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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环保型建筑施工用垃圾回收分类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环保型建筑施工用垃

圾回收分类装置，包括外壳，第一工作孔，支撑

板，通孔，第一弹簧，网板，进料头，支撑架，输送

机，第二工作孔，吸尘处理筒结构，缓冲连接筒结

构，开关，震动电机，PLC和辅助吸尘连接管结构，

所述的第一工作孔开设在外壳内部左侧的中间

部位；所述的支撑板焊接在外壳内壁的中下部；

所述的通孔开设在支撑板内部的中间部位；所述

的第一弹簧分别焊接在支撑板上表面的左右两

侧，同时上端焊接有网板。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

果为：通过吸尘处理筒结构的设置，在进行吸尘

的工作时，能够起到过滤的功能，同时也增加了

该吸尘处理筒结构的功能性，进而起到了环保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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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环保型建筑施工用垃圾回收分类装置，其特征在于，该环保型建筑施工用垃圾

回收分类装置，包括外壳(1)，第一工作孔(2)，支撑板(3)，通孔(4)，第一弹簧(5)，网板(6)，

进料头(7)，支撑架(8)，输送机(9)，第二工作孔(10)，吸尘处理筒结构(11)，缓冲连接筒结

构(12)，开关(13)，震动电机(14)，PLC(15)和辅助吸尘连接管结构(16)，所述的第一工作孔

(2)开设在外壳(1)内部左侧的中间部位；所述的支撑板(3)焊接在外壳(1)内壁的中下部；

所述的通孔(4)开设在支撑板(3)内部的中间部位；所述的第一弹簧(5)分别焊接在支撑板

(3)上表面的左右两侧，同时上端焊接有网板(6)；所述的进料头(7)焊接在外壳(1)的右上

部；所述的支撑架(8)焊接在外壳(1)内部的下侧；所述的输送机(9)螺栓安装在支撑架(8)

的上表面；所述的第二工作孔(10)开设在外壳(1)内部的右下侧；所述的吸尘处理筒结构

(11)安装在外壳(1)的左上部；所述的缓冲连接筒结构(12)安装在进料头(7)的下部；所述

的开关(13)镶嵌在PLC(15)的前表面；所述的震动电机(14)螺栓安装在网板(6)下表面的右

侧；所述的PLC(15)螺栓安装在外壳(1)前表面上部的中左侧；所述的辅助吸尘连接管结构

(16)安装在外壳(1)的后壁上；所述的吸尘处理筒结构(11)包括风机(111)，吸尘管(112)，

处理管(113)，管腔(114)，连接环(115)，第一滤网(116)，第二滤网(117)和连接手柄(118)，

所述的风机(111)螺栓安装在外壳(1)上表面的左侧；所述的吸尘管(112)一端焊接在外壳

(1)上表面的中左侧，另一端套接在风机(111)的右侧；所述的处理管(113)套接在风机

(111)的前表面；所述的管腔(114)开设在处理管(113)的内部；所述的第一滤网(116)和第

二滤网(117)分别镶嵌在连接环(115)的上下两端；所述的连接手柄(118)分别焊接在连接

环(115)上表面的前后两侧。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型建筑施工用垃圾回收分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缓冲

连接筒结构(12)包括安装筒(121)，第一连接座(122)，缓冲板(123)，第二连接座(124)，插

接杆(125)，套接管(126)，第二弹簧(127)和第三连接座(128)，所述的安装筒(121)螺纹连

接在进料头(7)的下端；所述的第一连接座(122)和第三连接座(128)分别焊接在安装筒

(121)内壁的左右两侧；所述的第二连接座(124)焊接在缓冲板(123)下表面的内侧。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型建筑施工用垃圾回收分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辅助

吸尘连接管结构(16)包括主管(161)，密封盖(162)，连接头(163)，左辅助管(164)，第一防

护网(165)，右辅助管(166)和第二防护网(167)，所述的密封盖(162)螺纹连接在主管(161)

的下端；所述的连接头(163)后端焊接在主管(161)前表面的上部，前端焊接在吸尘管(112)

的后表面；所述的左辅助管(164)一端焊接在主管(161)的左上部，另一端焊接在外壳(1)后

壁的左上部；所述的第一防护网(165)焊接在左辅助管(164)内壁的前部；所述的右辅助管

(166)焊接在主管(161)的右下部，另一端焊接在外壳(1)后壁的右下部；所述的第二防护网

(167)焊接在右辅助管(166)内部的前侧。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型建筑施工用垃圾回收分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

