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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建筑垃圾回收处理装置，包

括锤击室、磁选筛分室、破碎腔、研磨室、混匀室

和分料成砖部件。通过对各个部件进行具体设

置，使得建筑垃圾经过锤击、磁选筛分、破碎、研

磨、混料和分料成砖等步骤，最终得到混凝土砖

和代砂产品。使得建筑垃圾的处理、回收实现一

体化高效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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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垃圾回收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锤击室、磁选筛分室、破碎腔、研磨

室、混匀室和分料成砖部件；

所述锤击室包括垃圾入口、锤击室外壳、锤击锭、弧形凹槽、承接横杆、承接轴承、伸缩

杆、转动挂钩和锤击室出口；所述垃圾入口设置在锤击室外壳的一侧壁的最顶端，所述锤击

锭横置在锤击室外壳内部，在锤击锭的底面粗糙化处理形成锤击面，在锤击锭的顶部设置

有两个或多个弧形凹槽，在每个弧形凹槽内横置有承接横杆，在每个承接横杆外部均套设

有承接轴承，在锤击室外壳的内顶壁上设置有与弧形凹槽相对位置的两个或多个伸缩杆，

所述伸缩杆顶部与锤击室外壳的内顶壁固接，底部设置有所述转动挂钩，所述转动挂钩能

够通过转动而实现与承接轴承挂接和释放，所述锤击室出口设置在锤击室外壳的底壁上；

所述磁选筛分室包括磁选筛分室入口、磁选筛分室外壳、震动筛分板、筛分孔、筛分板

排料口、弹簧支撑板、弹簧、震动电机、磁选转辊、铁料排出导板、铁料铲板、铁料排出口、铁

料暂存箱、大块料排出口和小料排出口；所述磁选筛分室入口设置在磁选筛分室外壳的顶

壁上并与所述锤击室出口连通，在磁选筛分室外壳内倾斜设置有所述震动筛分板，所述震

动筛分板的倾斜方式为较高的一端为离磁选筛分室入口较近的一端；所述震动筛分板由设

置有筛分孔的筛分部和开设有筛分板排料口的排料部组成，在震动筛分板两端上部和下部

的磁选筛分室外壳的内侧壁上设置有所述弹簧支撑板，在每个弹簧支撑板和震动筛分板之

间设置有所述弹簧，所述震动电机用于对震动筛分板提供震动的动力；在震动筛分板较低

端与磁选筛分室外壳的侧壁相接处的下方开设有所述大块料排出口，在震动筛分板的筛分

部和排料部相接处的下方设置有导板，该导板与大块料排出口的底端连接；在震动筛分板

的上方横置有所述磁选转辊，所述磁选转辊内设有电磁铁，且磁选转辊能够转动，所述铁料

排出导板设置在其中一个弹簧支撑板的顶端，所述铁料铲板一端与磁选转辊相接触，另一

端与所述铁料排出导板连接，所述铁料排出导板与磁选筛分室外壳的侧壁相接处开设有所

述铁料排出口，所述铁料暂存箱通过所述铁料排出口与磁选筛分室相连通，并用于承接铁

料铲板从磁选转辊铲落的铁料；在磁选筛分室外壳的底壁上开设有所述小料排出口；

所述破碎腔包括破碎轴、内破碎齿、外破碎齿、破碎电机、破碎腔入料口和破碎腔出料

口；所述破碎腔入料口设置在破碎腔一侧壁的顶端并与所述大块料排出口连通，破碎轴竖

直设置在破碎腔内部中央，在破碎轴上均布多排所述内破碎齿，在与内破碎齿相间隔位置

的破碎腔的内壁上设置有多排的外破碎齿，所述破碎电机设置在破碎腔外部并通过联轴器

与破碎轴连接并对破碎轴的转动进行驱动，在破碎腔的底壁上开设有破碎腔出料口；

所述研磨室包括研磨室外壳、研磨锥、研磨电机、研磨壁、研磨室第二入口、研磨室第一

入口和研磨室出料口；所述研磨锥竖直设置在研磨室外壳内，研磨锥上部为圆锥体结构，下

部为圆柱体结构，所述研磨电机设置在研磨室外壳的外底壁上，通过联轴器与研磨锥连接

并对研磨锥的转动进行驱动，所述研磨壁从研磨室外壳的顶壁和侧壁的相接处向下向内弧

形延伸，与研磨锥的间距逐渐缩小，研磨壁与研磨锥在研磨室外壳底壁的间隙处开设所述

研磨室出料口，所述研磨室第一入口和研磨室第二入口均设置在研磨室外壳的顶壁上，且

分别与所述破碎腔出料口和所述小料排出口连通；

所述混匀室包括混匀室外壳、混匀室入料口、搅拌轴、搅拌叶片、搅拌电机、混凝土辅料

添加盒和混凝土出料口；混匀室入料口设置在混匀室外壳的顶壁上并与所述研磨室出料口

