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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锥破碎机

(57)摘要

一种圆锥破碎机，该破碎机包括进料装置、

破碎装置、动力装置和机架（11）；进料装置安装

在机架（11）顶端，破碎装置安装在机架（11）内

部，动力装置安装在机架（11）低端并且与破碎装

置连接。本发明的优势如下：提高碎石的成产率；

有效的缓解的冲击力过大的问题，保护破碎腔；

提高产品的成品率，保证碎石的粒度满足用户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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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圆锥破碎机，其特征在于：该破碎机包括进料装置、破碎装置、动力装置和机架

（11）；进料装置安装在机架（11）顶端，破碎装置安装在机架（11）内部，动力装置安装在机架

（11）低端并且与破碎装置连接；

该进料装置包括：进料口（1）和冲击力缓冲结构（2）；冲击力缓冲结构（2）安装在进料口

（1）内且冲击力缓冲结构（2）设置在破碎装置的上方，使用时产品通过传送带进入进料口

（1），并通过冲击力缓冲结构（2）落入破碎装置；

冲击力缓冲结构（2）为多个条形槽结构（2‑1）和两片圆盘（2‑2）组合在一起形成的圆筒

形的笼状结构，多个条形槽结构（2‑1）设置在两片圆盘（2‑2）之间，多个条形槽结构（2‑1）以

圆盘（2‑2）的圆心为基准等间距均匀布置形成圆筒形的笼状结构；冲击力缓冲结构（2）的两

端通过转轴连接在进料口（1）的两侧内壁上，使用时，产品会落入到冲击力缓冲结构（2）的

槽内，通过产品的重力使冲击力缓冲结构（2）旋转，然后产品再落入破碎腔；

破碎装置包括定锥（4）、动锥（3）、偏心套（7）和主轴（10）；动锥（3）连接主轴（10），主轴

（10）下部通过偏心套（7）连接动力装置，动锥（3）为能以主轴（10）为轴旋转的锥形结构，定

锥（4）套在动锥（3）外围，定锥（4）与动锥（3）之间留有用于破碎的可变缝隙，当圆锥破碎机

启动，动力装置将动力传给安装在主轴（10）上的偏心套（7），偏心套（7）带着动锥（3）做旋摆

运动，由于偏心套（7）是偏心运动，因此动锥（3）与定锥（4）之间的缝隙随着偏心套（7）带动

动锥（3）旋摆运动而变化实现破碎。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圆锥破碎机，其特征在于：该破碎机还包括夹紧装置和调整装

置，夹紧装置和调整装置安装在机架（11）外侧的圆周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圆锥破碎机，其特征在于：动力装置安装在机架（11）的底部并

且其轴线与主轴（10）的轴线垂直相交；该动力装置为电机（8）。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圆锥破碎机，其特征在于：夹紧装置安装在机架（11）的外侧的

圆周上；该夹紧装置包括液压缸（9），在破碎机启动前，拉钩勾住上部的进料口（1）的底部法

兰，液压缸（9）向下收缩，实现拉钩自上而下拉紧进料口（1）的底部法兰，防止在破碎工作中

出现松动现象，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圆锥破碎机，其特征在于：调整装置安装在机架（11）的外侧的

圆周上；该调整装置包括调整环（5）和液压泵（6）；调整环（5）套在定锥（4）的外围，调整环

（5）的内环带有内螺纹，定锥（4）的外环带有外螺纹，调整环（5）的内螺纹啮合定锥（4）的外

螺纹；定锥（4）为只能上、下移动且无法转动的结构；

调整环（5）的外围还带有外螺纹，调整环（5）的外螺纹啮合液压泵的齿轮，当破碎过程

中出现过铁现象时需要启动液压泵（6），通过液压泵（6）的带动液压泵上的齿轮旋转，该齿

轮与调整环（5）啮合，进而使调整环（5）旋转，而因为调整环（5）内环和定锥（4）的外环带有

相互啮合的螺纹，因此，定锥（4）实现上下移动来排除过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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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锥破碎机

