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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建筑垃圾再利用装置，它

包括箱体，箱体左侧内壁上部连接有倾斜板，倾

斜板上端连接有挂钩，箱体左右两侧内壁连接有

电磁铁，箱体左右两侧内壁连接有电动锁扣，箱

体左右两侧壁均铰接有挡杆，箱体前端面中部连

接有驱动电机A和驱动电机B，驱动电机A和驱动

电机B的输出轴分别连接有粉碎轴A和粉碎轴B，

粉碎轴A和粉碎轴B另一端分别连接有粉碎辊A和

粉碎辊B，箱体左右两侧壁中部分别连接有第一

电机和第二电机，第一电机和第二电机的输出轴

分别连接有第一粉碎轴和第二粉碎轴，第一粉碎

轴和第二粉碎轴上均连接有螺旋刀片和粉碎刀

片；本发明具有分类处理、粉碎效果好、延长粉碎

装置的使用寿命和粉碎效率高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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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垃圾再利用装置，它包括箱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箱体上端连接有箱盖，

所述的箱盖上端左侧连接有进料斗，所述的进料斗贯穿箱盖与箱体相连通，所述的箱体左

侧内壁上部固定连接有倾斜板，所述的倾斜板上端固定连接有挂钩，所述的箱体左右两侧

内壁对称连接有电磁铁，所述的电磁铁位于倾斜板下方，所述的箱体左右两侧壁对称安装

有电磁继电器，所述的箱体左右两侧内壁对称连接有电动锁扣，所述的电动锁扣内安装有

锁芯，所述的箱体左右两侧插接有接料板，所述的接料板位于电磁铁下方，所述的接料板靠

近箱体外侧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推杆，所述的箱体左右两侧壁均铰接有挡杆，所述的挡杆位

于电动锁扣下方，所述的挡杆上端固定连接有与锁芯相配合的锁舌，所述的箱体前端面中

部连接有驱动电机A和驱动电机B，所述的驱动电机A和驱动电机B的输出轴分别连接有粉碎

轴A和粉碎轴B，所述的粉碎轴A和粉碎轴B均贯穿箱体前侧壁并伸入到箱体内，所述的粉碎

轴A和粉碎轴B另一端分别连接有粉碎辊A和粉碎辊B，所述的粉碎辊A和粉碎辊B上均固定连

接有粉碎齿，所述的箱体左右两侧壁中部分别连接有第一电机和第二电机，所述的第一电

机和第二电机的输出轴分别连接有第一粉碎轴和第二粉碎轴，所述的第一粉碎轴和第二粉

碎轴分别贯穿箱体的左侧壁和右侧壁并伸入到箱体内，所述的第一粉碎轴和第二粉碎轴上

均固定连接有螺旋刀片和粉碎刀片，所述的箱体内下部倾斜设置有筛板，所述的箱体右侧

壁固定连接有回料管，所述的回料管上设置有固体输送泵，所述的回料管另一端与箱盖中

部相连，所述的筛板下方箱体左右两侧内壁均固定连接有导料板，所述的箱体下端中部连

接有出料管，所述的出料管上设置有阀门，所述的出料管下方设置有收料箱，所述的收料箱

左侧壁连接有振动器，所述的电磁铁和电动锁扣均与电磁继电器电性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垃圾再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箱体与箱盖的连

接方式为可拆卸式连接。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垃圾再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粉碎轴A和粉碎

轴B的旋转方向相反。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垃圾再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粉碎轴位于

第二粉碎轴上方，且第一粉碎轴和第二粉碎轴的旋转方向相反。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垃圾再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螺旋刀片和粉碎

刀片交错安装在粉碎轴A和粉碎轴B上。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垃圾再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回料管与箱体连

接处的高度低于筛板右端与箱体连接处的高度。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垃圾再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推杆的高度等于

挡杆与箱体连接处距电动锁扣下端的距离。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垃圾再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磁铁为倾斜式

电磁铁。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垃圾再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粉碎齿均匀安装

