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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多级精密垃圾分类装置，

具体涉环保机械设备技术领域，由机架、破碎装

置、磁选装置、第一传输装置、第一分选装置、风

选装置、金属分类装置、控制装置等组成，破碎装

置通过螺栓连接在机架上方，磁选装置位于破碎

装置的下方通过螺栓连接在机架上，第一传输装

置通过螺栓连接在磁选装置的下方，第一分选装

置位于第一传输装置的右部，风选装置通过螺栓

连接在第一分选装置的末端，本发明具有操作简

单、分拣彻底，效率高的特点，安全性和可靠性较

高，能够对各类垃圾进行精密分类，减轻了人的

劳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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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级精密垃圾分类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磁选装置、破碎装置、第一传输

装置、第一分选装置、风选装置、金属分类装置、第二分选装置、控制装置，所述的机架包括

下座板、上座板、下支撑柱、矩形安装板、上支撑柱，所述的下支撑柱为四个，分别通过螺栓

连接在下座板上部，所述的上支撑柱为两个，分别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板的上部，所述的矩

形安装板为两个，分别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板的下部；所述的磁选装置通过螺栓连接在上

支撑柱上；所述的破碎装置安装在磁选装置的上方；所述的第一传输装置位于磁选装置的

下方；所述的第一分选装置安装在上座板的上方；所述的风选装置位于第一分选装置的末

端；所述的金属分类装置安装在上座板的下方；所述的第二分选装置位于第一分选装置的

下部，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板上；所述的控制装置通过螺栓连接在下座板上；

所述的磁选装置包括收集盒一、导流槽一、电磁吸盘、驱动电机一、齿条一、齿轮一，所

述的收集盒一通过螺栓连接在下座板上；所述的驱动电机一通过螺栓连接在上支撑柱上；

所述的齿轮一通过键连接在驱动电机一的转轴上；所述的齿条一固连在电磁吸盘上，并与

齿轮一啮合；所述的电磁吸盘安装在上支撑柱上，并与上支撑柱形成移动副；所述的导流槽

一的一端通过螺栓连接在上支撑柱上，另一端位于收集盒一的上方；

所述的第一传输装置包括传送带一、传送带轴一、带轮五、V型带三、驱动电机四、带轮

六，支架一，所述的支架一为两个，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板的上方；所述的传送带轴一为两

个，其中一个传送带轴一通过轴承安装在支架一上，另一个传送带轴一通过轴承安装在左

侧的上支撑柱上；所述的传送带一安装在传送带轴一上；所述的带轮五通过键连接在右侧

的传送带轴一上；所述的驱动电机四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板的下方；所述的带轮六通过键

连接在驱动电机四的转轴上；所述的V型带三安装在带轮五及带轮六上形成带传动；

所述的第一分选装置包括传送带二、辅助支架、驱动电机五、带轮七、V型带四、带轮八、

支架二、传送带轴二，所述的辅助支架为两个，且位于传送带二的外侧，并分别通过螺栓连

接在上座板的上方；所述的支架二为两个，且分别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板的上方；所述的传

送带轴二为两个，其中一个传送带轴二通过轴承安装在支架二上，另一个传送带轴二通过

轴承安装在右侧上支撑柱上；所述的传送带二安装在两个传送带轴二上，在传送带二上安

装有隔板一；所述的驱动电机五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板的上方；所述的带轮七通过键连接

在驱动电机五的转轴上；所述的带轮八通过键连接在左侧传送带轴二上；所述的V型带四安

装在带轮七及带轮八上形成带传动；

所述的风选装置包括储气腔、导流板一、导流槽二、支架三、收集盒二，所述的储气腔通

过螺栓连接在支架二的上端；所述的支架三为两个，且分别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板的上方；

所述的导流板一位于支架三的左侧，并通过螺栓连接在支架三上；所述的导流槽二位于支

架三的右侧，并通过螺栓连接在支架三上；所述的收集盒二位于导流槽二的下端，并通过螺

栓连接在下支撑柱上，其包括左收集盒、右收集盒；

所述的第二分选装置包括动力装置、支架四、电磁铁、转动挡板、支架五、传送带三、传

送带轴三、导流板二，所述的支架四为两个，且分别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板上；所述的电磁

铁通过螺钉连接在两个支架四之间；所述的转动挡板安装在两个支架四之间，并与支架四

形成转动副；所述的支架五为两个，且分别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板上；所述的传送带轴三为

