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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井下皮带巷用破碎运输接驳装置

(57)摘要

煤矿井下皮带巷用破碎运输接驳装置，设置

在煤矿井下皮带巷一号皮带机和二号皮带机之

间，一号输送槽一端与机尾固定连接，一号输送

槽的另一端与一号破碎机接口槽的一端固定连

接，一号破碎机接口槽的另一端固定连接破碎机

的入料口，破碎机的出料口与二号破碎机接口槽

的一端固定连接，二号破碎机接口槽的另一端固

定连接二号输送槽，二号输送槽的另一端与机头

固定连接，机尾架、一号输送槽组机架、一号破碎

机接口槽组机架、破碎机机架、二号破碎机接口

槽组机架、二号输送槽组机架和机头架之间无缝

对接，刮板链沿机架平面的上表面运动，返程空

间用与容纳返程的刮板链，能满足皮带巷狭小紧

凑的环境的同时，完成接料、破碎、运输、再卸载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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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煤矿井下皮带巷用破碎运输接驳装置，设置在煤矿井下皮带巷一号皮带机和二

号皮带机之间，皮带巷下部设置有煤仓，其特征在于：包括机尾、输送槽组、破碎机接口槽

组、破碎机、机头、驱动部、刮板链；机尾包括机尾架和机尾链轮，机尾架上安装有机尾链轮；

输送槽组包括输送槽侧壁、输送槽底座、输送槽机架，输送槽底座的两侧固定有输送槽侧

壁，输送槽机架设置在输送槽底座上部，且两侧与输送槽侧壁固定连接，输送槽机架与输送

槽底座平行；破碎机接口槽组包括接口槽侧壁、接口槽底座、倾斜的接口槽机架，接口槽底

座的两侧固定有接口槽侧壁，接口槽机架设置在接口槽底座上部，且两侧与接口槽侧壁固

定连接，接口槽机架由输送槽机架向破碎机机架方向倾斜；破碎机包括箱体、动力装置、破

碎机机架、轮锤，动力装置设置在箱体一侧，破碎机机架设置在箱体内，且破碎机机架上部

设置有动力装置驱动的轮锤；机头包括机头架、驱动装置、机头链轮和下料罩，机头架上设

置有机头链轮，机头架侧面安装的驱动装置驱动机头链轮运动，机头架上安装有下料罩，下

料罩覆盖在机头架上，且向下延伸，呈一个开口向下的出料口；刮板链包括刮板和链条，刮

板固定在链条上；输送槽组包括一号输送槽和二号输送槽，破碎机接口槽组包括一号破碎

机接口槽和二号破碎机接口槽，一号输送槽一端与机尾固定连接，一号输送槽的另一端与

一号破碎机接口槽的一端固定连接，一号破碎机接口槽的另一端固定连接破碎机的入料

口，破碎机的出料口与二号破碎机接口槽的一端固定连接，二号破碎机接口槽的另一端固

定连接二号输送槽，二号输送槽的另一端与机头固定连接；机尾架、一号输送槽侧壁、一号

破碎机接口槽侧壁、破碎机的箱体、二号破碎机接口槽侧壁、二号输送槽侧壁和机头架之间

无缝对接且固定连接，即形成两个侧壁平面，机尾架、一号输送槽机架、一号破碎机接口槽

机架、破碎机机架、二号破碎机接口槽机架、二号输送槽机架和机头架之间无缝对接，即形

成一个机架平面，机架平面上部为运输空间，且下部为返程空间，刮板链环绕机头链轮和机

尾链轮形成首尾相连的环形刮板链，机头驱动刮板链向机头方向循环运动，运输空间的刮

板链沿机架平面的上表面运动，返程空间用于容纳返程的刮板链。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煤矿井下皮带巷用破碎运输接驳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分

选溜槽，分选溜槽连通一号皮带机和机尾，且连通一号皮带和煤仓，所述分选溜槽包括支

架、筛网板、底板、侧挡板、上盖、小块煤掉料筒通路、大块煤通路，支架一端与侧挡板固定连

接，且另一端固定在地面，上盖扣合在两个侧挡板之间的上开口处，分选溜槽的上游是由筛

网板、侧挡板和上盖围成的煤通路，且筛网板下部与筒状的小块煤掉料筒通路连通，小块煤

掉料筒通路的另一端与煤仓连通，分选溜槽的下游是由底板、侧挡板和上盖围成的大块煤

通路，筛网板与底板连通成一个平面，侧挡板与一号输送槽两侧的输送槽侧壁固定连接，上

盖延伸至一号输送槽两侧的输送槽侧壁上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煤矿井下皮带巷用破碎运输接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筛网