相连通，在混匀室外壳内竖直设置有所述搅拌轴，在搅拌轴上均布有多排所述搅拌叶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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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搅拌电机设置在混匀室外壳的外顶壁上，并通过联轴器与搅拌轴连接并对搅拌轴的转动

进行驱动，在混匀室的顶壁上设置有所述混凝土辅料添加盒，所述混凝土辅料添加盒用于

向混匀室内添加混凝土辅料， 混匀室的底壁上开设有混凝土出料口；

所述分料成砖部件包括分料室和成砖室，所述分料室包括分料室入口、分料板、分料通

孔、碾压辊、滑杆、分料室排料口、切割轴、切割板和切割电机；所述分料室入口设置在分料

室的顶壁上并与所述混凝土出料口连通，所述分料板横置在分料室内，在分料板上设置有

多排上下贯通的所述分料通孔，所述滑杆横置在分料板上方，所述碾压辊通过支架与顶部

的滑杆滑动连接，所述碾压辊的底端与分料板的顶端接触，在所述分料板与分料室的侧壁

相接处的上方开设有所述分料室排料口，所述切割轴竖直设置在分料板的下方，在切割轴

的顶端设置有多片所述切割板，所述切割板能够在切割轴的带动下对分料板下方且通过分

料通孔的物料进行切割，所述切割电机设置在分料室的外底壁上，切割电机通过联轴器与

切割轴连接并对切割轴的转动进行驱动；

所述成砖室包括成砖室入料口、挤压板、挤压杆和成砖模具；所述成砖室入料口设置在

成砖室的侧壁上并与所述分料室排料口连通，所述挤压板横置在成砖室内，所述挤压杆底

端与挤压板的顶端连接，挤压杆的顶端与成砖室内顶壁连接，通过挤压杆的伸缩运动实现

挤压板的上下移动，所述成砖模具设置在成砖室的内底壁上，通过挤压板将进入到成砖室

的物料挤压成型与成砖模具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垃圾回收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动挂钩通过伸缩

杆的伸长而与掉落在底部的锤击锭上的承接轴承相接触，通过转动所述转动挂钩，实现转

动挂钩将承接轴承挂设，然后通过伸缩杆将锤击锭吊起，当吊到最顶端之后，通过反方向转

动所述转动挂钩，将转动挂钩与承接轴承脱扣，锤击锭依据重力掉落到锤击室内的垃圾上

对垃圾进行锤击，如此周期性进行上述步骤。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垃圾回收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筛分部和所述排料

部的长度比例为3~5: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垃圾回收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铁料铲板与磁选转

辊相接触的一端的高度高于与所述铁料排出导板连接处的高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垃圾回收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震动电机与设置在

震动筛分板两端的转动轴相连接，并对转动轴的转动进行驱动，在转动轴的两端设置有半

轮，通过半轮转动时提供的离心力实现震动筛分板的上下震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垃圾回收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每排所述内破碎齿设置

有2~8个，每排所述外破碎齿设置有2~8个，所述研磨锥的外壁和研磨壁的内壁均为粗糙化

处理的硬质合金（研磨层厚度为3~8m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垃圾回收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碾压辊能够在滑杆

的滑动下在分料板顶端碾压移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垃圾回收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分料室的底壁上

还开设有代砂出口。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垃圾回收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切割板设置有2个，

