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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建筑垃圾块体破碎及金

属的分选回收方法及装置，将混有块状的建筑垃

圾输送至破碎装置的高处，至少部分的块状建筑

垃圾中含有铁质金属，在破碎装置中经过一级或

多级破碎，将铁质金属从块状建筑垃圾中脱离，

破碎装置的出料落入处于下方的除铁装置；除铁

装置采用倾斜向上输送的输送装置，在输送装置

中设置磁铁，被从建筑垃圾中脱离的铁质金属受

磁铁吸引，被输送装置向高处输送移动，从高处

出料；脱离铁质金属的建筑垃圾由于重力作用向

低处滑下，由低处出料。本发明能通过自动分离，

将金属从建筑垃圾中分离回收，且在回收金属的

处理过程中，使建筑垃圾也得到同步处理而易于

下部对其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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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垃圾块体破碎及金属回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混有块状的建筑垃圾输送至破碎装置的高处，至少部分的块状建筑垃圾中含有

铁质金属，在破碎装置中经过一级或多级破碎，将铁质金属从块状建筑垃圾中脱离，破碎装

置的出料落入处于下方的除铁装置；

(2)除铁装置采用倾斜向上输送的输送装置，在输送装置中设置磁铁，被从建筑垃圾中

脱离的铁质金属受磁铁吸引，被输送装置向高处输送移动，从高处出料；

脱离铁质金属的建筑垃圾由于重力作用向低处滑下，由低处出料。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垃圾块体破碎及金属回收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1)

前还设置风选机箱，在风选机箱中将高压空气吹向自由下落的建筑垃圾，较轻的建筑垃圾

被风吹向更远处的轻物质出料口，较重的建筑垃圾自由下落至重物质出料口，从重物质出

料口的出料进入所述步骤(1)处理。

3.一种建筑垃圾块体破碎及金属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输送装置、破碎装置和除

铁装置；

破碎装置包括破碎机箱，在破碎机箱中设置多级破碎单元，每级破碎单元由被动破碎

辊和主动破碎辊组成，被动破碎辊和主动破碎辊之间的间隔为该组破碎单元的进出料通

道，多级破碎单元的进出料通道依次衔接；

所述除铁装置包括铁质金属向上输送装置，所述铁质金属向上输送装置设置在破碎机

箱出料口的下方，所述铁质金属向上输送装置设置磁铁，以吸住铁质金属向上输送，所述除

铁装置的铁质金属出料位置在高位，不能被磁铁吸住的垃圾从低位出料；

所述输送装置包括进料输送装置。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建筑垃圾块体破碎及金属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在破碎装

置的上方设置风选装置；

风选装置包括风选机箱，风选机箱设置出风口并连接风管，风选机箱设置重物质出料

口和轻物质出料口，轻物质出料口设在风吹过的路径上并且距出风口的距离远于较重物质

出料口距出风口的距离；进料输送装置连至风选机箱的上方进料口，在重物质出料口的下

方设置所述破碎装置，重物质出料口对准最上方的破碎单元的进出料通道；在轻物质出料

口的下方设置轻质材料输送装置。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建筑垃圾块体破碎及金属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被动破碎

辊和主动破碎辊均设置辊筒和辊轴，被动破碎辊的辊筒连接固定辊轴而可围绕固定辊轴被

动旋转；主动破碎辊与旋转辊轴固定连接，旋转辊轴由减速电机驱动旋转；固定辊轴由固定

辊轴支座固定在破碎机箱上，活动辊轴由活动辊轴支座固定在导轨上，其后连接液压活塞

和液压杆，由液压作用可推动活动辊轴及其支座左右移动，以调整被动破碎辊和主动破碎

辊间距。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建筑垃圾块体破碎及金属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风选装

置可沿吹风方向，由近到远设置多个出料口，用于进一步将受风吹作用不同的木材、塑料、

玻璃材料分离出来，减少后续分离筛检的工作量。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建筑垃圾块体破碎及金属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铁质金

属向上输送装置采用胶带机，在铁质金属出料位置设置铁质金属的刮板。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建筑垃圾块体破碎及金属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铁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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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向上输送装置采用胶带机，该胶带机的倾斜角度大于45°，并配置为可调整所述倾斜角

度。

9.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建筑垃圾块体破碎及金属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在铁质

金属出料位置下方设置铁质金属的出料输送装置；在所述低位出料处设置不能被磁铁吸住

的垃圾的出料输送装置。

10.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建筑垃圾块体破碎及金属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输送