板包括横栏，筛网板上设置的是相互平行的圆柱形横栏，横栏与侧挡板轴连接，即横栏可自

转，小块煤从横栏间的间隙中落入小块煤掉料筒通路，小块煤掉料筒通路包括外筒和缓冲

挡板，向下倾斜的缓冲挡板固定在外筒内壁上，缓冲挡板表面积小于相匹配处的外筒横截

面，即形成一个下料口，下游的缓冲挡板固定在上游缓冲挡板的下料口下方，形成之字形通

路，底板还包括缓冲平台和橡胶垫，底板末端延伸出一段先平行于一号输送槽机架后向一

号输送槽机架倾斜的缓冲平台，缓冲平台上表面设置有厚度超过一厘米的锯齿状橡胶垫。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煤矿井下皮带巷用破碎运输接驳装置，其特征在于：其宽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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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100毫米，且高度小于2300毫米；所述一号破碎机接口槽机架、二号破碎机接口槽机架均

向上倾斜，二号输送槽为起桥段，二号破碎机接口槽机架与二号输送槽机架对接的末端为

上半部突出，且下半部凹陷，二号输送槽机架与二号破碎机接口槽机架对接的末端为下半

部突出，且上半部凹陷，即二号破碎机接口槽机架的末端与二号输送槽机架的末端相互匹

配，且无缝对接，二号破碎机接口槽机架与二号输送槽机架的倾斜角度小于20°。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煤矿井下皮带巷用破碎运输接驳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倾

斜固定装置，倾斜固定装置包括固定板、凸台、凹槽、倾角桩、水泥桩和混凝土块，固定板一

端与二号输送槽底座下部固定连接，且另一端有向外突出的三个凸台，垂直向下的倾角桩

与固定板相对应的斜切面上设置有与凸台相匹配的凹槽，固定板与倾角桩通过凸台与凹槽

对接后固定连接，倾角桩的另一端与水泥桩固定连接，水泥桩固定在设置在地面以下的混

凝土块中。

6.根据权利要求1～5中任意一项所述的煤矿井下皮带巷用破碎运输接驳装置，其特征

在于：还包括防尘盖和电缆固定装置，防尘盖扣合在机架和两侧的挡板围成空间的上开口

处，电缆固定装置包括容纳槽、绝缘涂层、固定电缆枝架和密封盖，防尘盖上固定安装有容

纳槽，固定电缆枝架包括竖直支架和两个左右对称的固定钩组成的固定钩组，竖直支架固

定在容纳槽底部，竖直支架由上至下固定至少两个固定钩组，固定钩包括固定在竖直支架

上的半圆底槽和与半圆底槽轴连接的半圆上盖，固定钩内用于安置电缆，容纳槽内表面、密

封盖的内表面和固定电缆枝架外表面均设置有绝缘涂层，容纳槽的上开口由密封盖密封扣

合。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煤矿井下皮带巷用破碎运输接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破碎

机还包括防护装置，破碎机的入料口和出料口均安装有防护装置，防护装置包括上固定装

置、锁链帘、柔性门帘，入料口处的上固定装置安装在破碎机入料口的上部，上固定装置远

离破碎机端铰接有与入料口相匹配的柔性门帘，柔性门帘是由柔性材料制成的长条状帘并

排排列而成，上固定装置靠近破碎机端固定连接有与入料口相匹配的锁链帘，锁链帘是由

锁链并排排列而成。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煤矿井下皮带巷用破碎运输接驳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喷

雾降尘装置，喷雾降尘装置包括外壳、雾状喷嘴、风机、供水管道和水箱，外壳的中间固定安

装有风机，通过供水管道与水箱连接的雾状喷嘴沿外壳内壁均匀分布，风机将雾状喷嘴喷

出的水雾吹散，喷雾降尘装置分别设置在分选溜槽上盖的接近入口处的内壁上、破碎机箱

体上部的内壁上、机头下料罩上部的内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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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井下皮带巷用破碎运输接驳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煤矿井下皮带巷用设备，尤其涉及一种煤矿井下皮带巷用破碎运输接

驳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煤矿井下皮带巷使用的运输工具就是皮带机，皮带机上没有办法改变工作层面采

集下来的大块物料的物料粒度，而大块物料对于皮带机会有冲击损害，只有破碎机可以将

大块物料破碎至合适粒度，但皮带机上是没有办法安装破碎机，桥式刮板输送机可以和破

碎机配套使用，但是因为个头太大没办法运输安装在皮带巷中，所以需要设计一款新设备，

能满足皮带巷狭小紧凑的环境的同时，完成接料、破碎、运输、再卸载的功能。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固定在皮带巷中的一种