且每个切割板均为扇形结构。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垃圾回收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成砖模具为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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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格或多个长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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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垃圾回收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垃圾处理和建筑相关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建筑垃圾回收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的建筑垃圾主要通过转运到堆放地进行堆放，这样的做法浪费了大量的土地

资源，随着土地资源的减少，堆放成本也在大幅度提升，因此如何资源化利用建筑垃圾成为

从业人员的研究重点。现有技术中存在对建筑垃圾进行破碎后分选的装置，但是其只是对

建筑垃圾进行破碎，之后通过磁选的方式或人工分选的方式将可回收利用的金属材料进行

回收，而渣土类则破碎后用于铺路等应用，但是由于破碎粒度不均匀，使得其应用受到一定

的局限。目前有通过粘土、石粒制成代砂的技术，如果能将建筑垃圾作为代砂的原料来源，

不仅硬度能够满足要求，而且还能大大减少石粒的购买成本。如果将粉碎后的建筑垃圾作

为砖的原料，则相较于粘土作为原料的砖。其强度和硬度将得到较大的提升。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建筑垃圾回收处理装置。

[0004] 通过如下技术手段实现：

一种建筑垃圾回收处理装置，包括锤击室、磁选筛分室、破碎腔、研磨室、混匀室和分料

成砖部件。

[0005] 所述锤击室包括垃圾入口、锤击室外壳、锤击锭、弧形凹槽、承接横杆、承接轴承、

伸缩杆、转动挂钩和锤击室出口；所述垃圾入口设置在锤击室外壳的一侧壁的最顶端，所述

锤击锭横置在锤击室外壳内部，在锤击锭的底面粗糙化处理形成锤击面，在锤击锭的顶部

设置有两个或多个弧形凹槽，在每个弧形凹槽内横置有承接横杆，在每个承接横杆外部均

套设有承接轴承，在锤击室外壳的内顶壁上设置有与弧形凹槽相对位置的两个或多个伸缩

杆，所述伸缩杆顶部与锤击室外壳的内顶壁固接，底部设置有所述转动挂钩，所述转动挂钩

能够通过转动而实现与承接轴承挂接和释放，所述锤击室出口设置在锤击室外壳的底壁

上。

[0006] 所述磁选筛分室包括磁选筛分室入口、磁选筛分室外壳、震动筛分板、筛分孔、筛

分板排料口、弹簧支撑板、弹簧、震动电机、磁选转辊、铁料排出导板、铁料铲板、铁料排出

口、铁料暂存箱、大块料排出口和小料排出口。所述磁选筛分室入口设置在磁选筛分室外壳

的顶壁上并与所述锤击室出口连通，在磁选筛分室外壳内倾斜设置有所述震动筛分板，所

述震动筛分板的倾斜方式为较高的一端为离磁选筛分室入口较近的一端；所述震动筛分板

由设置有筛分孔的筛分部和开设有筛分板排料口的排料部组成，在震动筛分板两端上部和

下部的磁选筛分室外壳的内侧壁上设置有所述弹簧支撑板，在每个弹簧支撑板和震动筛分

板之间设置有所述弹簧，所述震动电机用于对震动筛分板提供震动的动力；在震动筛分板

较低端与磁选筛分室外壳的侧壁相接处的下方开设有所述大块料排出口，在震动筛分板的

筛分部和排料部相接处的下方设置有导板，该导板与大块料排出口的底端连接；在震动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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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板的上方横置有所述磁选转辊，所述磁选转辊内设有电磁铁，且磁选转辊能够转动，所述

