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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工程施工用破碎机，包括

破碎桶，破碎桶底端固定连通有漏斗，破碎桶内

顶面对称开有两第一燕尾槽一第一横板顶面固

定连接有竖杆，竖杆顶端固定连接有凸块，破碎

桶内自下而上设有两电磁铁块，电磁铁块形状为

圆锥形，两电磁铁块之间固定连接有U形板，旋转

杆采用合金钢材料制作，第一横板与竖杆的连接

方式采用焊接，三相异步电机的型号为Y2-80M2-

4S150，本装置结构简单，功能多样，实用性强，能

够对水泥板进行充分破碎，便于日后再次使用，

能够对工程含有钢筋的废弃水泥板进行充分破

碎的同时对钢筋进行回收，便于废物再利用，从

而间接节约资源，根据破碎原料装置切换自如，

使得工作操作简单，满足工程破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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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工程施工用破碎机，包括破碎桶(1)，其特征在于：破碎桶(1)底端固定连通有漏

斗(2)，所述破碎桶(1)内顶面对称开有两第一燕尾槽(1-1)，所述第一燕尾槽(1-1)内贴合

滑动有第一燕尾块(3)，所述第一燕尾槽(1-1)内设有第一弹簧(4)，所述第一弹簧(4)一端

与第一燕尾块(3)侧壁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弹簧(4)另一端与破碎桶(1)固定连接，所述破碎

桶(1)内贴合对称设有两鄂板(5)，一鄂板(5)与破碎桶(1)内顶面固定连接，另一鄂板(5)顶

端与第一燕尾块(3)底面固定连接，所述破碎桶(1)侧壁固定连接有横板(6)，所述横板(6)

顶面固定连接有三相异步电机(7)，所述三相异步电机(7)通过线路连接有控制器，所述三

相异步电机(7)输出端固定连接有旋转杆(8)，所述旋转杆(8)另一端穿入破碎桶(1)内，所

述旋转杆(8)上开有螺纹孔(8-1)，所述螺纹孔(8-1)内贴合设有螺纹杆(9)，所述螺纹杆(9)

另一端与鄂板(5)侧壁固定连接，所述旋转杆(8)上偏心轮(10)固定套有偏心轮(10)，所述

旋转杆(8)上通过胶水固定套有两密封环(11)，两密封环(11)分别位于破碎桶(1)两侧且与

其侧壁贴合，所述破碎桶(1)内壁对称铰接有两第一横板(12)，所述破碎桶(1)内壁对称固

定连接有限位块(13)，所述限位块(13)底面与第一横板(12)顶面贴合，所述破碎桶(1)内壁

对称固定连接有两弹性板(14)，所述弹性板(14)形状为弧形，所述弹性板(14)顶面与第一

横板(12)底面贴合，所述碎桶(1)内壁对称固定连接有两第二弹簧(15)，所述第二弹簧(15)

另一端与第一横板(12)底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弹簧(15)为拉伸弹簧，一第一横板(12)顶

面固定连接有竖杆(16)，所述竖杆(16)顶端固定连接有凸块(17)，所述凸块(17)顶面与偏

心轮(10)表面贴合，所述破碎桶(1)侧壁开有第一通孔(1-2)，所述破碎桶(1)侧壁固定连通

有第一桶体(18)，所述第一桶体(18)内侧壁固定连接有第一电动伸缩杆(19)，所述第一电

动伸缩杆(19)通过线路连接控制器，所述破碎桶(1)内自下而上设有两电磁铁块(21)，所述

电磁铁块(21)形状为圆锥形，所述电磁铁块(21)设置在鄂板(5)的正下方，两电磁铁块(21)

之间固定连接有U形板(20)，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19)输出端穿过第一通孔(1-2)穿入破碎

桶(1)与U形板(20)竖板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桶体(18)顶面固定连接有开关(22)，所述第一