装置采用胶带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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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垃圾块体破碎及金属回收装置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建筑垃圾块体破碎及金属回收装置和方法，适用于建筑垃圾处理

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垃圾是指在建筑物新建、改建、扩建、拆除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主要包括可

以作为建筑主体结构的钢筋混凝土，水泥砂浆，砌体，竹、木材，钢材和装饰装修产生的玻

璃，陶瓷，沥青，塑料，石膏等。新建、改建、扩建产生的建筑垃圾多为施工过程中使用材料的

富余或中间材料，如洒落混凝土凝结块，钢筋头，边角料，拆除的装修材料等，数量较少，种

类较多。而拆除产生的建筑垃圾多为主体结构碎块，如钢筋混凝土块，砌体块，竹、木构件

等，其中掺杂少量的玻璃，塑料等装饰材料。

[0003] 随着城市化发展，越来越多的建筑拔地而起，随之产生不少建筑垃圾。这些建筑垃

圾直接填埋将占用大量土地资源，建筑垃圾填埋产生的有毒有害物质也会污染填埋场周围

的生态环境，同时建筑垃圾中可回收的骨料，金属，玻璃，塑料，沥青等材料也将浪费。

[0004] 建筑垃圾中数量最大的是建筑主体结构拆除时产生的建筑垃圾，如钢筋混凝土块

体，砌体块，素混凝土块，砂浆块等，这些建筑垃圾可以经过进一步破碎筛分，作为再生骨料

或再生装饰砖使用，但是其中含有钢筋，金属预埋件等难以破碎且回收价值更高的材料。在

常规的建筑垃圾回收中，常用破碎锤或人工破碎将钢筋混凝土块初步破碎，再由人工将其

中的金属材料筛检出来，剩下的块体垃圾进行下一步破碎、筛分加工。这一过程需要投入大

量的人力，且回收效率不高，未筛检出来的金属进入常规破碎机后还会对破碎设备造成损

害，因此一种建筑垃圾块体破碎及金属回收装置很有必要。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首先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建筑垃圾块体破碎及金属的分选回

收方法，能够实现自动分离和回收金属，并对混有块状的建筑垃圾进行自动处理。为此，本

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建筑垃圾块体破碎及金属回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将混有块状的建筑垃圾输送至破碎装置的高处，至少部分的块状建筑垃圾中

含有铁质金属，在破碎装置中经过一级或多级破碎，将铁质金属从块状建筑垃圾中脱离，破

碎装置的出料落入处于下方的除铁装置；

[0008] (2)除铁装置采用倾斜向上输送的输送装置，在输送装置中设置磁铁，被从建筑垃

圾中脱离的铁质金属受磁铁吸引，被输送装置向高处输送移动，从高处出料；

[0009] 脱离铁质金属的建筑垃圾由于重力作用向低处滑下，由低处出料。

[0010] 进一步地，在步骤(1)前还设置风选机箱，在风选机箱中将高压空气吹向自由下落

的建筑垃圾，较轻的建筑垃圾被风吹向更远处的轻物质出料口，较重的建筑垃圾自由下落

至重物质出料口，从重物质出料口的出料进入所述步骤(1)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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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本发明另一个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建筑垃圾块体破碎及金属的分选

回收装置，能够实现自动分离和回收金属，并对混有块状的建筑垃圾进行自动处理。为此，

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12] 一种建筑垃圾块体破碎及金属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输送装置、破碎装置和