铁料排出导板设置在其中一个弹簧支撑板的顶端，所述铁料铲板一端与磁选转辊相接触，

另一端与所述铁料排出导板连接，所述铁料排出导板与磁选筛分室外壳的侧壁相接处开设

有所述铁料排出口，所述铁料暂存箱通过所述铁料排出口与磁选筛分室相连通，并用于承

接铁料铲板从磁选转辊铲落的铁料；在磁选筛分室外壳的底壁上开设有所述小料排出口。

[0007] 所述破碎腔包括破碎轴、内破碎齿、外破碎齿、破碎电机、破碎腔入料口和破碎腔

出料口；所述破碎腔入料口设置在破碎腔一侧壁的顶端并与所述大块料排出口连通，破碎

轴竖直设置在破碎腔内部中央，在破碎轴上均布多排所述内破碎齿，在与内破碎齿相间隔

位置的破碎腔的内壁上设置有多排的外破碎齿，所述破碎电机设置在破碎腔外部并通过联

轴器与破碎轴连接并对破碎轴的转动进行驱动，在破碎腔的底壁上开设有破碎腔出料口。

[0008] 所述研磨室包括研磨室外壳、研磨锥、研磨电机、研磨壁、研磨室第二入口、研磨室

第一入口和研磨室出料口；所述研磨锥竖直设置在研磨室外壳内，研磨锥上部为圆锥体结

构，下部为圆柱体结构，所述研磨电机设置在研磨室外壳的外底壁上，通过联轴器与研磨锥

连接并对研磨锥的转动进行驱动，所述研磨壁从研磨室外壳的顶壁和侧壁的相接处向下向

内弧形延伸，与研磨锥的间距逐渐缩小，研磨壁与研磨锥在研磨室外壳底壁的间隙处开设

所述研磨室出料口，所述研磨室第一入口和研磨室第二入口均设置在研磨室外壳的顶壁

上，且分别与所述破碎腔出料口和所述小料排出口连通。

[0009] 所述混匀室包括混匀室外壳、混匀室入料口、搅拌轴、搅拌叶片、搅拌电机、混凝土

辅料添加盒和混凝土出料口；混匀室入料口设置在混匀室外壳的顶壁上并与所述研磨室出

料口相连通，在混匀室外壳内竖直设置有所述搅拌轴，在搅拌轴上均布有多排所述搅拌叶

片，所述搅拌电机设置在混匀室外壳的外顶壁上，并通过联轴器与搅拌轴连接并对搅拌轴

的转动进行驱动，在混匀室的顶壁上设置有所述混凝土辅料添加盒，所述混凝土辅料添加

盒用于向混匀室内添加混凝土辅料， 混匀室的底壁上开设有混凝土出料口。

[0010] 所述分料成砖部件包括分料室和成砖室，所述分料室包括分料室入口、分料板、分

料通孔、碾压辊、滑杆、分料室排料口、切割轴、切割板和切割电机；所述分料室入口设置在

分料室的顶壁上并与所述混凝土出料口连通，所述分料板横置在分料室内，在分料板上设

置有多排上下贯通的所述分料通孔，所述滑杆横置在分料板上方，所述碾压辊通过支架与

顶部的滑杆滑动连接，所述碾压辊的底端与分料板的顶端接触，在所述分料板与分料室的

侧壁相接处的上方开设有所述分料室排料口，所述切割轴竖直设置在分料板的下方，在切

割轴的顶端设置有多片所述切割板，所述切割板能够在切割轴的带动下对分料板下方且通

过分料通孔的物料进行切割，所述切割电机设置在分料室的外底壁上，切割电机通过联轴

器与切割轴连接并对切割轴的转动进行驱动。

[0011] 所述成砖室包括成砖室入料口、挤压板、挤压杆和成砖模具；所述成砖室入料口设

置在成砖室的侧壁上并与所述分料室排料口连通，所述挤压板横置在成砖室内，所述挤压

杆底端与挤压板的顶端连接，挤压杆的顶端与成砖室内顶壁连接，通过挤压杆的伸缩运动

实现挤压板的上下移动，所述成砖模具设置在成砖室的内底壁上，通过挤压板将进入到成

砖室的物料挤压成型与成砖模具内。

[0012] 作为优选，所述转动挂钩通过伸缩杆的伸长而与掉落在底部的锤击锭上的承接轴

承相接触，通过转动所述转动挂钩，实现转动挂钩将承接轴承挂设，然后通过伸缩杆将锤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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锭吊起，当吊到最顶端之后，通过反方向转动所述转动挂钩，将转动挂钩与承接轴承脱扣，