[0001] 技术领域：本发明涉及矿石破碎设计领域，更具体的说设计一种圆锥破碎机。圆锥

破碎机是一种适用于冶金、建筑、筑路、化学及硅酸盐行业中原料的破碎机械。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矿业生产技术的发展，矿石的产量也随之提高，于此同时，工业对矿石的破碎

的产量也提高，传统的破碎方法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碎石产量的需求。由于以往圆锥破碎

机的在工作中，当产品进入进料口后，产品直接进入破碎腔，这样由于冲击力太大会导致破

碎装置破损，进而使破碎后的碎石的粒度不能达到理想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设计了一种带有冲击力缓冲结构的圆锥破碎机，其目的是解决以往所存在

的问题，该结构可以大大缓解由于碎石下落而导致冲击力过大的问题，进而保护了圆锥破

碎机的破碎装置，使生产出来的产品粒度可以满足用户的需求，提高生产质量。

[0004] 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圆锥破碎机，其特征在于：该破碎机包括进料装置、破碎装置、动力装置和机

架(11)；进料装置安装在机架(11)顶端，破碎装置安装在机架(11)内部，动力装置安装在机

架(11)低端并且与破碎装置连接。

[0006] 该破碎机还包括夹紧装置和调整装置，夹紧装置和调整装置安装在机架(11)外侧

的圆周上。

[0007] 进料装置安装在机架(11)顶端，该装置包括：进料口(1)和冲击力缓冲结构(2)；冲

击力缓冲结构(2)安装在进料口(1)内且冲击力缓冲结构(2)设置在破碎装置的上方，使用

时产品通过传送带进入进料口(1)，并通过冲击力缓冲结构(2)落入破碎装置。

[0008] 冲击力缓冲结构(2)为能旋转的条形槽结构，该条形槽的两端通过转轴连接在进

料口(1)的两侧内壁上，使用时，产品会落入到冲击力缓冲结构(2)的槽内，通过产品的重力

使冲击力缓冲结构(2)旋转，然后产品再落入破碎腔。

[0009] 冲击力缓冲结构(2)为多个条形槽结构(2‑1)和两片圆盘(2‑2)组合在一起形成的

圆筒形的笼状结构(如图3所示)，多个条形槽结构(2‑1)设置在两片圆盘(2‑2)之间，多个条

形槽结构(2‑1)以圆盘(2‑2)的圆心为基准等间距均匀布置形成圆筒形的笼状结构。(即，每

个条形槽结构(2‑1)与圆盘(2‑2)的圆心的距离均相等，而相邻的两个条形槽结构(2‑1)的

距离也相等！)

[0010] 破碎装置包括定锥(4)、动锥(3)、偏心套(7)和主轴(10)；动锥(3)连接主轴(10)，

主轴(10)下部通过偏心套(7)连接动力装置，动锥(3)为能以主轴(10)为轴旋转的锥形结

构，定锥(4)套在动锥(3)外围，定锥(4)与动锥(3)之间留有用于破碎的可变缝隙，当圆锥破

碎机启动，动力装置将动力传给安装在主轴(10)上的偏心套(7)，偏心套(7)带着动锥(3)做

旋摆运动，由于，偏心套(7)是偏心运动，因此，动锥(3)与定锥(4)之间的间隙随着偏心套

(7)带动动锥(3)旋摆运动而变化实现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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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动力装置安装在机架(11)的底部并且其轴线与主轴(10)的轴线垂直相交；该装置

为电机(8)。

[0012] 夹紧装置安装在机架(11)的外侧的圆周上；该装置包括液压缸(9)，在破碎机启动

前，也就是说，拉钩勾住上部的进料口(1)的底部法兰，液压缸(9)向下收缩，实现拉钩自上

而下拉紧进料口(1)的底部法兰，防止在破碎工作中出现松动现象，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0013] 调整装置安装在机架(11)的外侧的圆周上；该装置包括调整环(5)和液压泵(6)；

