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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综合破碎机
(57)摘要
本实 用新型涉及一种综合破碎机 ，包括机
架、
喂料仓、破碎仓、
喂料输送装置、
喂料辊以及
破碎辊，
喂料输送装置包括输送架、
驱动辊、
从动
辊以及输送带；
输送带具有一输送面，
输送面的
后端相对前端向下倾斜，
输送面上间隔分布有导
槽，
导槽在输送面的侧边形成一出口 ，
出口在输
送方向位于导槽的末端；
输送架的下方设置有振
动装置，
振动装置驱动喂料输送装置上下振动。
本实用新型通过振动装置使得输送带上下振动，
筛除附着在木料上的杂质，
筛除的杂质在振动过
程中进入导槽内 ，
并随倾斜的输送带向两侧排
出，
防止进入破碎仓；
压辊的上下周期性摆动既
能对堆放于输送带上的木料进行铺平，
又通过挤
压作用使附着于木料上的杂质脱落，
提高筛选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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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综合破碎机，
包括机架（1）、
设于机架（1）一侧的喂料仓（2）、
设于机架（1）内部的
破碎仓（6）、
设于喂料仓（2）内的喂料输送装置（3）、
设于喂料输送装置（3）上方的喂料辊（4）
以及设于破碎仓（6）内的破碎辊（7），
所述喂料输送装置（3）包括输送架（301）、
呈前后设置
在输送架（301）上的驱动辊（302）与从动辊（303）以及绕设在驱动辊（302）与从动辊（303）之
间的输送带（304）；
所述输送带（304）的前端位于喂料辊（4）下方，
其后端位于喂料仓（2）入
口处，
其特征在于：
所述输送带（304）具有一输送面，
所述输送面的后端相对前端向下倾斜，
所述输送面上间隔分布有导槽（305），
所述导槽（305）在输送面的侧边形成一出口（306），
所
述出口（306）在输送方向位于导槽（305）的末端；
所述输送架（301）的下方设置有振动装置
（8），
所述振动装置（8）驱动所述喂料输送装置（3）上下振动。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综合破碎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振动装置（8）包括振动架
（801）和振动电机（802），
所述振动架（801）固定在输送架（301）的后端，
所述振动电机（802）
安装在振动架（801）上。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综合破碎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输送架（301）的前端转动
安装在喂料仓（2）上，
其后端设置有缓冲机构（9），
所述缓冲机构（9）连接在输送架（301）与
喂料仓（2）之间。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综合破碎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缓冲机构（9）包括缓冲底
座（901）、
支撑杆和第一缓冲弹簧（904），
所述缓冲底座（901）设置在喂料仓（2）底部的上方，
所述第一缓冲弹簧（904）支撑连接在缓冲底座（901）与喂料仓（2）底部之间，
所述支撑杆连
接在输送架（301）上与缓冲底座（901）之间。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综合破碎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支撑杆为伸缩结构，
包括
支撑套筒（902）、支撑活动杆（903）和第二缓冲弹簧（905），
所述支撑套筒（902）的一端铰接
在缓冲底座（901）上，
另一端套接在所述支撑活动杆（903）外侧，
所述第二缓冲弹簧（905）设
置在支撑套筒（902）内，
所述支撑活动杆（903）的一端铰接在输送架（301）上，
另一端插设在
支撑套筒（902）内并抵接在第二缓冲弹簧（905）上。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综合破碎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导槽（305）为倾斜设置的
条形直槽，
所述导槽（305）与所述输送面的输送方向形成120 °
-150°
的夹角α。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综合破碎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导槽（305）为“人”字槽，
所
述导槽（305）在输送面的两个侧边形成两个出口（306）。
8 .根据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一种综合破碎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喂料仓（2）内设置有压
辊（10），
所述压辊（10）悬置于输送带（304）的上方，
所述喂料仓（2）内设置有驱动所述压辊
（10）上下周期性摆动的摆动机构（11）。
9 .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综合破碎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摆动机构（11）包括固定架
（1101）、
悬臂（1102）、
摆臂（1104）和转动轮（1103），
所述摆臂（1104）的一端转动安装在固定
架（1101）上，
另一端铰接在悬臂（1102）的中部，
所述压辊（10）转动安装在悬臂（1102）的下
端，
所述转动轮（1103）连接在悬臂（1102）的上端，
所述转动轮（1103）转动安装在固定架
（1101）上，
所述悬臂（1102）的上端铰接在转动轮（1103）的偏心位置。