两个，其中一个传送带轴三通过轴承连接在支架四上，另一个传送带轴三通过轴承安装在

支架五上；所述的传送带三分别安装在两个传送带轴三上，并且其上安装有隔板二；所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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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流板二位于传送带三的右端，通过螺栓连接在支架三上；所述的动力装置包括驱动电机

七、带轮十一、V型带六、带轮十二，所述的驱动电机七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板上，所述的带

轮十一通过键连接在驱动电机七的转轴上，所述的带轮十二通过键连接在传送带轴三上，

所述的带轮十一安装在带轮十一及带轮十二上形成带传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级精密垃圾分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破碎装置包

括破碎箱、开合机构、弧形腔体、驱动装置、绳轮、钢丝绳，所述的破碎箱包括半圆形导轨、矩

形槽，所述的半圆形导轨位于破碎箱的底部，所述的矩形槽有四个，并开设在破碎箱的两个

面上；所述的开合机构包括移动挡板、驱动电机二、齿轮二、齿条二，所述的移动挡板安装在

破碎箱的底部，与半圆形导轨形成移动副，所述的齿轮二固连在移动挡板的一侧，所述的驱

动电机二通过螺栓连接在破碎箱上，所述的齿轮二通过键连接在驱动电机二的转轴上，并

与齿条二形成齿轮齿条传动；所述的弧形腔体为四个，并分别通过螺栓连接在所对应的矩

形槽上；所述的驱动装置包括驱动电机三、齿轮三、齿轮四、传动轴一、第一带传动装置、第

二带传动装置，所述的驱动电机三通过螺栓连接在破碎箱的一侧，所述的齿轮三通过键连

接在驱动电机三的转轴上，所述的传动轴一通过轴承安装在破碎箱上，所述的齿轮四通过

键连接在传动轴一上，并与齿轮三相互啮合，所述的第一带传动装置有两个，并关于传动轴

一对称安装在破碎箱上，其包括齿轮五、传动轴二、带轮一、V型带一、齿轮六、带轮二，传动

轴三，所述的传动轴二通过轴承安装在破碎箱的中部，所述的齿轮五通过键连接在传动轴

二上，所述的带轮一位于齿轮五的上部，并通过键连接在传动轴二上，所述的传动轴三通过

轴承安装在破碎箱的右部，所述的齿轮六通过键连接在传动轴三上，所述的带轮二位于齿

轮六的上部，并通过键连接在传动轴三上，所述的V型带一安装在带轮一及带轮二上形成带

传动，所述的第二带传动装置有两个，并关于传动轴一对称安装在破碎箱上，其包括带轮

三、齿轮七、V型带二、传动轴四、带轮四、传动轴五，所述的传动轴五通过轴承安装在破碎箱

上，所述的齿轮七通过键连接在传动轴五上，并与齿轮六相互啮合，所述的带轮三位于齿轮

七的上部，并通过键连接在传动轴五上，所述的传动轴四通过轴承安装在破碎箱上，所述的

带轮四通过键连接在传动轴四上，所述的V型带二安装在带轮三及带轮四上形成带传动；所

述的绳轮为四个，且位于矩形槽中，并分别通过键连接在传动轴四上；所述的钢丝绳为四

个，且分别固连在绳轮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级精密垃圾分类装置，其特征在于：金属分选装置包括

驱动电机六、带轮九、V型带五、转动圆柱、带轮十、收集盒三、导流槽三，所述的导流槽三安

装在上座板中；所述的转动圆柱通过轴承安装在矩形安装板上，其上开设有U型凹槽；所述

的带轮十通过键连接在转动圆柱上；所述的驱动电机六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板的下部；所

述的带轮九通过键连接在驱动电机六的转轴上；所述的V型带五安装在带轮九及带轮十上

形成带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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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级精密垃圾分类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保机械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多级精密垃圾分类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经济的蓬勃发展，使人民的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但是人们对垃圾分类投放的环保

意识却远远不够，大多数人图一时之便将各类垃圾随处丢放，对环境造成了污染，降低了生

活质量的同时，也对垃圾的后续分类和处理造成了困难，降低了可回收垃圾的重复利用率。

[0003] 目前，生活中的垃圾箱或垃圾桶只能够暂时存放各类垃圾，不能够对其进行分类，

大多数通过人为投放分类；而且市场上的垃圾分类装置不能够对垃圾进行精密分类，且其

工作效率低，操作繁琐，安全性和可靠性等均无法保证，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可回收利用

的垃圾；因此市场上有待研究一种多级精密垃圾分类装置，来解决迫在眉睫的垃圾分类问

题，缓解环境污染的压力。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是针对现有垃圾分类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多级精密垃圾分类