锤击锭依据重力掉落到锤击室内的垃圾上对垃圾进行锤击，如此周期性进行上述步骤。

[0013] 作为优选，所述筛分部和所述排料部的长度比例为3~5:1。

[0014] 作为优选，所述铁料铲板与磁选转辊相接触的一端的高度高于与所述铁料排出导

板连接处的高度。

[0015] 作为优选，所述震动电机与设置在震动筛分板两端的转动轴相连接，并对转动轴

的转动进行驱动，在转动轴的两端设置有半轮，通过半轮转动时提供的离心力实现震动筛

分板的上下震动。

[0016] 作为优选，每排所述内破碎齿设置有2~8个，每排所述外破碎齿设置有2~8个，所述

研磨锥的外壁和研磨壁的内壁均为粗糙化处理的硬质合金（研磨层厚度为3~8mm）。

[0017] 作为优选，所述碾压辊能够在滑杆的滑动下在分料板顶端碾压移动。

[0018] 作为优选，在所述分料室的底壁上还开设有代砂出口。

[0019] 作为优选，所述切割板设置有2个，且每个切割板均为扇形结构。

[0020] 作为优选，所述成砖模具为多个方格或多个长方格。

[0021]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的实施可以使得本发明获得如下技术效果：

通过设置锤击锭，使得进入到锤击室中的建筑垃圾通过锤击实现破碎，由于建筑垃圾

主要与钢筋粘附在一起，通过多次的锤击实现了钢筋与土石混凝土分离；通过设置转动的

磁选转辊将绝大多数与土石混凝土分离的钢筋、角钢等铁磁类金属磁吸分离，磁选转辊通

过与振动倾斜的震动筛分板配合，不仅将铁磁类金属分离，同时也将大块土石与锤击得到

的粉料实现分离，从而使得后续有差别的进行不同处理，大大提高了处理效率和处理效果。

[0022] 有建筑垃圾的特殊性，通过设置特定结构的研磨室，使得研磨过程为逐渐缩小的

空间，在上部将物料进行初步研磨，只有在上部研磨的将尺寸研磨到小于等于圆柱段与研

磨壁之间间隙的尺寸后才能继续研磨并通过出口排出，否则一直在上部逐步研磨，从而实

现了研磨料尺寸的稳定性。

[0023] 通过设置混匀室，将研磨之后的土石料粉与混凝土混料相混合；通过设置特定结

构的分料板，配合碾压辊，将部分物料通过分料通孔实现特定尺寸的挤压，配合切割板将挤

下的混凝土周期性切割，从而在分料板下部形成均匀尺寸的代砂，而在分料板上部的混凝

土通过碾压辊向右移动到成砖室中的成砖模具中，通过挤压板将其挤压成混凝土块砖待后

续处理。从而实现了建筑垃圾回收钢、铁料，以及生产代砂和混凝土砖的全部回收利用的效

果。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建筑垃圾回收处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图1中A-A向的截面图。

[0026] 图3为锤击锭俯视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为切割板俯视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5为半轮侧视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其中：101-垃圾入口，102-锤击锭，103-锤击面，104-弧形凹槽，105-承接轴承，

106-伸缩杆，107-转动挂钩，108-锤击室出口，201-磁选筛分室入口，202-震动筛分板，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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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分孔，204-筛分板排料口，205-弹簧支撑板，206-弹簧，207-震动电机，208-磁选转辊，

209-铁料排出导板，210-铁料铲板，211-铁料暂存箱，212-大块料排出口，213-小料排出口，

301-破碎轴，302-内破碎齿，303-外破碎齿，304-破碎电机，305-破碎腔入料口，306-破碎腔

出料口，401-研磨锥，402-研磨电机，403-研磨壁，404-研磨室第二入口，405-研磨室第一入

口，406-研磨室出料口，501-混匀室入料口，502-搅拌轴，503-搅拌叶片，504-搅拌电机，

505-混凝土辅料添加盒，506-混凝土出料口，601-分料室入口，602-分料板，603-分料通孔，

604-碾压辊，605-滑杆，606-分料室排料口，607-切割轴，608-切割板，609-切割电机，610-

成砖室入料口，611-挤压板，612-挤压杆，613-成砖模具。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结合附图进行进一步说明：图1-图5为本实施例的建筑垃圾回收处理装置，包括锤

