初级击碎仓6的下方固定连接有受力锤9，

受力锤9的下方安装有第三传送带13，收集扩铲1与初级击碎仓6之间安装有螺旋推送杆5，

打击锤8位于击碎室3的左侧，磁力吸铁器14位于击碎室3的右侧；

[0038] 反击破碎盘16的外周活动连接有反击降尘块1601，反击降尘块1601的表面开设有

导向槽1603，反击降尘块1601的下底面固定连接有反击齿1604；

[0039] 精破碎机构包括有精粉碎仓11、反击破碎盘16、锥形破碎盘17、螺旋导送杆18、转

动击碎锤20、细骨料出料口21和接料筒22，反击破碎盘16活动连接于精粉碎仓11的内部上

方，锥形破碎盘17活动安装于反击破碎盘16之间的下侧位置，螺旋导送杆18活动连接于精

粉碎仓11的中段两侧位置，转动击碎锤20活动连接于精粉碎仓11的内部下方位置，精粉碎

仓11的底端开设有细骨料出料口21，精粉碎仓11的底端两侧位置开设有接料筒22，精粉碎

仓11的顶端活动连接有缓力板15；

[0040] 转动击碎锤20的外周活动连接有击碎钢珠2001，击碎钢珠2001的侧面固定连接有

抵紧弹簧2003，抵紧弹簧2003的一端固定连接于击碎钢珠2001的侧面，另一端固定连接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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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动击碎锤20的内壁，转动击碎锤20上开设有限位挡板2002；

[0041] 缓力减震挡板4包括有弧形减震块401、伸张弹簧丝402，输送辊带403和活动导轨

404，弧形减震块401固定连接于缓力减震挡板4的内壁处，缓力减震挡板4的下端活动嵌入

于活动导轨404，缓力减震挡板4设置有两块，且缓力减震挡板4呈对称设置，伸张弹簧丝402

固定连接于两块缓力减震挡板4之间；进料机构、初级破碎机构、精破碎机构均固定连接有

支护架12。

[0042] 其中，传送链带2平铺于收集扩铲1的上表面，驱动电机201固定埋设于收集扩铲1

的内部，且驱动电机201与传送链带2活动连接，螺旋推送杆5一端连接于传送链带2，另一端

连接于初级击碎仓6，能够直接对建筑垃圾进行回收传送，同时能够通过螺旋推送杆5将垃

圾传送至初级击碎仓6中进行进一步破碎。

[0043] 其中，打击锤8呈正三角形设置，且打击锤8的表面刻有由上至下逐渐变小的V形凹

槽，反击块7呈锐角三角形，反击块7的锐角向下，打击锤8的外表面与反击块7的斜边面可抵

紧接触，受力锤9呈梯形状,打击锤8的倾斜面与反击块7的倾斜面接触后能够保证打击锤8

在往复运动的过程中对建筑垃圾进行破碎，提高了破碎效率。

[0044] 其中，反击破碎盘16设置有四个，反击破碎盘16的外周固定连接有倾斜设置的凸

齿，锥形破碎盘17呈尖锥状设置于反击破碎盘16之间的下方位置，且锥形破碎盘17的外表

面开设有向下延伸的螺纹斜槽，反击破碎盘16破碎后的建筑垃圾进一步通过锥形破碎盘17

进行反击破碎，同时锥形破碎盘17的向下延伸的螺纹斜槽设置能够加快破碎后建筑垃圾的

速度，防止其堵塞。

[0045] 其中，击碎钢珠2001的一端呈圆珠状，且击碎钢珠2001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凸粒，