桶体(18)侧壁铰接有门，所述第一桶体(18)顶面固定连接有电池(23)，电磁铁块(21)、开关

(22)以及电池(23)之间通过电线串联，所述第一桶体(18)内底面贴合设有收集桶(24)，所

述破碎桶(1)顶面固定连通有筒体(25)，所述筒体(25)顶面固定连通有进料漏斗，所述筒体

(25)内对称设有两破碎辊(26)，所述筒体(25)侧壁开有第二通孔(25-1)，所述筒体(25)侧

壁固定连通有第二桶体(27)，所述第二桶体(27)侧壁开有第三通孔(27-1)，所述第二桶体

(27)侧壁固定连通有罩体(28)，所述破碎辊(26)侧壁环形开有第二燕尾槽(26-1)，所述第

二燕尾槽(26-1)内贴合滑动有第二燕尾块(29)，两第二燕尾块(29)之间固定连接有U形杆

(30)，所述罩体(28)内侧壁固定连接有第二电动伸缩杆(31)，所述第二电动伸缩杆(31)输

出端依次穿过第三通孔(27-1)和第二通孔(25-1)与U形杆(30)横杆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桶

体(27)内侧壁对称嵌入有两旋转块(32)，所述旋转块(32)侧壁固定连接有横杆(33)，所述

横杆(33)截面为方形，所述横杆(33)另一端穿过破碎辊(26)固定连接有旋转轴(34)，所述

旋转轴(34)另一端穿出筒体(25)固定连接有齿轮(35)，所述旋转轴(34)与筒体(25)旋转连

接，所述破碎桶(1)顶面固定连接有电机(36)，所述电机(36)通过线路连接有控制器，所述

电机(36)输出端与一齿轮(35)侧壁圆形处固定连接，两齿轮(35)之间啮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程施工用破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杆(8)采用合

金钢材料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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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程施工用破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横板(12)与竖

杆(16)的连接方式采用焊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程施工用破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三相异步电机(7)

的型号为Y2-80M2-4S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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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工程施工用破碎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工程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工程施工用破碎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近年来我国不断建设有高楼铁路，在建设工程中会产生许

多建设工程垃圾，例如废弃的水泥块，为了对这些建设工程垃圾进行清除，需要使用到破碎

机来处理这些建设工程垃圾，对这些建设工程垃圾进行破碎，对建设工程垃圾变废为宝，然

而现有的大多数破碎机的结构都较为复杂，功能单一，不便于工作人员的操作使用，耗电量

较大，且破碎机破碎建设工程垃圾不彻底，不便于后期的回收再利用。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工程施工用破碎机。

[0004]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一种工程施工用破碎机，包括破碎桶，破碎桶底端固定连通有漏斗，所述破碎桶内顶面

对称开有两第一燕尾槽，所述第一燕尾槽内贴合滑动有第一燕尾块，所述第一燕尾槽内设

有第一弹簧，所述第一弹簧一端与第一燕尾块侧壁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弹簧另一端与破碎

桶固定连接，所述破碎桶内贴合对称设有两鄂板，一鄂板与破碎桶内顶面固定连接，另一鄂

板顶端与第一燕尾块底面固定连接，所述破碎桶侧壁固定连接有横板，所述横板顶面固定

连接有三相异步电机，所述三相异步电机通过线路连接有控制器，所述三相异步电机输出

端固定连接有旋转杆，所述旋转杆另一端穿入破碎桶内，所述旋转杆上开有螺纹孔，所述螺

纹孔内贴合设有螺纹杆，所述螺纹杆另一端与鄂板侧壁固定连接，所述旋转杆上偏心轮固

定套有偏心轮，所述旋转杆上通过胶水固定套有两密封环，两密封环分别位于破碎桶两侧

且与其侧壁贴合，所述破碎桶内壁对称铰接有两第一横板，所述破碎桶内壁对称固定连接

有限位块，所述限位块底面与第一横板顶面贴合，所述破碎桶内壁对称固定连接有两弹性

板，所述弹性板形状为弧形，所述弹性板顶面与第一横板底面贴合，所述碎桶内壁对称固定

连接有两第二弹簧，所述第二弹簧另一端与第一横板底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弹簧为拉伸

弹簧，一第一横板顶面固定连接有竖杆，所述竖杆顶端固定连接有凸块，所述凸块顶面与偏

心轮表面贴合，所述破碎桶侧壁开有第一通孔，所述破碎桶侧壁固定连通有第一桶体，所述

第一桶体内侧壁固定连接有第一电动伸缩杆，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通过线路连接控制器，