滤网(116)和第二滤网(117)分别采用活性炭网和HEPA网。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型建筑施工用垃圾回收分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风机

(111)右侧与吸尘管(112)连通，前侧与处理管(113)的管腔(114)连通。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型建筑施工用垃圾回收分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连接

环(115)上表面的连接手柄(118)设置有两个，所述的连接环(115)螺纹连接在管腔(114)内

壁的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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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环保型建筑施工用垃圾回收分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缓冲

板(123)设置有两个，并设置在安装筒(121)内部的左右两侧，所述的缓冲板(123)轴接在第

一连接座(122)的内部。

8.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环保型建筑施工用垃圾回收分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插接

杆(125)插接在套接管(126)的内部，且在插接杆(125)的外壁上套接有第二弹簧(127)。

9.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环保型建筑施工用垃圾回收分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主管

(161)上侧通过连接头(163)与吸尘管(112)的后侧连通，左右两侧分别通过左辅助管(164)

和右辅助管(166)与外壳(1)内部的上下两侧连通。

10.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环保型建筑施工用垃圾回收分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

一防护网(165)和第二防护网(167)分别采用不锈钢网，所述的第一防护网(165)和第二防

护网(167)网孔直径设置为一毫米至三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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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保型建筑施工用垃圾回收分类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建筑施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环保型建筑施工用垃圾回收分

类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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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泥及其他废弃物，绝大部分建筑垃圾未

经任何处理，便被施工单位运往郊外或乡村，露天堆放或填埋，耗用大量的征用土地费、垃

圾清运费等建设经费，同时，清运和堆放过程中的遗撒和粉尘、灰砂飞扬等问题又造成了严

重的环境污染，现有技术为中国专利公开号为CN201720594239.5的一种建筑垃圾分类装置

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包括箱体，所述箱体的一侧通过电机支撑板固定连接有电机，所述电

机的输出轴通过皮带轮传动连接有传动带，所述传动带远离电机的一侧贯穿箱体的一侧并

延伸至箱体的内部，所述传动带延伸至箱体内部的一侧通过皮带轮传动连接有第一齿轮，

所述第一齿轮的表面通过环形齿槽传动连接有磁性输送带，所述环形齿槽远离第一齿轮的

一侧表面传动连接有第二齿轮，所述第一齿轮和第二齿轮的中部固定连接有固定柱，所述

固定柱的一端通过连接杆与箱体的内壁顶部固定连接，所述箱体的内壁一侧通过支撑板固

定连接有外箱，所述外箱的内壁底部固定连接有第一液压油缸，所述第一液压油缸输出轴

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推板，所述箱体的内壁底部固定连接有隔板，所述隔板的一侧顶部固定

连接有第二液压油缸，所述第二液压油缸输出轴的一端固定连接有筛盘，所述筛盘远离第

二液压油缸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抵板，所述抵板的底部活动连接有固定板，所述固定板的一

侧与箱体的内壁一侧固定连接，所述抵板远离筛盘的一侧与箱体的内壁之间固定连接有弹

簧。

[0003] 但是，现有的垃圾回收分类装置还存在着不具备处理该装置内部灰尘的工作、在

输送垃圾时不方便起到缓冲的功能和不方便对不同位置处的灰尘进行吸取功能的问题。

[0004] 因此，发明一种环保型建筑施工用垃圾回收分类装置显得非常必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环保型建筑施工用垃圾回收分类装

置，以解决现有的垃圾回收分类装置不具备处理该装置内部灰尘的工作、在输送垃圾时不

方便起到缓冲的功能和不方便对不同位置处的灰尘进行吸取功能的问题。一种环保型建筑

施工用垃圾回收分类装置，包括外壳，第一工作孔，支撑板，通孔，第一弹簧，网板，进料头，

支撑架，输送机，第二工作孔，吸尘处理筒结构，缓冲连接筒结构，开关，震动电机，PLC和辅

助吸尘连接管结构，所述的第一工作孔开设在外壳内部左侧的中间部位；所述的支撑板焊

接在外壳内壁的中下部；所述的通孔开设在支撑板内部的中间部位；所述的第一弹簧分别

焊接在支撑板上表面的左右两侧，同时上端焊接有网板；所述的进料头焊接在外壳的右上

部；所述的支撑架焊接在外壳内部的下侧；所述的输送机螺栓安装在支撑架的上表面；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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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工作孔开设在外壳内部的右下侧；所述的吸尘处理筒结构安装在外壳的左上部；所