击碎钢珠2001的另一端通过螺栓活动连接于转动击碎锤20的内部，限位挡板2002呈扇形设

置，击碎钢珠2001活动连接于限位挡板2002内，击碎钢珠2001能够对建筑垃圾进一步进行

破碎，并且采用钢珠形式进行破碎使用寿命更长。

[0046] 其中，螺旋导送杆18的下方为过滤网，过滤网的末端固定连接有粗骨料过滤网19，

接料筒22上方为开口设置，且开口朝向粗骨料过滤网19的尾端，能够将粗骨料与细骨料进

行过滤分筛。

[0047] 其中，缓力板15为向下倾斜30°设置，且缓力板15的活动端活动连接有金属弹簧，

能够对滚落的建筑垃圾的冲击力进行缓冲，防止建筑垃圾直接冲入精粉碎仓11内的部件，

造成部件的损坏。

[0048] 其中，两块缓力减震挡板4呈倾斜向内对称设置，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缓力减震

挡板4的底端与活动导轨404活动连接，通过减震挡板4能够对经过击碎室3内的建筑垃圾进

行力的缓冲。

[0049] 其中，反击降尘块1601呈倒V字形设置，导向槽1603呈V字形均匀开设于反击降尘

块1601的表面，反击齿1604均匀分布于反击降尘块1601的下底面，反击降尘块1601反击带

起的建筑垃圾能够转动至反击降尘块1601进行反击破碎，同时反击后建筑垃圾扬起的飞尘

能够通过反击降尘块1601进行降尘。

[0050] 使用时：首先，通过设置有的支护架12将设备搬移至适合的位置，然后使用者将建

筑垃圾直接放置于收集扩铲1上，并通过传送链带2带动驱动电机201能够将垃圾拨动至击

碎室3，再通过螺旋推送杆5传送的过程中因建筑垃圾的异形结构会将缓力减震挡板4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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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撑开，并且通过弧形减震块401能够减缓异形建筑垃圾在运送过程中的碰撞力，缓力减震

挡板4能够在活动导轨404上进行左右活动，通过击碎室3内的螺旋推送杆5将垃圾传送至初

级击碎仓6后掉落至打击锤8的外表面以及受力锤9上，接着通过启动打击锤8的驱动装置带

动打击锤8上下往复运动，在往复运动的过程中打击锤8的表面以及底面能够分别与反击块

7的倾斜面以及受力锤9的顶部平面进行接触，能够对建筑垃圾进行快速的锤击破碎，锤击

破碎后的垃圾掉入受力锤9的两侧落入第三传送带13传送至垃圾导送带10后进入精粉碎

仓，11在进入精粉碎仓11前会事先与缓力15板进行接触，从而减少建筑垃圾掉入后的冲击

力，进入精粉碎仓11的建筑垃圾首先通过反击破碎盘16进行破碎，在破碎过程中能够将建

筑垃圾旋转带动反击至反击降尘块1601上的破碎齿1602，同时通过反击降尘块1601的V字

形设置能够有效的降低破碎产生的扬尘量，反击破碎后的建筑垃圾掉落至锥形破碎盘17，

通过锥形破碎盘17的高速旋转能够将建筑垃圾进一步进行反击破碎，并且锥形破碎盘17的

高速旋转能够将扬尘不断的往下带动，减少扬尘飞散至外界环境，接着破碎后的建筑垃圾

通过锥形破碎盘17的锥形设置能够向两边导下进入螺旋导送杆18，通过螺旋导送杆18的能

够有序的将击碎后的建筑垃圾向下输送，在输送过程中较细的建筑垃圾会通过粗骨料过滤

网19直接进行过滤，一部分建筑垃圾会通过粗骨料过滤网19直接排除外界，最后未被破碎

合格的粗骨料继续掉落至转动击碎锤20，通过转动击碎锤20的高速旋转带动击碎钢珠2001

进行高速旋转对建筑垃圾进行锤击破碎，锤击力度大，击碎钢珠2001与建筑垃圾接触后的

反弹力使抵紧弹簧2003在限位挡板2002内左右晃动，同时抵紧弹簧2003能够将力进行抵

消，经转动击碎锤20击碎后的建筑垃圾直接落出细骨料出料口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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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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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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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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