调整环(5)套在定锥(4)的外围，调整环(5)的内环带有内螺纹，定锥(4)的外环带有外螺纹，

调整环(5)的内螺纹啮合定锥(4)的外螺纹；定锥(4)为只能上、下移动且无法转动的结构；

(例如可以用闲置转动的键来实现控制器转动的目的，这个属于公知常识，这里不赘述！)

[0014] 调整环(5)的外围还带有外螺纹，调整环(5)的外螺纹啮合液压泵齿轮，当破碎过

程中出现过铁现象时需要启动液压泵(6)，通过液压泵(6)的带动液压泵上的齿轮旋转，该

齿轮与调整环(5)啮合，进而使调整环(5)旋转，而因为调整环(5)内环和定锥(4)的外环带

有相互啮合的螺纹，因此，定锥(4)实现上下移动来排除过铁现象。

[0015] 优点效果

[0016] 本发明提供一种圆锥破碎机，包括:进料装置、破碎装置、动力装置、夹紧装置、调

整装置六个部分。动力装置安装在机架的底部并且其轴线与主轴的轴线垂直相交。该装置

包括：当电机启动，电机将动力传给破碎装置，并进行破碎工作。

[0017] 当圆锥破碎机开始工作时，首先，动力装置启动，动力装置将动力传给破碎装置，

即使动锥进行旋摆运动，然后物料通传送带进入进料口并落到冲击力缓冲结构的凹槽内，

由于重力原因冲击力缓冲结构会进行转动，这样物料就会随之落入破碎腔内，进行破碎生

产。

[0018] 进料装置安装在机架顶端，该装置包括：进料口，冲击力缓冲结构。当产品通过传

送带进入进料口时，产品会落入到冲击力缓冲结构的槽内，并带着冲击力缓冲结构旋转，然

后产品落入破碎腔，这样冲击力缓冲结构就起到了冲击力缓冲作用，以防止冲击力过大对

破碎腔产生破坏。

[0019] 进料装置安装在机架顶端，破碎装置安装在机架内部，动力装置安装在机架低端

并且其轴线与主轴的轴线垂直相交，夹紧装置和调整装置安装在机架外侧的圆周上。进料

装置安装在机架顶端，该装置包括：进料口，冲击力缓冲结构。当产品通过传送带进入进料

口时，产品会落入到冲击力缓冲结构的槽内，由于产品的重力原因会使冲击力缓冲结构旋

转，然后产品落入破碎腔。

[0020] 破碎装置安装在机架的内部，该装置包括定锥、动锥、偏心套、主轴。当破碎机启

动，动锥连接主轴，主轴下部通过偏心套连接动力装置，动锥为能以主轴为轴旋转的锥形结

构，定锥套在动锥外围，定锥与动锥之间留有用于破碎的可变缝隙，当圆锥破碎机启动，动

力装置将动力传给安装在主轴上的偏心套，偏心套带着动锥做旋摆运动，由于，偏心套是偏

心运动，因此，动锥与定锥之间的间隙随着偏心套带动动锥旋摆运动而变化实现破碎。

[0021] 动力装置安装在机架的底部并且其轴线与主轴的轴线垂直相交。该装置包括：电

机当电机启动，电机将动力传给破碎装置，并进行破碎工作。

[0022] 夹紧装置安装在机架的外侧的圆周上。该装置包括：液压缸。在破碎机启动前，拉

钩勾住上部的进料口的底部法兰，液压缸向下收缩，实现拉钩自上而下拉紧进料口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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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防止在破碎工作中出现松动现象，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0023] 调整装置安装在机架的外侧的圆周上。该装置包括：调整环、液压泵。调整环套在

