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1151699.0

(22)申请日 2019.11.22

(71)申请人 刘明鸿

地址 471039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建设路

206号矿山机械工程设计研究院

(72)发明人 刘明鸿　

(51)Int.Cl.

B02C 23/02(2006.01)

B02C 23/04(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整矿石缓冲布置入破碎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整矿石缓冲布置入破碎

装置，其结构包括底托座、底兜箱、置入口，底托

座上表面焊接于底兜箱下表面，矿石将会对其外

软层进行施力撞击，底端的垂头将会受到惯性，

往上摆动，对矿石进行包裹动荡，使其反卡球拖

动中扯弧达到一定长度，外侧的外胶层将对其起

到防护的作用，让外软层所承受的冲击力减弱，

能够在矿石大量置入时，对其起到包裹式缓冲放

入，使其不会过分的对缓冲布造成冲击力，上方

的矿石将会通过导落头的方向坠入，由顶球顶出

最高点，让矿石往顶球两侧滚动，由冲囊对其起

到防护的作用，让矿石不会对外硬层撞击损坏，

能够在缓冲布卡于碎石导入口间时，对其上方的

矿石引导堆积，防止其对压迫轮造成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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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整矿石缓冲布置入破碎装置，其结构包括底托座(aa1)、底兜箱(aa2)、置入口

(aa3)、缓冲布(aa4)、破碎转筒(aa5)，其特征在于：

所述底托座(aa1)上表面焊接于底兜箱(aa2)下表面，所述底兜箱(aa2)与置入口(aa3)

相连接且相互贯通，所述缓冲布(aa4)焊接于置入口(aa3)内壁，所述破碎转筒(aa5)与置入

口(aa3)相连接；

所述缓冲布(aa4)包括外软层(qw1)、卡头(qw2)、摆头(qw3)、弧条(qw4)、回扯芯(qw5)、

垂头(qw6)，所述回扯芯(qw5)嵌入于外软层(qw1)内部，所述外软层(qw1)与垂头(qw6)相连

接，所述弧条(qw4)安装于外软层(qw1)与卡头(qw2)之间，所述卡头(qw2)上方设有摆头

(qw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整矿石缓冲布置入破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回扯芯

(qw5)包括反卡球(a1a)、扩头(a2a)、中扯弧(a3a)、外胶层(a4a)，所述反卡球(a1a)外表面

安装有中扯弧(a3a)，所述中扯弧(a3a)嵌入于外胶层(a4a)内部，所述外胶层(a4a)与扩头

(a2a)相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整矿石缓冲布置入破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中扯弧

(a3a)包括弧拉芯(zx1)、空格(zx2)、侧固边(zx3)，所述弧拉芯(zx1)贴合于侧固边(zx3)内

壁，所述空格(zx2)嵌入于侧固边(zx3)内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整矿石缓冲布置入破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垂头

(qw6)包括垂向弧(g01)、限弧(g02)、衔条(g03)、垂向球(g04)，所述限弧(g02)与垂向弧

(g01)相连接，所述垂向球(g04)抵触在垂向弧(g01)上方，所述限弧(g02)远离垂向弧(g01)

的一端与衔条(g03)相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整矿石缓冲布置入破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破碎转筒

(aa5)包括导落头(dd1)、中体(dd2)、压迫轮(dd3)、外硬层(dd4)，所述导落头(dd1)与中体

(dd2)相连接，所述中体(dd2)嵌入于压迫轮(dd3)内部且位于同一轴心上，所述压迫轮

(dd3)外表面贴合有外硬层(dd4)。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整矿石缓冲布置入破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落头

(dd1)包括边护角(mm1)、硬稳角(mm2)、冲囊(mm3)、顶球(mm4)、弧边角(mm5)、中柱(mm6)，所

述边护角(mm1)与硬稳角(mm2)相连接，所述硬稳角(mm2)抵在冲囊(mm3)外表面，所述弧边

角(mm5)贴合于中柱(mm6)外表面，所述中柱(mm6)上方设有顶球(m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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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整矿石缓冲布置入破碎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矿石机械领域，更具体地说，尤其是涉及到一种整矿石缓冲布置入破