性能可靠、结构简单、重量轻、可快速安装、拆卸的煤矿井下皮带巷用破碎运输接驳装置，能

运输至皮带巷中固定，同时配备的起桥段输送槽适应了前后两部高低不同的皮带机，减少

了巷道高低不匹配的问题，中间的破碎机将大块物料破碎，使用刮板运输的方式将物料由

一个皮带机转送至另一个皮带机。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煤矿井下皮带巷用破碎运输接驳装置，设置在煤矿井下皮带巷一号皮带机和

二号皮带机之间，皮带巷下部设置有煤仓，煤矿井下皮带巷用破碎运输接驳装置包括机尾、

输送槽组、破碎机接口槽组、破碎机、机头、驱动部、刮板链；机尾包括机尾架和机尾链轮，机

尾架上安装有机尾链轮；输送槽组包括输送槽侧壁、输送槽底座、输送槽机架，输送槽底座

的两侧固定有输送槽侧壁，输送槽机架设置在输送槽底座上部，且两侧与输送槽侧壁固定

连接，输送槽机架与输送槽底座平行；破碎机接口槽组包括接口槽侧壁、接口槽底座、倾斜

的接口槽机架，接口槽底座的两侧固定有接口槽侧壁，接口槽机架设置在接口槽底座上部，

且两侧与接口槽侧壁固定连接，接口槽机架由输送槽机架向破碎机机架方向倾斜；破碎机

包括箱体、动力装置、破碎机机架、轮锤，动力装置设置在箱体一侧，破碎机机架设置在箱体

内，且破碎机机架上部设置有动力装置驱动的轮锤；机头包括机头架、驱动装置、机头链轮

和下料罩，机头架上设置有机头链轮，机头架侧面安装的驱动装置驱动机头链轮运动，机头

架上安装有下料罩，下料罩覆盖在机头架上，且向下延伸，呈一个开口向下的出料口；刮板

链包括刮板和链条，刮板固定在链条上；输送槽组包括一号输送槽和二号输送槽，破碎机接

口槽组包括一号破碎机接口槽和二号破碎机接口槽，一号输送槽一端与机尾固定连接，一

号输送槽的另一端与一号破碎机接口槽的一端固定连接，一号破碎机接口槽的另一端固定

连接破碎机的入料口，破碎机的出料口与二号破碎机接口槽的一端固定连接，二号破碎机

接口槽的另一端固定连接二号输送槽，二号输送槽的另一端与机头固定连接；机尾架、一号

输送槽侧壁、一号破碎机接口槽侧壁、破碎机的箱体、二号破碎机接口槽侧壁、二号输送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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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壁和机头架之间无缝对接且固定连接，即形成两个侧壁平面，机尾架、一号输送槽机架、

一号破碎机接口槽机架、破碎机机架、二号破碎机接口槽机架、二号输送槽机架和机头架之

间无缝对接，即形成一个机架平面，机架平面上部为运输空间，且下部为返程空间，刮板链

环绕机头链轮和机尾链轮形成首尾相连的环形刮板链，机头驱动刮板链向机头方向循环运

动，运输空间的刮板链沿机架平面的上表面运动，返程空间用于容纳返程的刮板链。

[0006] 由上述技术方案可知，本发明提供的煤矿井下皮带巷用破碎、运输接驳装置革新

了以往皮带机上的物料无法破碎运输的方式，从结构、功能上一方面完全改变了大块物料

对皮带及其它设备的冲击损害，另一方面本装置所具有破碎系统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将物料

进一步的破碎、运输后卸载在皮带机上，虽然增加了中间的运输环境，但是这样既减缓了的

冲击又方便了物料粒度控制的要求，另外本装置宽度还有高度等与皮带巷尺寸匹配，同时

是固定在皮带巷的固定位置，不需要推移装置，结构简单、重量轻、可快速安装在煤矿井下

皮带巷中。

附图说明

[0007] 附图1是煤矿井下皮带巷用破碎运输接驳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08] 附图2是分选溜槽的结构示意图。

[0009] 附图3是二号破碎机接口槽机架与二号输送槽机架无缝连接的结构示意图。

[0010] 附图4是倾斜固定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中:一号皮带机10、二号皮带机20、机尾30、一号输送槽40、一号破碎机接口槽

50、破碎机60、二号破碎机接口槽70、二号破碎机接口槽机架71、二号输送槽80、二号输送槽

机架81、机头90、下料罩91、分选溜槽100、支架101、筛网板102、横栏1021、底板103、侧挡板

104、小块煤掉料筒通路105、外筒1051、缓冲挡板1052、大块煤通路106、倾斜固定装置110、

固定板111、倾角桩112、水泥桩113、混凝土块114。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结合本发明的附图，对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详细阐述。