所述破碎桶内自下而上设有两电磁铁块，所述电磁铁块形状为圆锥形，所述电磁铁块设置

在鄂板的正下方，两电磁铁块之间固定连接有U形板，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输出端穿过第一

通孔穿入破碎桶与U形板竖板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桶体顶面固定连接有开关，所述第一桶体

侧壁铰接有门，所述第一桶体顶面固定连接有电池，电磁铁块、开关以及电池之间通过电线

串联，所述第一桶体内底面贴合设有收集桶，所述破碎桶顶面固定连通有筒体，所述筒体顶

面固定连通有进料漏斗，所述筒体内对称设有两破碎辊，所述筒体侧壁开有第二通孔，所述

筒体侧壁固定连通有第二桶体，所述第二桶体侧壁开有第三通孔，所述第二桶体侧壁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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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通有罩体，所述破碎辊侧壁环形开有第二燕尾槽，所述第二燕尾槽内贴合滑动有第二燕

尾块，两第二燕尾块之间固定连接有U形杆，所述罩体内侧壁固定连接有第二电动伸缩杆，

所述第二电动伸缩杆输出端依次穿过第三通孔和第二通孔与U形杆横杆固定连接，所述第

二桶体内侧壁对称嵌入有两旋转块，所述旋转块侧壁固定连接有横杆，所述横杆截面为方

形，所述横杆另一端穿过破碎辊固定连接有旋转轴，所述旋转轴另一端穿出筒体固定连接

有齿轮，所述旋转轴与筒体旋转连接，所述破碎桶顶面固定连接有电机，所述电机通过线路

连接有控制器，所述电机输出端与一齿轮侧壁圆形处固定连接，两齿轮之间啮合。

[0005] 优选的，所述旋转杆采用合金钢材料制作。

[0006] 优选的，所述第一横板与竖杆的连接方式采用焊接。

[0007] 优选的，所述三相异步电机的型号为Y2-80M2-4S150。

[0008] 与现有的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装置结构简单，功能多样，实用性强，

通过设置第一燕尾块、第一弹簧、鄂板、横板、三相异步电机、旋转杆和螺纹杆能够对水泥板

进行充分破碎，便于日后再次使用，且设置了密封环、第一横板、限位块、弹性板、第二弹簧、

竖杆、凸块、第一桶体、第一电动伸缩杆、U形板和电磁铁块能够对工程含有钢筋的废弃水泥

板进行充分破碎的同时对钢筋进行回收，便于废物再利用，从而间接节约资源，根据破碎原

料装置切换自如，使得工作操作简单，满足工程破碎需求。

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本发明所述结构的结构图；

图2是本发明所述结构的俯视图；

图3是本发明所述结构的A-A剖视图；

图4是本发明所述结构的局部放大图。

[0010] 图中：破碎桶1、漏斗2、第一燕尾块3、第一弹簧4、鄂板5、横板6、三相异步电机7、旋

转杆8、螺纹杆9、偏心轮10、密封环11、第一横板12、限位块13、弹性板14、第二弹簧15、竖杆

16、凸块17、第一桶体18、第一电动伸缩杆19、U形板20、电磁铁块21、开关22、电池23、收集桶

24、筒体25、破碎辊26、第二桶体27、罩体28、第二燕尾块29、U形杆30、第二电动伸缩杆31、旋

转块32、横杆33、旋转轴34、齿轮35、电机36、第一燕尾槽1-1、第一通孔1-2、螺纹孔8-1、第二

通孔25-1、第二燕尾槽26-1、第三通孔27-1。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如图1、图2、图3、图4所示，一种工程施工用破碎机，包括破碎桶1，破碎桶1底端固定连

通有漏斗2，所述破碎桶1内顶面对称开有两第一燕尾槽1-1，所述第一燕尾槽1-1内贴合滑

动有第一燕尾块3，所述第一燕尾槽1-1内设有第一弹簧4，所述第一弹簧4一端与第一燕尾

块3侧壁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弹簧4另一端与破碎桶1固定连接，所述破碎桶1内贴合对称设