碎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需要对整块矿石进行处理破碎时，将其矿石置入破碎机内部，由对外隔绝的缓冲

布，将矿石落入的冲击缓冲在置入，通过内部的压迫体转动对其矿石进行破碎处理，当达到

一定细碎的程度时，将会通过之间的缝隙导入。

[0003] 基于上述本发明人发现，现有的矿石破碎装置主要存在以下几点不足，比如：

[0004] 1 .由于矿石本身为硬物，在长时间对橡胶材质的缓冲布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冲击，

会让其造成断裂的现象，从而与矿石一并导入，内部的压迫体对其高弹性的缓冲布一并碾

压，难以碾碎置入从而造成堵塞。

[0005] 2.当缓冲布一直处于压迫体压迫的缝隙中，使其处理不到矿石，压迫体上端将会

被卡住的矿石磕碰，产生坑坑洼洼的现象，使其后续在对矿石处理破碎时，难以达到所需的

细碎效果。

[0006] 因此需要提出一种整矿石缓冲布置入破碎装置。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由于矿石本身为硬物，在长时间对橡胶材质的缓冲布进行一定

程度上的冲击，会让其造成断裂的现象，从而与矿石一并导入，内部的压迫体对其高弹性的

缓冲布一并碾压，难以碾碎置入从而造成堵塞，当缓冲布一直处于压迫体压迫的缝隙中，使

其处理不到矿石，压迫体上端将会被卡住的矿石磕碰，产生坑坑洼洼的现象，使其后续在对

矿石处理破碎时，难以达到所需的细碎效果的问题。

[0008] 本发明一种整矿石缓冲布置入破碎装置的目的与功效，由以下具体技术手段所达

成：

[0009] 其结构包括底托座、底兜箱、置入口、缓冲布、破碎转筒。

[0010] 所述底托座上表面焊接于底兜箱下表面，所述底兜箱与置入口相连接且相互贯

通，所述缓冲布焊接于置入口内壁，所述破碎转筒与置入口相连接。

[0011] 所述缓冲布包括外软层、卡头、摆头、弧条、回扯芯、垂头，所述回扯芯嵌入于外软

层内部，所述外软层与垂头相连接，所述弧条安装于外软层与卡头之间，所述卡头上方设有

摆头。

[0012]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回扯芯包括反卡球、扩头、中扯弧、外胶层，所述反

卡球外表面安装有中扯弧，所述中扯弧嵌入于外胶层内部，所述外胶层与扩头相连接，所述

反卡球设有两个，所述中扯弧呈半弧形结构，所述外胶层由橡胶材质所制成，具有一定的拉

扯性。

[0013]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中扯弧包括弧拉芯、空格、侧固边，所述弧拉芯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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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于侧固边内壁，所述空格嵌入于侧固边内部，所述侧固边呈弧形结构，所述弧拉芯设有五

个，所述空格为月牙形结构。

[0014]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垂头包括垂向弧、限弧、衔条、垂向球，所述限弧与

垂向弧相连接，所述垂向球抵触在垂向弧上方，所述限弧远离垂向弧的一端与衔条相连接，

所述垂向球呈球体结构，所述垂向弧为月牙形结构，所述限弧设有两个。

[0015]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破碎转筒包括导落头、中体、压迫轮、外硬层，所述

导落头与中体相连接，所述中体嵌入于压迫轮内部且位于同一轴心上，所述压迫轮外表面

贴合有外硬层，所述外硬层为圆环形结构，所述中体呈圆柱体结构。

[0016]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导落头包括边护角、硬稳角、冲囊、顶球、弧边角、

中柱，所述边护角与硬稳角相连接，所述硬稳角抵在冲囊外表面，所述弧边角贴合于中柱外

表面，所述中柱上方设有顶球，所述外硬层设有两个，所述顶球为球体结构，所述弧边角设

有两个。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8] 1.矿石将会对其外软层进行施力撞击，底端的垂头将会受到惯性，往上摆动，对矿