述的缓冲连接筒结构安装在进料头的下部；所述的开关镶嵌在PLC的前表面；所述的震动电

机螺栓安装在网板下表面的右侧；所述的PLC螺栓安装在外壳前表面上部的中左侧；所述的

辅助吸尘连接管结构安装在外壳的后壁上；所述的吸尘处理筒结构包括风机，吸尘管，处理

管，管腔，连接环，第一滤网，第二滤网和连接手柄，所述的风机螺栓安装在外壳上表面的左

侧；所述的吸尘管一端焊接在外壳上表面的中左侧，另一端套接在风机的右侧；所述的处理

管套接在风机的前表面；所述的管腔开设在处理管的内部；所述的第一滤网和第二滤网分

别镶嵌在连接环的上下两端；所述的连接手柄分别焊接在连接环上表面的前后两侧。

[0006] 优选的，所述的缓冲连接筒结构包括安装筒，第一连接座，缓冲板，第二连接座，插

接杆，套接管，第二弹簧和第三连接座，所述的安装筒螺纹连接在进料头的下端；所述的第

一连接座和第三连接座分别焊接在安装筒内壁的左右两侧；所述的第二连接座焊接在缓冲

板下表面的内侧。

[0007] 优选的，所述的辅助吸尘连接管结构包括主管，密封盖，连接头，左辅助管，第一防

护网，右辅助管和第二防护网，所述的密封盖螺纹连接在主管的下端；所述的连接头后端焊

接在主管前表面的上部，前端焊接在吸尘管的后表面；所述的左辅助管一端焊接在主管的

左上部，另一端焊接在外壳后壁的左上部；所述的第一防护网焊接在左辅助管内壁的前部；

所述的右辅助管焊接在主管的右下部，另一端焊接在外壳后壁的右下部；所述的第二防护

网焊接在右辅助管内部的前侧。

[0008] 优选的，所述的第一滤网和第二滤网分别采用活性炭网和HEPA网。

[0009] 优选的，所述的风机右侧与吸尘管连通，前侧与处理管的管腔连通。

[0010] 优选的，所述的连接环上表面的连接手柄设置有两个，所述的连接环螺纹连接在

管腔内壁的上部。

[0011] 优选的，所述的缓冲板设置有两个，并设置在安装筒内部的左右两侧，所述的缓冲

板轴接在第一连接座的内部。

[0012] 优选的，所述的插接杆插接在套接管的内部，且在插接杆的外壁上套接有第二弹

簧。

[0013] 优选的，所述的第二连接座和第三连接座分别与插接杆和套接管轴接。

[0014] 优选的，所述的主管上侧通过连接头与吸尘管的后侧连通，左右两侧分别通过左

辅助管和右辅助管与外壳内部的上下两侧连通。

[0015] 优选的，所述的第一防护网和第二防护网分别采用不锈钢网，所述的第一防护网

和第二防护网网孔直径设置为一毫米至三厘米。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7] 1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第一滤网和第二滤网分别采用活性炭网和HEPA网，在进

行吸尘的工作时，能够起到过滤的功能，同时也增加了该吸尘处理筒结构的功能性，进而起

到了环保的工作。

[0018] 2.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风机右侧与吸尘管连通，前侧与处理管的管腔连通，能够

随之进行吸尘的工作，同时也方便进行输送的工作。

[0019] 3.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连接环上表面的连接手柄设置有两个，所述的连接环螺

纹连接在管腔内壁的上部，在抓握连接手柄后，能够随之带动连接环进行旋转，且便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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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装的工作。

[0020] 4.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缓冲板设置有两个，并设置在安装筒内部的左右两侧，所

述的缓冲板轴接在第一连接座的内部，在使用时，能够随之使缓冲板进行活动，进而便于起

到缓冲的工作，进而避免了垃圾下落速度过快，并对该垃圾回收分类装置造成损坏的问题。

[0021] 5.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插接杆插接在套接管的内部，且在插接杆的外壁上套接