[0013] 煤矿井下皮带巷用破碎运输接驳装置，设置在煤矿井下皮带巷一号皮带机10和二

号皮带机20之间，一号皮带机10水平高度远高于二号皮带机20的水平高度，一号皮带机10

和煤矿井下皮带巷用破碎运输接驳装置位于一个皮带巷中，二号皮带机20位于拐弯后的另

一个皮带巷中，皮带巷下部设置有煤仓。

[0014] 煤矿井下皮带巷用破碎运输接驳装置包括机尾30、输送槽组、破碎机接口槽组、破

碎机60、机头90、驱动部、刮板链、分选溜槽100、倾斜固定装置110、防尘盖、电缆固定装置、

喷雾降尘装置，其宽度小于2100毫米，且高度小于2300毫米。

[0015] 机尾30包括机尾30架和机尾30链轮，机尾30架上安装有机尾30链轮；输送槽组包

括输送槽侧壁、输送槽底座、输送槽机架，输送槽底座的两侧固定有输送槽侧壁，输送槽机

架设置在输送槽底座上部，且两侧与输送槽侧壁固定连接，输送槽机架与输送槽底座平行。

[0016] 破碎机接口槽组包括接口槽侧壁、接口槽底座、倾斜的接口槽机架，接口槽底座的

两侧固定有接口槽侧壁，接口槽机架设置在接口槽底座上部，且两侧与接口槽侧壁固定连

接，接口槽机架由输送槽机架向破碎机机架方向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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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破碎机60包括箱体、动力装置、破碎机机架、轮锤、防护装置，动力装置设置在箱体