石进行包裹动荡，使其反卡球拖动中扯弧达到一定长度，外侧的外胶层将对其起到防护的

作用，其外软层摆动到一定程度时，让限弧来限制垂向球的活动范围，使其包裹住矿石的衔

条跟随垂向弧下垂的力伸展开，自身的弧度能够更好的兜住物体，对其进行包裹缓冲，让外

软层所承受的冲击力减弱，能够在矿石大量置入时，对其起到包裹式缓冲放入，使其不会过

分的对缓冲布造成冲击力。

[0019] 2.上方的矿石将会通过导落头的方向坠入，由顶球顶出最高点，让矿石往顶球两

侧滚动，由冲囊对其起到防护的作用，在外层受力时，能够对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辅助缓冲

与防护，让矿石不会对外硬层撞击损坏，能够在缓冲布卡于碎石导入口间时，对其上方的矿

石引导堆积，防止其对压迫轮造成损坏。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一种整矿石缓冲布置入破碎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一种缓冲布的左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一种回扯芯的正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一种中扯弧的正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发明一种垂头的正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为本发明一种破碎转筒的右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6] 图7为本发明一种导落头的正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底托座-aa1、底兜箱-aa2、置入口-aa3、缓冲布-aa4、破碎转筒-aa5、外软层-

qw1、卡头-qw2、摆头-qw3、弧条-qw4、回扯芯-qw5、垂头-qw6、反卡球-a1a、扩头-a2a、中扯

弧-a3a、外胶层-a4a、弧拉芯-zx1、空格-zx2、侧固边-zx3、垂向弧-g01、限弧-g02、衔条-

g03、垂向球-g04、导落头-dd1、中体-dd2、压迫轮-dd3、外硬层-dd4、边护角-mm1、硬稳角-

mm2、冲囊-mm3、顶球-mm4、弧边角-mm5、中柱-m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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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0029] 实施例1：