有第二弹簧，在使用时，能够随之使插接杆在套接管内上下活动，同时随之使第二弹簧进行

收缩或者扩张，进而起到减震缓冲的工作，且增加了缓冲效果。

[0022] 6.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第二连接座和第三连接座分别与插接杆和套接管轴接，

在插接杆和套接管进行活动时，能够随之通过第二连接座和第三连接座进行倾斜活动，进

而便于进行使用。

[0023] 7.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主管上侧通过连接头与吸尘管的后侧连通，左右两侧分

别通过左辅助管和右辅助管与外壳内部的上下两侧连通，在使用时，能够随之对外壳内不

同的位置进行吸尘的工作，且增加了灰尘处理的效果。

[0024] 8.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第一防护网和第二防护网分别采用不锈钢网，所述的第

一防护网和第二防护网网孔直径设置为一毫米至三厘米，在使用时，能够起到防护的作用，

且避免了垃圾能够进入到左辅助管和右辅助管内。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吸尘处理筒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缓冲连接筒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辅助吸尘连接管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电气接线示意图。

[0030] 图中：

[0031] 1、外壳；2、第一工作孔；3、支撑板；4、通孔；5、第一弹簧；6、网板；7、进料头；8、支撑

架；9、输送机；10、第二工作孔；11、吸尘处理筒结构；111、风机；112、吸尘管；113、处理管；

114、管腔；115、连接环；116、第一滤网；117、第二滤网；118、连接手柄；12、缓冲连接筒结构；

121、安装筒；122、第一连接座；123、缓冲板；124、第二连接座；125、插接杆；126、套接管；

127、第二弹簧；128、第三连接座；13、开关；14、震动电机；15、PLC；16、辅助吸尘连接管结构；

161、主管；162、密封盖；163、连接头；164、左辅助管；165、第一防护网；166、右辅助管；167、

第二防护网。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描述：

[0033] 实施例：

[0034] 如附图1和附图2所示，一种环保型建筑施工用垃圾回收分类装置，包括外壳1，第

一工作孔2，支撑板3，通孔4，第一弹簧5，网板6，进料头7，支撑架8，输送机9，第二工作孔10，

吸尘处理筒结构11，缓冲连接筒结构12，开关13，震动电机14，PLC15和辅助吸尘连接管结构

16，所述的第一工作孔2开设在外壳1内部左侧的中间部位；所述的支撑板3焊接在外壳1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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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的中下部；所述的通孔4开设在支撑板3内部的中间部位；所述的第一弹簧5分别焊接在支

撑板3上表面的左右两侧，同时上端焊接有网板6；所述的进料头7焊接在外壳1的右上部；所

述的支撑架8焊接在外壳1内部的下侧；所述的输送机9螺栓安装在支撑架8的上表面；所述

的第二工作孔10开设在外壳1内部的右下侧；所述的吸尘处理筒结构11安装在外壳1的左上

部；所述的缓冲连接筒结构12安装在进料头7的下部；所述的开关13镶嵌在PLC15的前表面；

所述的震动电机14螺栓安装在网板6下表面的右侧；所述的PLC15螺栓安装在外壳1前表面

上部的中左侧；所述的辅助吸尘连接管结构16安装在外壳1的后壁上；所述的吸尘处理筒结

构11包括风机111，吸尘管112，处理管113，管腔114，连接环115，第一滤网116，第二滤网117

和连接手柄118，所述的风机111螺栓安装在外壳1上表面的左侧；所述的风机111右侧与吸

尘管112连通，前侧与处理管113的管腔114连通，能够随之进行吸尘的工作，同时也方便进

行输送的工作；所述的吸尘管112一端焊接在外壳1上表面的中左侧，另一端套接在风机111

的右侧；所述的处理管113套接在风机111的前表面；所述的管腔114开设在处理管113的内

部；所述的连接环115上表面的连接手柄118设置有两个，所述的连接环115螺纹连接在管腔

114内壁的上部，在抓握连接手柄118后，能够随之带动连接环115进行旋转，且便于进行拆

装的工作；所述的第一滤网116和第二滤网117分别镶嵌在连接环115的上下两端；所述的第

一滤网116和第二滤网117分别采用活性炭网和HEPA网，在进行吸尘的工作时，能够起到过

滤的功能，同时也增加了该吸尘处理筒结构11的功能性，进而起到了环保的工作；所述的连

接手柄118分别焊接在连接环115上表面的前后两侧。

[0035] 如附图3所示，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缓冲连接筒结构12包括安装筒121，