定锥的外围，调整环的内环带有内螺纹，定锥的外环带有外螺纹，调整环的内螺纹啮合定锥

的外螺纹；定锥为只能上下移动且无法转动的结构；调整环的外围还带有外螺纹，调整环的

外螺纹啮合液压泵齿轮，当破碎过程中出现过铁现象时需要启动液压泵，通过液压泵的带

动液压泵上的齿轮旋转，该齿轮与调整环啮合，进而使调整环旋转，而因为调整环内环和定

锥的外环带有相互啮合的螺纹，因此，定锥实现上下移动来排除过铁现象。

[0024] 本发明的优势如下：

[0025] 1.提高碎石的成产率；

[0026] 2.有效的缓解的冲击力过大的问题，保护破碎腔；

[0027] 3.提高产品的成品率，保证碎石的粒度满足用户需求。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实例中提供的破碎机沿轴线的剖视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实例中提供的冲击力缓冲装置凹槽示意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实例中提供的破碎机整机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案

[0031] 一种圆锥破碎机，其特征在于：该破碎机包括进料装置、破碎装置、动力装置和机

架(11)；进料装置安装在机架(11)顶端，破碎装置安装在机架(11)内部，动力装置安装在机

架(11)低端并且与破碎装置连接。

[0032] 该破碎机还包括夹紧装置和调整装置，夹紧装置和调整装置安装在机架(11)外侧

的圆周上。

[0033] 进料装置安装在机架(11)顶端，该装置包括：进料口(1)和冲击力缓冲结构(2)；冲

击力缓冲结构(2)安装在进料口(1)内且冲击力缓冲结构(2)设置在破碎装置的上方，使用

时产品通过传送带进入进料口(1)，并通过冲击力缓冲结构(2)落入破碎装置。

[0034] 冲击力缓冲结构(2)为能旋转的条形槽结构，该条形槽的两端通过转轴连接在进

料口(1)的两侧内壁上，使用时，产品会落入到冲击力缓冲结构(2)的槽内，通过产品的重力

使冲击力缓冲结构(2)旋转，然后产品再落入破碎腔。

[0035] 冲击力缓冲结构(2)为多个条形槽结构(2‑1)和两片圆盘(2‑2)组合在一起形成的

圆筒形的笼状结构(如图3所示)，多个条形槽结构(2‑1)设置在两片圆盘(2‑2)之间，多个条

形槽结构(2‑1)以圆盘(2‑2)的圆心为基准等间距均匀布置形成圆筒形的笼状结构。(即，每

个条形槽结构(2‑1)与圆盘(2‑2)的圆心的距离均相等，而相邻的两个条形槽结构(2‑1)的

距离也相等！)

[0036] 破碎装置包括定锥(4)、动锥(3)、偏心套(7)和主轴(10)；动锥(3)连接主轴(10)，

主轴(10)下部通过偏心套(7)连接动力装置，动锥(3)为能以主轴(10)为轴旋转的锥形结

构，定锥(4)套在动锥(3)外围，定锥(4)与动锥(3)之间留有用于破碎的可变缝隙，当圆锥破

碎机启动，动力装置将动力传给安装在主轴(10)上的偏心套(7)，偏心套(7)带着动锥(3)做

旋摆运动，由于，偏心套(7)是偏心运动，因此，动锥(3)与定锥(4)之间的间隙随着偏心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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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带动动锥(3)旋摆运动而变化实现破碎。

[0037] 动力装置安装在机架(11)的底部并且其轴线与主轴(10)的轴线垂直相交；该装置

为电机(8)。

[0038] 夹紧装置安装在机架(11)的外侧的圆周上；该装置包括液压缸(9)，在破碎机启动

前，也就是说，拉钩勾住上部的进料口(1)的底部法兰，液压缸(9)向下收缩，实现拉钩自上

而下拉紧进料口(1)的底部法兰，防止在破碎工作中出现松动现象，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0039] 调整装置安装在机架(11)的外侧的圆周上；该装置包括调整环(5)和液压泵(6)；