在粉碎辊A和粉碎辊B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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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垃圾再利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垃圾处理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建筑垃圾再利用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建筑过程中，会产生很多建筑垃圾，如果将垃圾丢弃，会占用大量土地资源，同

时会造成污染，如果能够将这些建筑拆卸物重新利用，既免去了搬运的高成本，节省费用，

而且能够重新制作成混凝土再进行利用，现有的建筑垃圾粉碎再利用未对建筑垃圾进行分

类就直接粉碎，建筑垃圾中存在的垃圾袋会缠绕在粉碎辊或粉碎轴上使其卡死，建筑垃圾

中的金属会损坏粉碎辊或粉碎轴，粉碎装置损坏严重、使用寿命短、粉碎不彻底，粉碎后的

垃圾经筛网筛选出的不合格垃圾不能及时地从筛网上清理出去，容易出现筛网堵塞现象，

筛选效率降低；因此，急需设计一种分类处理、粉碎效果好、延长粉碎装置的使用寿命和粉

碎效率高的建筑垃圾处理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结构设计合理、操作简便、

分类处理、粉碎效果好、延长粉碎装置使用寿命和粉碎效率高的建筑垃圾再利用装置。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建筑垃圾再利用装置，它包括箱体，所述的箱体

上端连接有箱盖，所述的箱盖上端左侧连接有进料斗，所述的进料斗贯穿箱盖与箱体相连

通，所述的箱体左侧内壁上部固定连接有倾斜板，所述的倾斜板上端固定连接有挂钩，所述

的箱体左右两侧内壁对称连接有电磁铁，所述的电磁铁位于倾斜板下方，所述的箱体左右

两侧壁对称安装有电磁继电器，所述的箱体左右两侧内壁对称连接有电动锁扣，所述的电

动锁扣内安装有锁芯，所述的箱体左右两侧插接有接料板，所述的接料板位于电磁铁下方，

所述的接料板靠近箱体外侧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推杆，所述的箱体左右两侧壁均铰接有挡

杆，所述的挡杆位于电动锁扣下方，所述的挡杆上端固定连接有与锁芯相配合的锁舌，所述

的箱体前端面中部连接有驱动电机A和驱动电机B，所述的驱动电机A和驱动电机B的输出轴

分别连接有粉碎轴A和粉碎轴B，所述的粉碎轴A和粉碎轴B均贯穿箱体前侧壁并伸入到箱体

内，所述的粉碎轴A和粉碎轴B另一端分别连接有粉碎辊A和粉碎辊B，所述的粉碎辊A和粉碎

辊B上均固定连接有粉碎齿，所述的箱体左右两侧壁中部分别连接有第一电机和第二电机，

所述的第一电机和第二电机的输出轴分别连接有第一粉碎轴和第二粉碎轴，所述的第一粉

碎轴和第二粉碎轴分别贯穿箱体的左侧壁和右侧壁并伸入到箱体内，所述的第一粉碎轴和

第二粉碎轴上均固定连接有螺旋刀片和粉碎刀片，所述的箱体内下部倾斜设置有筛板，所

述的箱体右侧壁固定连接有回料管，所述的回料管上设置有固体输送泵，所述的回料管另

一端与箱盖中部相连，所述的筛板下方箱体左右两侧内壁均固定连接有导料板，所述的箱

体下端中部连接有出料管，所述的出料管上设置有阀门，所述的出料管下方设置有收料箱，

所述的收料箱左侧壁连接有振动器，所述的电磁铁和电动锁扣均与电磁继电器电性连接。

[0005] 所述的箱体与箱盖的连接方式为可拆卸式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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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所述的粉碎轴A和粉碎轴B的旋转方向相反。