除铁装置；

[0013] 破碎装置包括破碎机箱，在破碎机箱中设置多级破碎单元，每级破碎单元由被动

破碎辊和主动破碎辊组成，被动破碎辊和主动破碎辊之间的间隔为该组破碎单元的进出料

通道，多级破碎单元的进出料通道依次衔接；

[0014] 所述除铁装置包括铁质金属向上输送装置，所述铁质金属向上输送装置设置在破

碎机箱出料口的下方，所述铁质金属向上输送装置设置磁铁，以吸住铁质金属向上输送，所

述除铁装置的铁质金属出料位置在高位，不能被磁铁吸住的垃圾从低位出料；

[0015] 所述输送装置包括进料输送装置。

[0016] 进一步地，在破碎装置的上方设置风选装置；风选装置包括风选机箱，风选机箱设

置出风口并连接风管，风选机箱设置重物质出料口和轻物质出料口，轻物质出料口设在风

吹过的路径上并且距出风口的距离远于较重物质出料口距出风口的距离；进料输送装置连

至风选机箱的上方进料口，在重物质出料口的下方设置所述破碎装置，重物质出料口对准

最上方的破碎单元的进出料通道；在轻物质出料口的下方设置轻质材料输送装置。

[0017] 进一步地，风选装置可沿吹风方向，由近到远设置多个出料口，用于进一步将受风

吹作用不同的木材、塑料、玻璃材料分离出来，减少后续分离筛检的工作量。

[0018] 进一步地，被动破碎辊和主动破碎辊均设置辊筒和辊轴，被动破碎辊的辊筒连接

固定辊轴而可围绕固定辊轴被动旋转；主动破碎辊与旋转辊轴固定连接，旋转辊轴由减速

电机驱动旋转；固定辊轴由固定辊轴支座固定在破碎机箱上，活动辊轴由活动辊轴支座固

定在导轨上，其后连接液压活塞和液压杆，由液压作用可推动活动辊轴及其支座左右移动，

以调整被动破碎辊和主动破碎辊间距。

[0019] 进一步地，根据实际情况，被动破碎辊和/或主动破碎辊上可设置破碎齿，利用破

碎齿的机械作用剪切、压碎建筑垃圾块体，也可以不设置破碎齿，利用光面的破碎辊压碎建

筑垃圾块体。

[0020] 进一步地，铁质金属向上输送装置采用胶带机，在铁质金属出料位置设置铁质金

属的刮板。该胶带机的倾斜角度大于45°，并配置为可调整所述倾斜角度，可根据现场试验

结果调整倾斜角度，以减少胶带机驱动耗能。

[0021] 进一步地，除铁装置中的磁铁可采用电磁铁，也可根据需要改用永磁铁，以减少电

磁铁耗能。

[0022] 进一步地，在铁质金属出料位置下方设置铁质金属的出料输送装置；在所述低位

出料处设置不能被磁铁吸住的垃圾的出料输送装置。轻质材料输送装置、铁质金属的出料

输送装置、低位出料处的出料输送装置将分离后的建筑垃圾运输至下一个破碎或筛分处理

工序，以达到建筑垃圾高效利用；

[0023] 本发明中输送装置可选用胶带机也可以选用物料提升机或直接采用其他施工机

械运输。

[0024] 本发明中输送装置、风选装置、破碎装置和除铁装置位置为示意，实际使用中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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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现场布置和破碎需要调整装置布置位置和固定方式，没有筛选轻质建筑垃圾需要的，可

以不设置风选装置和轻质材料输送胶带机。

[0025] 本发明能通过自动分离，将金属从建筑垃圾中分离回收，且在回收金属的处理过

程中，使建筑垃圾也得到同步处理而易于下部对其进行处理。实施本发明的方法和装置，减

少筛检人员投入，提高了筛检分离效率。而且，本发明还具有以下进一步的效果：

[0026] 1)能通过风力预选，将木材、塑料、玻璃等轻质建筑垃圾分离出来，减少建筑垃圾

破碎装置的工作负担，确保建筑垃圾分离效果。

[0027] 2)风选、破碎均在封闭机箱内进行，不产生扬尘，避免环境污染。

[0028] 3)破碎装置内设置多组破碎单元，且破碎单元之间交错布置，确保破碎效果，同时

提高钢筋和混凝土的分离效果。

[0029] 4)倾斜布置的除铁装置，充分利用了铁质金属和非铁质金属受磁力和重力的影

响，提高了分离效率，减少了分离设备的用电耗能。

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本发明装置示意图。

[0031] 图2是图1所示实施例中固定辊和活动辊大样图。

[0032] 图3是本发明建筑垃圾块体破碎和金属分离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参照附图。本发明提供的建筑垃圾块体破碎及金属回收装置由输送装置、风选装