调整环(5)套在定锥(4)的外围，调整环(5)的内环带有内螺纹，定锥(4)的外环带有外螺纹，

调整环(5)的内螺纹啮合定锥(4)的外螺纹；定锥(4)为只能上、下移动且无法转动的结构；

(例如可以用闲置转动的键来实现控制器转动的目的，这个属于公知常识，这里不赘述！)

[0040] 调整环(5)的外围还带有外螺纹，调整环(5)的外螺纹啮合液压泵齿轮，当破碎过

程中出现过铁现象时需要启动液压泵(6)，通过液压泵(6)的带动液压泵上的齿轮旋转，该

齿轮与调整环(5)啮合，进而使调整环(5)旋转，而因为调整环(5)内环和定锥(4)的外环带

有相互啮合的螺纹，因此，定锥(4)实现上下移动来排除过铁现象。

[0041] 本发明是一种矿石破碎的设备，即圆锥破碎机。圆锥破碎机是一种适用于冶金、建

筑、筑路、化学及硅酸盐行业中原料的破碎机械。

[0042] 动力装置安装在机架(11)的底部并且其轴线与主轴(10)的轴线垂直相交；该装置

为电机(8)。当电机(8)启动，电机(8)将动力传给破碎装置，并进行破碎工作。

[0043] 下面结合附图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44] 如图3所示，该圆锥破碎机包括进料装置、破碎装置、动力装置、夹紧装置、调整装

置。进料装置安装在机架11顶端，破碎装置安装在机架11内部，动力装置安装在机架11低端

并且其轴线与主轴10的轴线垂直相交，夹紧装置和调整装置安装在机架11外侧的圆周上。

[0045] 如图1所示进料装置安装在机架11顶端，该装置包括：进料口1，冲击力缓冲结构2。

当产品通过传送带进入进料口1时，产品会落入到冲击力缓冲结构2的槽内(如图2所示)，由

于产品的重力原因会使冲击力缓冲结构2旋转，然后产品落入破碎腔，这样冲击力缓冲结构

2就起到了对冲击力缓冲的作用，以防止冲击力过大对破碎装置产生破坏。

[0046] 破碎装置安装在机架11的内部，该装置包括定锥4、动锥3、偏心套7、主轴10。当圆

锥破碎机启动，动锥3连接主轴10，主轴10下部通过偏心套7连接动力装置，动锥3为能以主

轴10为轴旋转的锥形结构，定锥4套在动锥3外围，定锥4与动锥3之间留有用于破碎的可变

缝隙，当圆锥破碎机启动，动力装置将动力传给安装在主轴10上的偏心套7，偏心套7带着动

锥3做旋摆运动，由于，偏心套7是偏心运动，因此，动锥3与定锥4之间的间隙随着偏心套7带

动动锥3旋摆运动而变化实现破碎。

[0047] 综上，本发明是针对矿石破碎的装置，即圆锥破碎机。圆锥破碎机的主要结构包

括：进料口、机架、定锥、动锥、偏心套、主轴、动力装置。进料口安装在机架的顶部，定锥安装

在机架的顶端的内侧，动锥安装在偏心套上，而偏心套安装在主轴上，主轴安装在机架的底

部。当机器启动时，动力装置将动力传给偏心套并使其做偏心旋转，与此同时安装在偏心套

上的动锥会随着偏心套进行旋摆运动，这样动锥和定锥的间隙会随着偏心套的转动发生变

化，进而实现对产品的破碎工作。而传统的破碎机在进料时，产品会直接撞击破碎装置，时

间长了会使破碎装置破损，进而使破碎后的碎石的粒度不能达到理想的要求。因此针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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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本发明有效的解决了冲击力问题，即在排料口设计一个冲击力缓冲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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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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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9

CN 109012833 B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