[0007] 所述的第一粉碎轴位于第二粉碎轴上方，且第一粉碎轴和第二粉碎轴的旋转方向

相反。

[0008] 所述的螺旋刀片和粉碎刀片交错安装在粉碎轴A和粉碎轴B上。

[0009] 所述的回料管与箱体连接处的高度低于筛板右端与箱体连接处的高度。

[0010] 所述的推杆的高度等于挡杆与箱体连接处距电动锁扣下端的距离。

[0011] 所述的电磁铁为倾斜式电磁铁。

[0012] 所述的粉碎齿均匀安装在粉碎辊A和粉碎辊B上。

[0013] 本发明产生的有益效果：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建筑垃圾再利用装置，建筑垃圾经进

料斗进入到箱体内，倾斜板上端的挂钩将垃圾袋钩住，防止垃圾袋缠绕在粉碎辊和粉碎轴

上，箱体与箱盖的连接方式为可拆卸式连接，当工作一段时间后，停止进料，将箱盖从箱体

上拆卸下来，从箱体上端将挂钩上的垃圾袋清理掉，防止挂钩上垃圾袋数量过多而影响处

理效果；建筑垃圾中金属被箱体左右两侧内壁对称连接的电磁铁吸附，当工作一定时间后，

电磁继电器控制电动锁扣解锁，挡杆向下运动，将接料板插入到箱体内，然后通过电磁继电

器控制电磁铁断电，电磁铁上吸附的金属落入到接料板上，电磁铁为倾斜式电磁铁，有利于

金属从电磁铁上脱落至接料板上，接料完成后将接料板从箱体内抽出，电磁继电器控制电

动锁扣开启，挡板上端的锁舌与电动锁扣内的锁芯配合连接，电磁继电器控制电磁铁通电

继续吸附建筑垃圾中的金属，防止建筑垃圾中的金属损坏粉碎辊或粉碎轴，延长粉碎装置

的使用寿命；处理掉垃圾袋和金属后的建筑垃圾经粉碎辊A和粉碎辊B进行初级粉碎，粉碎

轴A和粉碎轴B的旋转方向相反，建筑垃圾在粉碎轴A和粉碎轴B之间形成漩涡，且粉碎齿均

匀安装在粉碎辊A和粉碎辊B上，有利于粉碎均匀；建筑垃圾经粉碎辊A和粉碎辊B进行初级

粉碎后下落，第一粉碎轴和第二粉碎轴上的螺旋刀片和粉碎刀片对其进行再粉碎，第一粉

碎轴和第二粉碎轴的旋转方向相反，建筑垃圾在第一粉碎轴和第二粉碎轴之间形成漩涡，

有利于粉碎均匀，且螺旋刀片和粉碎刀片交错安装在粉碎轴A和粉碎轴B上，使各个位置的

建筑垃圾都能被粉碎，减少粉碎盲区，提高粉碎效果，经过初级粉碎和再粉碎后的建筑垃圾

下落至倾斜设置的筛板上，经筛板筛选粉碎合格的垃圾经导料板引流至出料管后落入到收

料箱内，经筛板筛选粉碎不合格的垃圾从筛板上端滑落至回料管内，在固体输送泵的作用

下，粉碎不合格的垃圾从箱体上端中部进入到箱体内进行再粉碎，直到垃圾粉碎合格为止，

倾斜筛板、回料管和固体输送泵使粉碎不合格的垃圾及时从筛板上处理掉并进入到箱体内

进行再粉碎，防止筛板被堵塞，提高粉碎效率；收料箱左侧壁连接有振动器，振动器使滑落

至收料箱内的垃圾能够均匀地装满收料箱，不必经常更换收料箱，提高粉碎效率；总的，本

发明具有结构设计合理、操作简便、分类处理、粉碎效果好、延长粉碎装置的使用寿命和粉

碎效率高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一种建筑垃圾再利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一种建筑垃圾再利用装置的主视图。

[0016] 图3为图1中接料时A的放大图。

[0017] 图4为图1中接料完成时A的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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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图5为本发明一种建筑垃圾再利用装置中粉碎辊A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6为本发明一种建筑垃圾再利用装置中粉碎辊B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1、箱体  2、箱盖  3、进料斗  4、挂钩  5、倾斜板  6、电磁铁  7、粉碎辊A  8、第一