2

CN 210389553 U

说

明

书

1/4 页

一种综合破碎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生物质燃料破碎加工设备技术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综合破碎机。
背景技术
[0002] 生物质燃料的种类比较复杂，
有林业废弃物、农业废弃物、工业废弃物与副产品、
食品垃圾、
能源作物等，
具有原始性状各异、长度与直径范围很广、质地及硬度差异较大等
特点，
要对收集后的生物质燃料进行破碎加工，
一般采用机械设备进行作业，
加工后生物质
燃料的粒度、
长度、
直径等指标必须符合生物质燃料的相关技术标准，
可作为工农业生产及
生物质发电的燃料。
[0003] 现有的生物质破碎机从机型上分为大型、
中型和小型，
从喂料方式上分为卧式和
立式，
从破碎装置上分为盘式和辊式，
从作业方式分为移动式和固定式，
从动力配套上分为
电动机和柴油机。
[0004]
例如：
申请号为201420824532 .2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一种生物质燃料综合
破碎机，
包括支撑底座，
支撑底座上设机架，
机架的前部设喂料仓，
喂料仓内设水平布置的
履带式喂料输送机；
履带式喂料输送机的后端顶部设有强制喂料辊，
强制喂料辊后部的机
架上设有破碎仓，
破碎仓内设有破碎辊，
破碎辊的辊面上设有破碎刀头，
破碎辊的外周同轴
套装破碎分离筛网，
破碎分离筛网前部开有与强制喂料辊配合的破碎进料口；
破碎仓底部
设有与破碎仓相通的出料仓，
出料仓底部开有出料口，
出料口下方设有出料输送机。
由于木
料来源广泛，
这种破碎机缺少对木料的筛选，
无法筛除附着在木料上的杂质和硬物，
容易损
伤破碎辊上的刀片。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种综合破碎机，
通过振动筛除附着在木料上的
杂质，
通用性好。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综合破碎机，
包括
机架、
设于机架一侧的喂料仓、
设于机架内部的破碎仓、
设于喂料仓内的喂料输送装置、
设
于喂料输送装置上方的喂料辊以及设于破碎仓内的破碎辊，
所述喂料输送装置包括输送
架、呈前后设置在输送架上的驱动辊与从动辊以及绕设在驱动辊与从动辊之间的输送带；
所述输送带的前端位于喂料辊下方，
其后端位于喂料仓入口处，
所述输送带具有一输送面，
所述输送面的后端相对前端向下倾斜，
所述输送面上间隔分布有导槽，
所述导槽在输送面
的侧边形成一出口，
所述出口在输送方向位于导槽的末端；
所述输送架的下方设置有振动
装置，
所述振动装置驱动所述喂料输送装置上下振动。
[0007] 作为优选，
所述振动装置包括振动架和振动电机，
所述振动架固定在输送架的后
端，
所述振动电机安装在振动架上。
[0008] 作为优选，
所述输送架的前端转动安装在喂料仓上，
其后端设置有缓冲机构，
所述
缓冲机构连接在输送架与喂料仓之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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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作为优选，
所述缓冲机构包括缓冲底座、
支撑杆和第一缓冲弹簧，
所述缓冲底座设
置在喂料仓底部的上方，
所述第一缓冲弹簧支撑连接在缓冲底座与喂料仓底部之间，
所述
支撑杆连接在输送架上与缓冲底座之间。
[0010] 作为优选，
所述支撑杆为伸缩结构，
包括支撑套筒、支撑活动杆和第二缓冲弹簧，
所述支撑套筒的一端铰接在缓冲底座上，
另一端套接在所述支撑活动杆外侧，
所述第二缓
冲弹簧设置在支撑套筒内，
所述支撑活动杆的一端铰接在输送架上，
另一端插设在支撑套
筒内并抵接在第二缓冲弹簧上。
[0011] 作为优选，
所述导槽为倾斜设置的条形直槽，
所述导槽与所述输送面的输送方向
形成120°
-150°
的夹角α。
[0012] 作为优选，
所述导槽为“人”字槽，
所述导槽在输送面的两个侧边形成两个出口。
[0013] 作为优选，
所述喂料仓内设置有压辊，
所述压辊悬置于输送带的上方，
所述喂料仓
内设置有驱动所述压辊上下周期性摆动的摆动机构。
[0014] 作为优选，
所述摆动机构包括固定架、悬臂、摆臂和转动轮，
所述摆臂的一端转动
安装在固定架上，
另一端铰接在悬臂的中部，
所述压辊转动安装在悬臂的下端，
所述转动轮
连接在悬臂的上端，
所述转动轮转动安装在固定架上，
所述悬臂的上端铰接在转动轮的偏
心位置。
[0015] 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6] 1、
通过振动装置使得输送带上下振动，
筛除附着在木料上的杂质，
筛除的杂质在
振动过程中进入导槽内，
并随倾斜的输送带向两侧排出，
防止进入破碎仓；
[0017] 2、
缓冲机构通过第一缓冲弹簧和第二缓冲弹簧实现二级缓冲，
避免将喂料输送装
置的振动传递到喂料仓；
[0018] 3、
输送带的上方设置有上下周期性摆动的压辊，
既能对堆放于输送带上的木料进
行铺平，
又通过挤压作用使附着于木料上的杂质脱落，
提高筛选效率。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中缓冲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中导槽在输送带上的分布示意图；
[0022] 图4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中导槽在输送带上的分布示意图；
[0023] 图中：
1-机架，
2-喂料仓，
3-料输送装置，
301-输送架，
302-驱动辊，