第一连接座122，缓冲板123，第二连接座124，插接杆125，套接管126，第二弹簧127和第三连

接座128，所述的安装筒121螺纹连接在进料头7的下端；所述的第一连接座122和第三连接

座128分别焊接在安装筒121内壁的左右两侧；所述的缓冲板123设置有两个，并设置在安装

筒121内部的左右两侧，所述的缓冲板123轴接在第一连接座122的内部，在使用时，能够随

之使缓冲板123进行活动，进而便于起到缓冲的工作，进而避免了垃圾下落速度过快，并对

该垃圾回收分类装置造成损坏的问题；所述的第二连接座124和第三连接座128分别与插接

杆125和套接管126轴接，在插接杆125和套接管126进行活动时，能够随之通过第二连接座

124和第三连接座128进行倾斜活动，进而便于进行使用；所述的插接杆125插接在套接管

126的内部，且在插接杆125的外壁上套接有第二弹簧127，在使用时，能够随之使插接杆125

在套接管126内上下活动，同时随之使第二弹簧127进行收缩或者扩张，进而起到减震缓冲

的工作，且增加了缓冲效果；所述的第二连接座124焊接在缓冲板123下表面的内侧。

[0036] 如附图4所示，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辅助吸尘连接管结构16包括主管

161，密封盖162，连接头163，左辅助管164，第一防护网165，右辅助管166和第二防护网167，

所述的主管161上侧通过连接头163与吸尘管112的后侧连通，左右两侧分别通过左辅助管

164和右辅助管166与外壳1内部的上下两侧连通，在使用时，能够随之对外壳1内不同的位

置进行吸尘的工作，且增加了灰尘处理的效果；所述的密封盖162螺纹连接在主管161的下

端；所述的连接头163后端焊接在主管161前表面的上部，前端焊接在吸尘管112的后表面；

所述的左辅助管164一端焊接在主管161的左上部，另一端焊接在外壳1后壁的左上部；所述

的第一防护网165和第二防护网167分别采用不锈钢网，所述的第一防护网165和第二防护

网167网孔直径设置为一毫米至三厘米，在使用时，能够起到防护的作用，且避免了垃圾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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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进入到左辅助管164和右辅助管166内；所述的第一防护网165焊接在左辅助管164内壁的

前部；所述的右辅助管166焊接在主管161的右下部，另一端焊接在外壳1后壁的右下部；所

述的第二防护网167焊接在右辅助管166内部的前侧。

[0037]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输送机9采用型号为FD-65型输送机。

[0038]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震动电机14采用型号为TO-0.1型震动电机。

[0039]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PLC15采用型号为FX2N-48型PLC。

[0040]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风机111采用型号为CX-100型风机。

[0041]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开关13电性连接PLC15的输入端，所述的震动电机

14电性连接PLC15的输出端，所述的风机111电性连接PLC15的输出端。

[0042] 工作原理

[0043]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在使用时，首先将垃圾放置到进料头7内，同时并进入到

安装筒121内，达到后，随之下落到缓冲板123，在同时缓冲板123随之向下倾斜，而插接杆

125收纳到套接管126内，而第二弹簧127随之进行收缩，这样即可配合缓冲板123起到缓冲

的工作，完成缓冲后，垃圾随之下落到网板6上，达到后，随之启动震动电机14使网板6震动，

这眼即可通过网板6对垃圾进行过滤，完成过滤后，部分垃圾能够通过网板6倾斜的角度输

送到指定的位置处，而另一部分的垃圾则落入到输送机9上并输送到其它的位置处，在输送

垃圾时，启动风机111即可通过吸尘管112将外壳1内的灰尘吸入到管腔114内，同时穿过第

二滤网117和第一滤网116过滤，最后随之排放到外界，在吸尘的同时，外壳1内部其它位置

处的灰尘能够通过风机111的风力，吸入到右辅助管166和左辅助管164内，然后再次进入到

主管161内，最后随之通过连接头163进入到吸尘管112内，这样即可随之进行处理排放。

[0044] 利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

启发下，设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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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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