一侧，破碎机机架设置在箱体内，且破碎机机架上部设置有动力装置驱动的轮锤，破碎机60

的入料口和出料口均安装有防护装置，防护装置包括上固定装置、锁链帘、柔性门帘，入料

口处的上固定装置安装在破碎机60入料口的上部，上固定装置远离破碎机60端铰接有与入

料口相匹配的柔性门帘，柔性门帘是由柔性材料制成的长条状帘并排排列而成，上固定装

置靠近破碎机60端固定连接有与入料口相匹配的锁链帘，锁链帘是由锁链并排排列而成。

[0018] 机头90包括机头90架、驱动装置、机头90链轮和下料罩91，机头90架上设置有机头

90链轮，机头90架侧面安装的驱动装置驱动机头90链轮运动，机头90架上安装有下料罩91，

下料罩91覆盖在机头90架上，且向下延伸，呈一个开口向下的出料口；刮板链包括刮板和链

条，刮板固定在链条上。

[0019] 防尘盖扣合在机架和两侧的挡板围成空间的上开口处，电缆固定装置包括容纳

槽、绝缘涂层、固定电缆枝架和密封盖，防尘盖上固定安装有容纳槽，固定电缆枝架包括竖

直支架和两个左右对称的固定钩组成的固定钩组，竖直支架固定在容纳槽底部，竖直支架

由上至下固定至少两个固定钩组，固定钩包括固定在竖直支架上的半圆底槽和与半圆底槽

轴连接的半圆上盖，固定钩内用于安置电缆，容纳槽内表面、密封盖的内表面和固定电缆枝

架外表面均设置有绝缘涂层，容纳槽的上开口由密封盖密封扣合。

[0020] 喷雾降尘装置包括外壳、雾状喷嘴、风机、供水管道和水箱，外壳的中间固定安装

有风机，通过供水管道与水箱连接的雾状喷嘴沿外壳内壁均匀分布，风机将雾状喷嘴喷出

的水雾吹散，喷雾降尘装置分别设置在分选溜槽100上盖的接近入口处的内壁上、破碎机箱

体上部的内壁上、机头90下料罩91上部的内壁上。

[0021] 输送槽组包括一号输送槽40和二号输送槽80，破碎机接口槽组包括一号破碎机接

口槽50和二号破碎机接口槽70，一号输送槽40一端与机尾30固定连接，一号输送槽40的另

一端与一号破碎机接口槽50的一端固定连接，一号破碎机接口槽50的另一端固定连接破碎

机60的入料口，破碎机60的出料口与二号破碎机接口槽70的一端固定连接，二号破碎机接

口槽70的另一端固定连接二号输送槽80，二号输送槽80的另一端与机头90固定连接。

[0022] 机尾30架、一号输送槽侧壁、一号破碎机接口槽侧壁、破碎机的箱体、二号破碎机

接口槽侧壁、二号输送槽壁和机头90架之间无缝对接且固定连接，即形成两个侧壁平面，机

尾30架、一号输送槽机架、一号破碎机接口槽机架、破碎机机架、二号破碎机接口槽机架71、

二号输送槽机架81和机头90架之间无缝对接，即形成一个机架平面，机架平面上部为运输

空间，且下部为返程空间，刮板链环绕机头90链轮和机尾30链轮形成首尾相连的环形刮板

链，机头90驱动刮板链向机头90方向循环运动，运输空间的刮板链沿机架平面的上表面运

动，返程空间用于容纳返程的刮板链。

[0023] 分选溜槽100连通一号皮带机10和机尾30，且连通一号皮带和煤仓，所述分选溜槽

100包括支架101、筛网板102、底板103、侧挡板104、上盖、小块煤掉料筒通路105、大块煤通

路106，支架101一端与侧挡板104固定连接，且另一端固定在地面，上盖扣合在两个侧挡板

104之间的上开口处，分选溜槽100的上游是由筛网板102、侧挡板104和上盖围成的煤通路，

且筛网板102下部与筒状的小块煤掉料筒通路105连通，小块煤掉料筒通路105的另一端与

煤仓连通，分选溜槽100的下游是由底板103、侧挡板104和上盖围成的大块煤通路106，筛网

板102与底板103连通成一个平面，侧挡板104与一号输送槽40两侧的侧壁固定连接，上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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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至一号输送槽40两侧的侧壁上部。

[0024] 筛网板102上设置的是相互平行的圆柱形横栏1021，横栏1021与侧挡板104轴连

接，即横栏1021可自转，小块煤从横栏1021间的间隙中落入小块煤掉料筒通路105，小块煤

掉料筒通路105包括外筒1051和缓冲挡板1052，向下倾斜的缓冲挡板1052固定在外筒1051

内壁上，缓冲挡板1052表面积小于相匹配处的外筒1051横截面，即形成一个下料口，下游的

缓冲挡板1052固定在上游缓冲挡板1052的下料口下方，形成之字形通路，底板103还包括缓

冲平台和橡胶垫，底板103末端延伸出一段先平行于一号输送槽机架后向输送槽机架倾斜

的缓冲平台，缓冲平台上表面设置有厚度超过一厘米的锯齿状橡胶垫。

[0025] 一号破碎机接口槽机架、二号破碎机接口槽机架71均向上倾斜，二号输送槽80为

起桥段，二号破碎机接口槽机架71与二号输送槽机架81对接的末端为上半部突出，且下半

部凹陷，二号输送槽机架81与二号破碎机接口槽机架71对接的末端为下半部突出，且上半

部凹陷，即二号破碎机接口槽机架71的末端与二号输送槽机架81的末端相互匹配，且无缝

对接，二号破碎机接口槽机架71与二号输送槽机架81的倾斜角度小于20°。

[0026] 倾斜固定装置110包括固定板111、凸台、凹槽、倾角桩112、水泥桩113和混凝土块

114，固定板111一端与二号输送槽底座下部固定连接，且另一端有向突出的三个凸台，垂直

向下倾角桩112与固定板111相对应的斜切面上设置有与凸台相匹配的凹槽，固定板111与

倾角桩112通过凸台与凹槽对接后固定连接，倾角桩112的另一端与水泥桩113固定连接，水

泥桩113固定在设置在地面以下的混凝土块114中。

[0027] 从工作面运输过来的煤块经过一号皮带机10运输到分选溜槽100，小块煤从横栏

1021间的间隙中落入小块煤掉料筒通路105，最终到达煤仓中，大块煤被运输至一号输送槽

40，接着被刮板链运输至轮式破碎机60，被破碎至合适大小后，运输至机头90被甩至二号皮

带机20。

[0028] 工作层面的刮板运输机或者破碎机的型号都较大，没法安装在皮带巷中，本发明

提供的煤矿井下皮带巷用破碎、运输接驳装置革新了以往皮带机上的物料无法破碎运输的

方式，从结构、功能上一方面完全改变了大块物料对皮带及其它设备的冲击损害，另一方面

本装置所具有破碎系统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将物料进一步的破碎、运输后卸载在皮带机上，

虽然增加了中间的运输环境，但是这样既减缓了的冲击又方便了物料粒度控制的要求，另

外本装置宽度还有高度等与皮带巷尺寸匹配，同时是固定在皮带巷的固定位置，不需要推

移装置，结构简单、重量轻、可快速安装在煤矿井下皮带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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