[0030] 如附图1至附图5所示：

[0031] 本发明提供一种整矿石缓冲布置入破碎装置，其结构包括底托座aa1、底兜箱aa2、

置入口aa3、缓冲布aa4、破碎转筒aa5。

[0032] 所述底托座aa1上表面焊接于底兜箱aa2下表面，所述底兜箱aa2与置入口aa3相连

接且相互贯通，所述缓冲布aa4焊接于置入口aa3内壁，所述破碎转筒aa5与置入口aa3相连

接。

[0033] 所述缓冲布aa4包括外软层qw1、卡头qw2、摆头qw3、弧条qw4、回扯芯qw5、垂头qw6，

所述回扯芯qw5嵌入于外软层qw1内部，所述外软层qw1与垂头qw6相连接，所述弧条qw4安装

于外软层qw1与卡头qw2之间，所述卡头qw2上方设有摆头qw3。

[0034] 其中，所述回扯芯qw5包括反卡球a1a、扩头a2a、中扯弧a3a、外胶层a4a，所述反卡

球a1a外表面安装有中扯弧a3a，所述中扯弧a3a嵌入于外胶层a4a内部，所述外胶层a4a与扩

头a2a相连接，所述反卡球a1a设有两个，所述中扯弧a3a呈半弧形结构，所述外胶层a4a由橡

胶材质所制成，具有一定的拉扯性，所述扩头a2a扩大整体的受力面积，反卡球a1a在衔接部

位受力时，能够呈反力的作用，中扯弧a3a根据外界力的拉扯大小，进行伸展，在失去阻力

时，能够及时的归位，外胶层a4a对内部的部位起到防护的作用。

[0035] 其中，所述中扯弧a3a包括弧拉芯zx1、空格zx2、侧固边zx3，所述弧拉芯zx1贴合于

侧固边zx3内壁，所述空格zx2嵌入于侧固边zx3内部，所述侧固边zx3呈弧形结构，所述弧拉

芯zx1设有五个，所述空格zx2为月牙形结构，所述侧固边zx3大范围的承受外界拉扯的力，

弧拉芯zx1根据外界拉扯的力进行伸展拉伸，空格zx2限制内部部位的活动范围。

[0036] 其中，所述垂头qw6包括垂向弧g01、限弧g02、衔条g03、垂向球g04，所述限弧g02与

垂向弧g01相连接，所述垂向球g04抵触在垂向弧g01上方，所述限弧g02远离垂向弧g01的一

端与衔条g03相连接，所述垂向球g04呈球体结构，所述垂向弧g01为月牙形结构，所述限弧

g02设有两个，所述限弧g02限制内部物体的活动范围，衔条g03延伸整体的面积，垂向弧g01

自身的弧度能够更好的兜住物体，垂向球g04拖动整体的重心摆向。

[0037] 实施例2：

[0038] 如附图6至附图7所示：

[0039] 其中，所述破碎转筒aa5包括导落头dd1、中体dd2、压迫轮dd3、外硬层dd4，所述导

落头dd1与中体dd2相连接，所述中体dd2嵌入于压迫轮dd3内部且位于同一轴心上，所述压

迫轮dd3外表面贴合有外硬层dd4，所述外硬层dd4为圆环形结构，所述中体dd2呈圆柱体结

构，所述导落头dd1让外界抵触的物体有一定的导向，中体dd2限制衔接部位的活动范围，外

硬层dd4对内部起到防护的作用。

[0040] 其中，所述导落头dd1包括边护角mm1、硬稳角mm2、冲囊mm3、顶球mm4、弧边角mm5、

中柱mm6，所述边护角mm1与硬稳角mm2相连接，所述硬稳角mm2抵在冲囊mm3外表面，所述弧

边角mm5贴合于中柱mm6外表面，所述中柱mm6上方设有顶球mm4，所述外硬层dd4设有两个，

所述顶球mm4为球体结构，所述弧边角mm5设有两个，所述顶球mm4让整体有一个最高的顶凸

点，硬稳角mm2给予外界抵触物一定的硬力，同时对内部的部位起到防护，冲囊mm3在外层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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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时，能够对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辅助缓冲与防护，中柱mm6限制了整体的中心点。

[0041] 本实施例的具体使用方式与作用：

[0042] 本发明中，当整块矿石需要通过置入口aa3置入内部处理，其在矿石置入的过程中

会先被缓冲布aa4所兜住，其矿石将会对其外软层qw1进行施力撞击，底端的垂头qw6将会受

到惯性，往上摆动，对矿石进行包裹动荡，扩头a2a将由反卡球a1a反卡住，让内部的中扯弧

a3a根据矿石的重力进行拉扯，其侧固边zx3将会对弧拉芯zx1进行受力在空格zx2内部拉

扯，使其反卡球a1a拖动中扯弧a3a达到一定长度，外侧的外胶层a4a将对其起到防护的作

用，其外软层qw1摆动到一定程度时，其垂向球g04将会根据自身的重力，拖动垂向弧g01往

下垂去，让限弧g02来限制垂向球g04的活动范围，使其包裹住矿石的衔条g03跟随垂向弧

g01下垂的力伸展开，让矿石能够被缓冲放入内部，并且能够在矿石冲击在外软层qw1上时，

对其进行包裹缓冲，让外软层qw1所承受的冲击力减弱。

[0043] 当有缓冲布卡于外硬层dd4与抵触的部位时，上方的矿石将会通过导落头dd1的方

向坠入，由顶球mm4顶出最高点，让矿石往顶球mm4两侧滚动，其外层由硬稳角mm2起到防护，

当其堆积得越来越多，会对内部有所压迫，由冲囊mm3对其起到防护的作用，弧边角mm5在硬

稳角mm2受力过度时，起到防护缓冲的作用，让矿石不会对外硬层dd4撞击损坏。

[0044] 利用本发明所述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启发下，设

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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