置、破碎装置和除铁装置组成；

[0034] 输送装置包括进料胶带机1、轻质材料输送胶带机3、铁质金属出料输送胶带机6、

破碎块体输送胶带机7；

[0035] 风选装置包括风选机箱201、出风口202、风管203、重物质出料口204、轻物质出料

口205；出风口位于风选机箱201中，轻物质出料口205设在风吹过的路径上并且距出风口

202的距离远于较重物质出料口204距出风口的距离；进料胶带机1连至风选机箱201，在重

物质出料口204的下方设置破碎装置，在轻物质出料口205的下方设置轻质材料输送胶带机

3。

[0036] 破碎装置包括破碎机箱401、被动破碎辊402，主动破碎辊403、固定辊轴支座407、

活动辊轴支座408、导轨409、液压活塞410、液压杆411。

[0037] 破碎装置内由一个被动破碎辊402和一个主动破碎辊403组成一个破碎单元，被动

破碎辊402和主动破碎辊403之间的间隔为该组破碎单元的进出料通道，重物质出料口204

对准最上方的破碎单元的进出料通道，破碎装置的破碎机箱内可根据需要设置三～五组破

碎单元交错布置，它们的进出料通道依次衔接，增加破碎效果的同时确保体积较大的钢筋

混凝土块体受弯折后进一步破碎，提高长钢筋的分离效率。

[0038] 被动破碎辊402和主动破碎辊403均设置辊筒405和辊轴，辊筒405表面设置破碎齿

404，被动破碎辊402的辊筒405连接固定辊轴而可围绕固定辊轴被动旋转；主动破碎辊403

与旋转辊轴固定连接，旋转辊轴由减速电机驱动旋转，一个破碎单元内的被动破碎辊402在

块状建筑垃圾的作用下由主动破碎辊403带动而无规律被动旋转，被动破碎辊402和主动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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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辊403旋向相反，且两者之间有时同步有时不同步，有时等速有时不等速，增大破碎分离

的效果。

[0039] 固定辊轴由固定辊轴支座407固定在破碎机箱401上，活动辊轴由活动辊轴支座

408固定在导轨409上，其后连接液压活塞410和液压杆411，由液压作用可推动活动辊轴及

其支座左右移动，以调整被动破碎辊402和主动破碎辊403间距，达到调整破碎效果的作用。

[0040] 破碎机箱401内部设置物料挡板406，确保破碎中飞离的块体物料经过破碎辊的破

碎，而不是沿着机箱内壁未受到破碎直接下落到出料口；

[0041] 在破碎装置出料口412的下方设置除铁装置，除铁装置包括胶带机501，其输送方

向为斜向上，附图标号502位其滚轮，胶带机501的上层胶带的背后设置电磁铁503，在胶带

机501的高位金属出料部位设置刮板504。

[0042] 除铁装置的胶带机的倾斜角度宜大于45°，胶带机被设置为倾斜角度可调，可根据

现场试验结果调整倾斜角度，以减少胶带机驱动耗能。

[0043] 本发明装置的工作流程说明如下：

[0044] a、粒径小于1200mm的建筑垃圾通过进料胶带机1运输至风选机箱201，依靠重力卸

料。

[0045] b、风管203连接出风口202，将高压空气吹向自由下落的建筑垃圾，较轻的建筑垃

圾如木材、塑料、玻璃等被风吹向更远处的轻物质出料口205，较重的建筑垃圾几乎不会被

风吹离而自由下落至重物质出料口204。

[0046] c、木材、塑料、玻璃等较轻的建筑垃圾从轻物质出料口205下落至轻质材料输送胶

带机3，并由输送胶带机3运输至其他设备中进行下一步处理；

[0047] d、钢筋混凝土块体、素混凝土块体、砌体块等较重的建筑垃圾从重物质出料口204

下落至破碎机箱401，这些重的建筑垃圾中含有钢筋、金属埋件等铁质金属，经过破碎辊405

和破碎齿404的压缩、剪切、弯折作用后，块体破碎，钢筋、金属埋件等与混凝土分离；

[0048] e、破碎、分离后的铁质金属和非金属块体下落至除铁装置的胶带机501上，胶带机

501倾斜布置，胶带机通过滚轮502带动向高处运动，落在胶带机的上层胶带的铁质金属受

电磁铁吸引，被胶带机501向高处输送移动，脱离钢筋等铁质金属并被破碎处理过的混凝土

块体、砌体块等建筑垃圾由于重力作用向低处滑下；

[0049] f、处在除铁装置金属出料位置的刮板504将铁质金属刮离带面，铁质金属下落至

金属输送胶带机6，并由输送胶带机6运输至其他设备中进行下一步处理；

[0050] g、脱离钢筋等铁质金属并被破碎处理过的混凝土块体、砌体块等建筑垃圾由于重

力作用向低处滑落，最终下落至破碎块体输送胶带机7，并由输送胶带机运输至其他设备中

进行下一步处理；

[0051] 以上所述仅为发明的具体实施案例，本发明的技术特征并不局限于此，任何相关

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领域内，所作的变化或修饰皆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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