电机  9、粉碎辊B  10、第二粉碎轴  11、筛板  12、导料板  13、振动器  14、收料箱  15、出料管 

16、阀门  17、固体输送泵  18、回料管  19、第二电机  20、螺旋刀片  21、粉碎刀片  22、第一粉

碎轴  23、电磁继电器  24、推杆  25、驱动电机A  26、驱动电机B  27、挡杆  28、锁舌  29、接料

板  30、锁芯  31、电动锁扣  32、粉碎齿  33、粉碎轴A  34、粉碎轴B。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实施例1

如图1-6所示，一种建筑垃圾再利用装置，它包括箱体1，所述的箱体1上端连接有箱盖

2，所述的箱盖2上端左侧连接有进料斗3，所述的进料斗3贯穿箱盖2与箱体1相连通，所述的

箱体1左侧内壁上部固定连接有倾斜板5，所述的倾斜板5上端固定连接有挂钩4，所述的箱

体1左右两侧内壁对称连接有电磁铁6，所述的电磁铁6位于倾斜板5下方，所述的箱体1左右

两侧壁对称安装有电磁继电器23，所述的箱体1左右两侧内壁对称连接有电动锁扣31，所述

的电动锁扣31内安装有锁芯30，所述的箱体1左右两侧插接有接料板29，所述的接料板29位

于电磁铁6下方，所述的接料板29靠近箱体1外侧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推杆24，所述的箱体1左

右两侧壁均铰接有挡杆27，所述的挡杆27位于电动锁扣31下方，所述的挡杆27上端固定连

接有与锁芯30相配合的锁舌28，所述的箱体1前端面中部连接有驱动电机A25和驱动电机

B26，所述的驱动电机A25和驱动电机B26的输出轴分别连接有粉碎轴A33和粉碎轴B34，所述

的粉碎轴A33和粉碎轴B34均贯穿箱体1前侧壁并伸入到箱体1内，所述的粉碎轴A33和粉碎

轴B34另一端分别连接有粉碎辊A7和粉碎辊B9，所述的粉碎辊A7和粉碎辊B9上均固定连接

有粉碎齿32，所述的箱体1左右两侧壁中部分别连接有第一电机8和第二电机19，所述的第

一电机8和第二电机19的输出轴分别连接有第一粉碎轴22和第二粉碎轴10，所述的第一粉

碎轴22和第二粉碎轴10分别贯穿箱体1的左侧壁和右侧壁并伸入到箱体1内，所述的第一粉

碎轴22和第二粉碎轴10上均固定连接有螺旋刀片20和粉碎刀片21，所述的箱体1内下部倾

斜设置有筛板11，所述的箱体1右侧壁固定连接有回料管18，所述的回料管18上设置有固体

输送泵17，所述的回料管18另一端与箱盖2中部相连，所述的筛板11下方箱体1左右两侧内

壁均固定连接有导料板12，所述的箱体1下端中部连接有出料管15，所述的出料管15上设置

有阀门16，所述的出料管15下方设置有收料箱14，所述的收料箱14左侧壁连接有振动器13，

所述的电磁铁6和电动锁扣31均与电磁继电器23电性连接。

[0022]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建筑垃圾再利用装置，建筑垃圾经进料斗进入到箱体内，倾斜

板上端的挂钩将垃圾袋钩住，防止垃圾袋缠绕在粉碎辊和粉碎轴上，当工作一段时间后，停

止进料，将箱盖从箱体上拆卸下来，从箱体上端将挂钩上的垃圾袋清理掉，防止挂钩上垃圾

袋数量过多而影响处理效果；建筑垃圾中金属被箱体左右两侧内壁对称连接的电磁铁吸

附，当工作一定时间后，电磁继电器控制电动锁扣解锁，挡杆向下运动，将接料板插入到箱

体内，然后通过电磁继电器控制电磁铁断电，电磁铁上吸附的金属落入到接料板上，接料完

成后将接料板从箱体内抽出，电磁继电器控制电动锁扣开启，挡板上端的锁舌与电动锁扣

内的锁芯配合连接，电磁继电器控制电磁铁通电继续吸附建筑垃圾中的金属，防止建筑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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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中的金属损坏粉碎辊或粉碎轴，延长粉碎装置的使用寿命；处理掉垃圾袋和金属后的建