有两鄂板5，一鄂板5与破碎桶1内顶面固定连接，另一鄂板5顶端与第一燕尾块3底面固定连

接，所述破碎桶1侧壁固定连接有横板6，所述横板6顶面固定连接有三相异步电机7，所述三

相异步电机7通过线路连接有控制器，所述三相异步电机7输出端固定连接有旋转杆8，所述

旋转杆8另一端穿入破碎桶1内，所述旋转杆8上开有螺纹孔8-1，所述螺纹孔8-1内贴合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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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杆9，所述螺纹杆9另一端与鄂板5侧壁固定连接，所述旋转杆8上偏心轮10固定套有偏

心轮10，所述旋转杆8上通过胶水固定套有两密封环11，两密封环11分别位于破碎桶1两侧

且与其侧壁贴合，所述破碎桶1内壁对称铰接有两第一横板12，所述破碎桶1内壁对称固定

连接有限位块13，所述限位块13底面与第一横板12顶面贴合，所述破碎桶1内壁对称固定连

接有两弹性板14，所述弹性板14形状为弧形，所述弹性板14顶面与第一横板12底面贴合，所

述碎桶1内壁对称固定连接有两第二弹簧15，所述第二弹簧15另一端与第一横板12底面固

定连接，所述第二弹簧15为拉伸弹簧，一第一横板12顶面固定连接有竖杆16，所述竖杆16顶

端固定连接有凸块17，所述凸块17顶面与偏心轮10表面贴合，所述破碎桶1侧壁开有第一通

孔1-2，所述破碎桶1侧壁固定连通有第一桶体18，所述第一桶体18内侧壁固定连接有第一

电动伸缩杆19，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19通过线路连接控制器，所述破碎桶1内自下而上设有

两电磁铁块21，所述电磁铁块21形状为圆锥形，所述电磁铁块21设置在鄂板5的正下方，两

电磁铁块21之间固定连接有U形板20，所述第一电动伸缩杆19输出端穿过第一通孔1-2穿入

破碎桶1与U形板20竖板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桶体18顶面固定连接有开关22，所述第一桶体