击室、磁选筛分室、破碎腔、研磨室、混匀室和分料成砖部件。

[0031] 如图1和图3所示，所述锤击室包括垃圾入口101、锤击室外壳、锤击锭102、弧形凹

槽104、承接横杆、承接轴承105、伸缩杆106、转动挂钩107和锤击室出口108；所述垃圾入口

设置在锤击室外壳的一侧壁的最顶端，所述锤击锭横置在锤击室外壳内部，在锤击锭的底

面粗糙化处理形成锤击面103，在锤击锭的顶部设置有两个弧形凹槽，如图3所示，在每个弧

形凹槽内横置有承接横杆（图3中左侧虚线部分），在每个承接横杆外部均套设有承接轴承，

在锤击室外壳的内顶壁上设置有与弧形凹槽相对位置的两个伸缩杆，所述伸缩杆顶部与锤

击室外壳的内顶壁固接，底部设置有所述转动挂钩，所述转动挂钩能够通过转动而实现与

承接轴承挂接和释放，所述锤击室出口设置在锤击室外壳的底壁上。

[0032] 使用的时候，所述转动挂钩通过伸缩杆的伸长而与掉落在底部的锤击锭上的承接

轴承相接触，通过转动所述转动挂钩，实现转动挂钩将承接轴承挂设，然后通过伸缩杆将锤

击锭吊起，当吊到最顶端之后，通过反方向转动所述转动挂钩，将转动挂钩与承接轴承脱

扣，锤击锭依据重力掉落到锤击室内的垃圾上对垃圾进行锤击，如此周期性进行上述步骤。

[0033] 如图1和图2、图5所示，所述磁选筛分室包括磁选筛分室入口201、磁选筛分室外

壳、震动筛分板202、筛分孔203、筛分板排料口204、弹簧支撑板205、弹簧206、震动电机207、

磁选转辊208、铁料排出导板209、铁料铲板210、铁料排出口、铁料暂存箱211、大块料排出口

212和小料排出口213。所述磁选筛分室入口设置在磁选筛分室外壳的顶壁上并与所述锤击

室出口连通，在磁选筛分室外壳内倾斜设置有所述震动筛分板，所述震动筛分板的倾斜方

式为较高的一端为离磁选筛分室入口较近的一端（即图1中的左高右低）；如图2所示，所述

震动筛分板由设置有筛分孔的筛分部和开设有筛分板排料口的排料部组成，在震动筛分板

两端上部和下部的磁选筛分室外壳的内侧壁上设置有所述弹簧支撑板，在每个弹簧支撑板

和震动筛分板之间设置有所述弹簧，所述震动电机用于对震动筛分板提供震动的动力；本

实施例的震动方式为：所述震动电机与设置在震动筛分板两端的转动轴相连接，并对转动

轴的转动进行驱动，在转动轴的两端设置有半轮（如图5所示，震动电机通过驱动连接两个

半轮的轴转动），通过半轮转动时提供的离心力实现震动筛分板的上下震动。

[0034] 如图1所示，在震动筛分板较低端与磁选筛分室外壳的侧壁相接处的下方开设有

所述大块料排出口，在震动筛分板的筛分部和排料部相接处的下方设置有导板，该导板与

大块料排出口的底端连接；在震动筛分板的上方横置有所述磁选转辊，所述磁选转辊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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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电磁铁，且磁选转辊能够转动，所述铁料排出导板设置在其中一个弹簧支撑板的顶端，所

述铁料铲板一端与磁选转辊相接触，另一端与所述铁料排出导板连接，所述铁料排出导板

与磁选筛分室外壳的侧壁相接处开设有所述铁料排出口，所述铁料暂存箱通过所述铁料排

出口与磁选筛分室相连通，并用于承接铁料铲板从磁选转辊铲落的铁料；在磁选筛分室外

壳的底壁上开设有所述小料排出口。本实施例所述筛分部和所述排料部的长度比例为3.5:

1。如图1所示的所述铁料铲板与磁选转辊相接触的一端的高度高于与所述铁料排出导板连

接处的高度（即左高右低）。

[0035] 如图1所示，所述破碎腔包括破碎轴301、内破碎齿302、外破碎齿303、破碎电机

304、破碎腔入料口305和破碎腔出料口306；所述破碎腔入料口设置在破碎腔左侧壁的顶端

并与所述大块料排出口连通，破碎轴竖直设置在破碎腔内部中央，在破碎轴上均布3排所述

内破碎齿（每排3个），在与内破碎齿相间隔位置的破碎腔的内壁上设置有3排的外破碎齿

（每排3个），所述破碎电机设置在破碎腔外部并通过联轴器与破碎轴连接并对破碎轴的转

动进行驱动，在破碎腔的底壁上开设有破碎腔出料口。

[0036] 如图1所示，所述研磨室包括研磨室外壳、研磨锥401、研磨电机402、研磨壁403、研

磨室第二入口404、研磨室第一入口405和研磨室出料口406；所述研磨锥竖直设置在研磨室

外壳内，研磨锥上部为圆锥体结构，下部为圆柱体结构，所述研磨电机设置在研磨室外壳的

外底壁上，通过联轴器与研磨锥连接并对研磨锥的转动进行驱动，如图1所示的所述研磨壁

从研磨室外壳的顶壁和侧壁的相接处向下向内弧形延伸，与研磨锥的间距逐渐缩小，研磨

壁与研磨锥在研磨室外壳底壁的间隙处开设所述研磨室出料口，所述研磨室第一入口和研

磨室第二入口均设置在研磨室外壳的顶壁上，且分别与所述破碎腔出料口和所述小料排出

口连通。所述研磨锥的外壁和研磨壁的内壁均为粗糙化处理的硬质合金，且本实施例的研

磨层厚度为6mm。

[0037] 如图1所示，所述混匀室包括混匀室外壳、混匀室入料口501、搅拌轴502、搅拌叶片

503、搅拌电机504、混凝土辅料添加盒505和混凝土出料口506；混匀室入料口设置在混匀室

外壳的顶壁上并与所述研磨室出料口相连通，在混匀室外壳内竖直设置有所述搅拌轴，在

搅拌轴上均布有3排所述搅拌叶片（每排3个），所述搅拌电机设置在混匀室外壳的外顶壁

上，并通过联轴器与搅拌轴连接并对搅拌轴的转动进行驱动，在混匀室的顶壁上设置有所

述混凝土辅料添加盒，所述混凝土辅料添加盒用于向混匀室内添加混凝土辅料，  混匀室的

底壁上开设有混凝土出料口。

[0038] 如图1和图4所示，所述分料成砖部件包括分料室和成砖室，所述分料室包括分料

室入口601、分料板602、分料通孔603、碾压辊604、滑杆605、分料室排料口606、切割轴607、

切割板608和切割电机609；所述分料室入口设置在分料室的顶壁上并与所述混凝土出料口

连通，所述分料板横置在分料室内，在分料板上设置有多排上下贯通的所述分料通孔，所述

滑杆横置在分料板上方，所述碾压辊通过支架与顶部的滑杆滑动连接，所述碾压辊的底端

与分料板的顶端接触，在所述分料板与分料室的侧壁相接处的上方开设有所述分料室排料

口，所述切割轴竖直设置在分料板的下方，如图4所示在切割轴的顶端设置有2片所述切割

板，且每个切割板均为扇形结构。所述切割板能够在切割轴的带动下对分料板下方且通过

分料通孔的物料进行切割，所述切割电机设置在分料室的外底壁上，切割电机通过联轴器

与切割轴连接并对切割轴的转动进行驱动。所述碾压辊能够在滑杆的滑动下在分料板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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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压移动。

[0039] 如图1所示，所述成砖室包括成砖室入料口610、挤压板611、挤压杆612和成砖模具

613；所述成砖室入料口设置在成砖室的侧壁上并与所述分料室排料口连通，所述挤压板横

置在成砖室内，所述挤压杆底端与挤压板的顶端连接，挤压杆的顶端与成砖室内顶壁连接，

通过挤压杆的伸缩运动实现挤压板的上下移动，所述成砖模具设置在成砖室的内底壁上，

通过挤压板将进入到成砖室的物料挤压成型与成砖模具内。如图1所示的所述成砖模具为

多个长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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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12

CN 111701978 A

12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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