筑垃圾经粉碎辊A和粉碎辊B进行初级粉碎，粉碎齿均匀安装在粉碎辊A和粉碎辊B上，有利

于粉碎均匀；建筑垃圾经粉碎辊A和粉碎辊B进行初级粉碎后下落，第一粉碎轴和第二粉碎

轴上的螺旋刀片和粉碎刀片对其进行再粉碎，经过初级粉碎和再粉碎后的建筑垃圾下落至

倾斜设置的筛板上，经筛板筛选粉碎合格的垃圾经导料板引流至出料管后落入到收料箱

内，经筛板筛选粉碎不合格的垃圾从筛板上端滑落至回料管内，在固体输送泵的作用下，粉

碎不合格的垃圾从箱体上端中部进入到箱体内进行再粉碎，直到垃圾粉碎合格为止，倾斜

筛板、回料管和固体输送泵使粉碎不合格的垃圾及时从筛板上处理掉并进入到箱体内进行

再粉碎，防止筛板被堵塞，提高粉碎效率。

[0023] 实施例2

如图1-6所示，一种建筑垃圾再利用装置，它包括箱体1，所述的箱体1上端连接有箱盖

2，所述的箱盖2上端左侧连接有进料斗3，所述的进料斗3贯穿箱盖2与箱体1相连通，所述的

箱体1左侧内壁上部固定连接有倾斜板5，所述的倾斜板5上端固定连接有挂钩4，所述的箱

体1左右两侧内壁对称连接有电磁铁6，所述的电磁铁6位于倾斜板5下方，所述的箱体1左右

两侧壁对称安装有电磁继电器23，所述的箱体1左右两侧内壁对称连接有电动锁扣31，所述

的电动锁扣31内安装有锁芯30，所述的箱体1左右两侧插接有接料板29，所述的接料板29位

于电磁铁6下方，所述的接料板29靠近箱体1外侧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推杆24，所述的箱体1左