18侧壁铰接有门，所述第一桶体18顶面固定连接有电池23，电磁铁块21、开关22以及电池23

之间通过电线串联，所述第一桶体18内底面贴合设有收集桶24，所述破碎桶1顶面固定连通

有筒体25，所述筒体25顶面固定连通有进料漏斗，所述筒体25内对称设有两破碎辊26，所述

筒体25侧壁开有第二通孔25-1，所述筒体25侧壁固定连通有第二桶体27，所述第二桶体27

侧壁开有第三通孔27-1，所述第二桶体27侧壁固定连通有罩体28，所述破碎辊26侧壁环形

开有第二燕尾槽26-1，所述第二燕尾槽26-1内贴合滑动有第二燕尾块29，两第二燕尾块29

之间固定连接有U形杆30，所述罩体28内侧壁固定连接有第二电动伸缩杆31，所述第二电动

伸缩杆31输出端依次穿过第三通孔27-1和第二通孔25-1与U形杆30横杆固定连接，所述第

二桶体27内侧壁对称嵌入有两旋转块32，所述旋转块32侧壁固定连接有横杆33，所述横杆

33截面为方形，所述横杆33另一端穿过破碎辊26固定连接有旋转轴34，所述旋转轴34另一

端穿出筒体25固定连接有齿轮35，所述旋转轴34与筒体25旋转连接，所述破碎桶1顶面固定

连接有电机36，所述电机36通过线路连接有控制器，所述电机36输出端与一齿轮35侧壁圆

形处固定连接，两齿轮35之间啮合。

[0012] 所述旋转杆8采用合金钢材料制作。

[0013] 所述第一横板12与竖杆16的连接方式采用焊接。

[0014] 所述三相异步电机7的型号为Y2-80M2-4S150。

[0015] 工作原理：工程含钢筋废弃水泥板需要破碎时，将本装置与电源接通，关闭开关

22，操作控制器使得电机36开始工作，电机36带动一齿轮35旋转，齿轮35带动另一齿轮35旋

转，齿轮35带动旋转轴34旋转，旋转轴34带动横杆33旋转，横杆33带动破碎辊26旋转，从而

使得两破碎辊26相对旋转，然后将水泥板从进料漏斗加入，水泥板落到破碎辊26上，破碎辊

26旋转将水泥板进行破碎，使得钢筋与水泥块分离，分离后的缸径和水泥块从两破碎辊26

之间落下，落到破碎桶1中，与此同时操作控制器使得三相异步电机7发生振幅旋转，三相异

步电机7输出端带动旋转杆8旋转，旋转杆8带动螺纹杆9移动，螺纹杆9带动一鄂板5反复移

动，从而实现对水泥块再次破碎的同时将钢筋进行扎断，经过破碎的水泥块和扎断的钢筋

落到顶端电磁铁块21上，再从电磁铁块21周围滑落，顶端电磁铁块21将部分钢筋进行吸附，

剩下的钢筋和水泥块落到第一横板12，旋转杆8带动偏心轮10旋转，偏心轮10反复敲打凸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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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凸块17带动竖杆16移动，竖杆16带动一侧第一横板12做圆弧运动，第一横板12挤压弹性

板14，第二弹簧15收缩，从而将带动第一横板12运动，将落到第一横板12顶面的料进行向上

攘，再将钢筋进行吸附到底端电磁铁块21，经过破碎的水泥块从两第一横板12之间落下，再

落到漏斗2，最后从漏斗2底端流出，间断性操作控制器使得第一电动伸缩杆19输出端收缩，

第一电动伸缩杆19输出端拉动U形板20移动，U形板20带动两电磁铁块21移动，从而使得电

磁铁块21移动到第一桶体18，然后操作控制器使得第一电动伸缩杆19停止工作，打开开关

22，此时电磁铁块21不通电，吸附到电磁铁块21表面的钢筋落到收集桶24中，实现钢筋的收

集，然后再操作控制器使得第一电动伸缩杆19工作，将电磁铁块21间接输送到两鄂板5的正

下方，在关闭开关22，使得电磁铁块21通磁再进行吸附钢筋，间断性打开第一桶体18侧壁的

门，进行清理收集桶24内部的钢筋，实现钢筋和水泥块的分离，便于再次使用，节约资源，当

需要破碎不含钢筋的废弃水泥板需要破碎时，操作控制器使得电机36停止工作，

操作控制器使得第二电动伸缩杆31工作，第二电动伸缩杆31输出端收缩，第二电动伸

缩杆31带动U形杆30移动，U形杆30带动第二燕尾块29移动，第二燕尾块29带动破碎辊26移

动，从而使得两破碎辊26移动到第二桶体27中，然后操作控制器使得第二电动伸缩杆31停

止工作，再操作控制器使得第一电动伸缩杆19，第一电动伸缩杆19间接带动电磁铁块21收

缩到第一桶体18中，然后操作控制器使得第一电动伸缩杆19停止工作，打开开关22，操作控

制器使得三相异步电机7工作，三相异步电机7输出端带动旋转杆8旋转，旋转杆8带动螺纹

杆9移动，螺纹杆9带动一鄂板5反复移动，从而实现对水泥块破碎，破碎的水泥块落到第一

横板12，旋转杆8带动偏心轮10旋转，偏心轮10反复敲打凸块17，凸块17带动竖杆16移动，竖

杆16带动一侧第一横板12做圆弧运动，第一横板12挤压弹性板14，第二弹簧15收缩，从而将

带动第一横板12运动，将落到第一横板12顶面的料进行向上攘，最后经过破碎的水泥块从

两第一横板12之间落下，落到漏斗2中，再从漏斗2底端落下，实现水泥板的破碎，减少电器

元件的使用，从而间接减少电能的消耗，限位块13的设置对第一横板12的移动起到限位作

用，密封环11的设置保证了破碎桶1与旋转杆8连接处的密封性，从而提高装置的使用寿命，

水泥块破碎完毕后，操作控制器使得三相异步电机7和电机36停止工作，然后将本装置与电

源分离。

[0016]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

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

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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