303-从动辊，
304-输送带，
305-导槽，
306-出口，
4-喂料辊，
5-调整架，
6-破碎仓，
7-破碎辊，
8-振动装置，
801-振动架，
802-振动电机，
9-缓冲机构，
901-缓冲底座，
902-支撑套筒，
903-支撑活动杆，
904-第一缓冲弹簧，
905-第二缓冲弹簧，
10-压辊，
11-摆动机构，
1101-固定架，
1102-悬臂，
1103-转动轮，
1104-摆臂。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5]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解释，
其并不是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本领
域技术人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
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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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要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0026] 实施例1：
如图1和图2所示，
一种综合破碎机，
包括机架1、
设于机架1一侧的喂料仓
2、
设于机架1内部的破碎仓6、
设于喂料仓2内的喂料输送装置3、
设于喂料输送装置3上方的
喂料辊4以及设于破碎仓6内的破碎辊7，
喂料辊4安装在调整架5的一端，
调整架5的另一端
转动安装在机架1上。
[0027] 喂料输送装置3包括输送架301、
呈前后设置在输送架301上的驱动辊302与从动辊
303以及绕设在驱动辊302与从动辊303之间的输送带304。
驱动辊302由电机驱动转动，
输送
带304的前端位于喂料辊4下方，
即驱动辊302位于喂料辊4下方。输送带304的后端位于喂料
仓2入口处，
即从动辊303位于喂料仓2入口处。
[0028] 输送架301的前端转动安装在喂料仓2上，
其后端设置有缓冲机构9，
缓冲机构9连
接在输送架301与喂料仓2之间。
[0029] 如图2所示，
缓冲机构9包括缓冲底座901、
支撑杆和第一缓冲弹簧904，
所述缓冲底
座901设置在喂料仓2底部的上方，
所述第一缓冲弹簧904支撑连接在缓冲底座901与喂料仓
2底部之间，
支撑杆连接在输送架301上与缓冲底座901之间。支撑杆为伸缩结构，
包括支撑
套筒902、
支撑活动杆903和第二缓冲弹簧905，
所述支撑套筒902的一端铰接在缓冲底座901
上，
另一端套接在所述支撑活动杆903外侧，
所述第二缓冲弹簧905设置在支撑套筒902内，
所述支撑活动杆903的一端铰接在输送架301上，
另一端插设在支撑套筒902内并抵接在第
二缓冲弹簧905上。
[0030] 如图1所示，
输送架301的下方设置有振动装置8，
振动装置8驱动所述喂料输送装
置3上下振动。振动装置8包括振动架801和振动电机802，
所述振动架801固定在输送架301
的后端，
振动电机802安装在振动架801上。
[0031] 输送带304具有一输送面，
该输送面为输送带的上带面。输送面的后端相对前端向
下倾斜，
倾斜角度为15 °
-20°
，
优选为15°
。
[0032] 如图3所示，
输送面上间隔分布有导槽305，
导槽305在输送面的侧边形成一出口
306，
出口306在输送方向位于导槽305的末端。导槽305为倾斜设置的条形直槽，
所述导槽
305与所述输送面的输送方向形成120 °
-150°
的夹角α，
夹角α优选为120°
、
135°
和150°
。
[0033] 如图1所示，
喂料仓2内设置有压辊10，
所述压辊10悬置于输送带304的上方，
所述
喂料仓2内设置有驱动所述压辊10上下周期性摆动的摆动机构11。摆动机构11包括固定架
1101、
悬臂1102、摆臂1104和转动轮1103，
所述摆臂1104的一端转动安装在固定架1101上，
另一端铰接在悬臂1102的中部，
所述压辊10转动安装在悬臂1102的下端，
所述转动轮1103
连接在悬臂1102的上端，
所述转动轮1103转动安装在固定架1101上，
悬臂1102的上端铰接
在转动轮1103的偏心位置。其中转动轮1103和压辊10的轴端均设置有链轮，
两个链轮之间
绕设有链条，
使转动轮1103和压辊10同步转动，
转动轮1103由电机驱动转动。
[0034] 木料在投放到喂料仓2内时，
由输送带304输送到破碎仓6进行破碎。输送架301通
过振动电机802的振动使输送带304振动，
将附着在木料上的杂质振落到输送带304上，
由于
输送带304为倾斜，
杂质滚落到导槽305内，
并沿导槽305向出口306排出。
同时输送带304上
方的压辊10在转动轮1103的转动过程中随悬臂1102上下移动，
将位于输送带304与压辊10
之间的木料进行挤压、
铺平，
然后通过喂料辊4将木料喂入到破碎仓6内有破碎辊7进行破碎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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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2：
如图4所示，
与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
导槽305为“人”字槽，
导槽305在输
送面的两个侧边形成两个出口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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