右两侧壁均铰接有挡杆27，所述的挡杆27位于电动锁扣31下方，所述的挡杆27上端固定连

接有与锁芯30相配合的锁舌28，所述的箱体1前端面中部连接有驱动电机A25和驱动电机

B26，所述的驱动电机A25和驱动电机B26的输出轴分别连接有粉碎轴A33和粉碎轴B34，所述

的粉碎轴A33和粉碎轴B34均贯穿箱体1前侧壁并伸入到箱体1内，所述的粉碎轴A33和粉碎

轴B34另一端分别连接有粉碎辊A7和粉碎辊B9，所述的粉碎辊A7和粉碎辊B9上均固定连接

有粉碎齿32，所述的箱体1左右两侧壁中部分别连接有第一电机8和第二电机19，所述的第

一电机8和第二电机19的输出轴分别连接有第一粉碎轴22和第二粉碎轴10，所述的第一粉

碎轴22和第二粉碎轴10分别贯穿箱体1的左侧壁和右侧壁并伸入到箱体1内，所述的第一粉

碎轴22和第二粉碎轴10上均固定连接有螺旋刀片20和粉碎刀片21，所述的箱体1内下部倾

斜设置有筛板11，所述的箱体1右侧壁固定连接有回料管18，所述的回料管18上设置有固体

输送泵17，所述的回料管18另一端与箱盖2中部相连，所述的筛板11下方箱体1左右两侧内

壁均固定连接有导料板12，所述的箱体1下端中部连接有出料管15，所述的出料管15上设置

有阀门16，所述的出料管15下方设置有收料箱14，所述的收料箱14左侧壁连接有振动器13，

所述的电磁铁6和电动锁扣31均与电磁继电器23电性连接，所述的箱体1与箱盖2的连接方

式为可拆卸式连接，所述的粉碎轴A33和粉碎轴B34的旋转方向相反，所述的第一粉碎轴22

位于第二粉碎轴10上方，且第一粉碎轴22和第二粉碎轴10的旋转方向相反，所述的螺旋刀

片20和粉碎刀片21交错安装在粉碎轴A33和粉碎轴B34上，所述的回料管18与箱体1连接处

的高度低于筛板11右端与箱体1连接处的高度，所述的推杆24的高度等于挡杆27与箱1体连

接处距电动锁扣31下端的距离，所述的电磁铁6为倾斜式电磁铁，所述的粉碎齿32均匀安装

在粉碎辊A33和粉碎辊B34上。

[0024]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建筑垃圾再利用装置，建筑垃圾经进料斗进入到箱体内，倾斜

板上端的挂钩将垃圾袋钩住，防止垃圾袋缠绕在粉碎辊和粉碎轴上，箱体与箱盖的连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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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可拆卸式连接，当工作一段时间后，停止进料，将箱盖从箱体上拆卸下来，从箱体上端

将挂钩上的垃圾袋清理掉，防止挂钩上垃圾袋数量过多而影响处理效果；建筑垃圾中金属

被箱体左右两侧内壁对称连接的电磁铁吸附，当工作一定时间后，电磁继电器控制电动锁

扣解锁，挡杆向下运动，将接料板插入到箱体内，然后通过电磁继电器控制电磁铁断电，电

磁铁上吸附的金属落入到接料板上，电磁铁为倾斜式电磁铁，有利于金属从电磁铁上脱落

至接料板上，接料完成后将接料板从箱体内抽出，电磁继电器控制电动锁扣开启，挡板上端

的锁舌与电动锁扣内的锁芯配合连接，电磁继电器控制电磁铁通电继续吸附建筑垃圾中的

金属，防止建筑垃圾中的金属损坏粉碎辊或粉碎轴，延长粉碎装置的使用寿命；处理掉垃圾

袋和金属后的建筑垃圾经粉碎辊A和粉碎辊B进行初级粉碎，粉碎轴A和粉碎轴B的旋转方向

相反，建筑垃圾在粉碎轴A和粉碎轴B之间形成漩涡，且粉碎齿均匀安装在粉碎辊A和粉碎辊

B上，有利于粉碎均匀；建筑垃圾经粉碎辊A和粉碎辊B进行初级粉碎后下落，第一粉碎轴和

第二粉碎轴上的螺旋刀片和粉碎刀片对其进行再粉碎，第一粉碎轴和第二粉碎轴的旋转方

向相反，建筑垃圾在第一粉碎轴和第二粉碎轴之间形成漩涡，有利于粉碎均匀，且螺旋刀片

和粉碎刀片交错安装在粉碎轴A和粉碎轴B上，使各个位置的建筑垃圾都能被粉碎，减少粉

碎盲区，提高粉碎效果，经过初级粉碎和再粉碎后的建筑垃圾下落至倾斜设置的筛板上，经

筛板筛选粉碎合格的垃圾经导料板引流至出料管后落入到收料箱内，经筛板筛选粉碎不合

格的垃圾从筛板上端滑落至回料管内，在固体输送泵的作用下，粉碎不合格的垃圾从箱体

上端中部进入到箱体内进行再粉碎，直到垃圾粉碎合格为止，倾斜筛板、回料管和固体输送

泵使粉碎不合格的垃圾及时从筛板上处理掉并进入到箱体内进行再粉碎，防止筛板被堵

塞，提高粉碎效率；收料箱左侧壁连接有振动器，振动器使滑落至收料箱内的垃圾能够均匀

地装满收料箱，不必经常更换收料箱，提高粉碎效率；总的，本发明具有结构设计合理、操作

简便、分类处理、粉碎效果好、延长粉碎装置的使用寿命和粉碎效率高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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