装置，来提高垃圾分类效率。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6] 一种多级精密垃圾分类装置包括机架、磁选装置、破碎装置、第一传输装置、第一

分选装置、风选装置、金属分类装置、第二分选装置、控制装置，所述的机架包括下座板、上

座板、下支撑柱、矩形安装板、上支撑柱，所述的下支撑柱为四个，分别通过螺栓连接在下座

板上部，所述的上支撑柱为两个，分别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板的上部，所述的矩形安装板为

两个，分别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板的下部；所述的磁选装置通过螺栓连接在上支撑柱上；所

述的破碎装置安装在磁选装置的上方；所述的第一传输装置位于磁选装置的下方；所述的

第一分选装置安装在上座板的上方；所述的风选装置位于第一分选装置的末端；所述的金

属分类装置安装在上座板的下方；所述的第二分选装置位于第一分选装置的下部，通过螺

栓连接在上座板上；所述的控制装置通过螺栓连接在下座板上；

[0007] 所属的磁选装置包括收集盒一、导流槽一、电磁吸盘、驱动电机一、齿条一、齿轮

一，所述的收集盒一通过螺栓连接在下座板上；所述的驱动电机一通过螺栓连接在上支撑

柱上；所述的齿轮一通过键连接在驱动电机一的转轴上；所述的齿条一固连在电磁吸盘上；

所述的电磁吸盘安装在上支撑柱上，并与上支撑柱形成移动副；所述的导流槽一的一端通

过螺栓连接在上支撑柱上，另一端位于收集盒一的上方；

[0008] 所述的第一传输装置包括传送带一、传送带轴一、带轮五、V型带三、驱动电机四、

带轮六，支架一，所述的支架一为两个，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板的上方；所述的传送带轴一

为两个，其中一个传送带轴一通过轴承安装在支架一上，另一个传送带轴一通过轴承安装

在左侧的上支撑柱上；所述的传送带一安装在传送带轴一上；所述的带轮五通过键连接在

右侧的传送带轴一上；所述的驱动电机四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板的下方；所述的带轮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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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键连接在驱动电机四的转轴上；所述的V型带三安装在带轮五及带轮六上形成带传动；

[0009] 所述的第一分选装置包括传送带二、辅助支架、驱动电机五、带轮七、V型带四、带

轮八、支架二、传送带轴二，所述的辅助支架为两个，且位于传送带二的外侧，并分别通过螺

栓连接在上座板的上方；所述的支架二为两个，且分别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板的上方；所述

的传送带轴二为两个，其中一个传送带轴二通过轴承安装在支架二上，另一个传送带轴二

通过轴承安装在右侧上支撑柱上；所述的传送带二安装在两个传送带轴二上，在传送带二

上安装有隔板一；所述的驱动电机五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板的上方；所述的带轮七通过键

连接在驱动电机五的转轴上；所述的带轮八通过键连接在左侧传送带轴二上；所述的V型带

四安装在带轮七及带轮八上形成带传动；

[0010] 所述的风选装置包括储气腔、导流板一、导流槽二、支架三、收集盒二，所述的储气

腔通过螺栓连接在支架二的上端；所述的支架三为两个，且分别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板的

上方；所述的导流板一位于支架三的左侧，并通过螺栓连接在支架三上；所述的导流槽二位

于支架三的右侧，并通过螺栓连接在支架三上；所述的收集盒二位于导流槽二的下端，并通

过螺栓连接在下支撑柱上，其包括左收集盒、右收集盒；

[0011] 所述的第二分选装置包括动力装置、支架四、电磁铁、转动挡板、支架五、传送带

三、传送带轴三、导流板二，所述的支架四为两个，且分别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板上；所述的

电磁铁通过螺钉连接在两个支架四之间；所述的转动挡板安装在两个支架四之间，并与支

架四形成转动副；所述的支架五为两个，且分别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板上；所述的传送带轴

三为两个，其中一个传送带轴三通过轴承连接在支架四上，另一个传送带轴三通过轴承安

装在支架五上；所述的传送带三分别安装在两个传送带轴三上，并且其上安装有隔板二；所

述的导流板二位于传送带三的右端，通过螺栓连接在支架三上；所述的动力装置包括驱动

电机七、带轮十一、V型带六、带轮十二，所述的驱动电机七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板上，所述

的带轮十一通过键连接在驱动电机七的转轴上，所述的带轮十二通过键连接在传送带轴三

上，所述的带轮十一安装在带轮十一及带轮十二上形成带传动。

[0012] 所述的破碎装置包括破碎箱、开合机构、弧形腔体、驱动装置、绳轮、钢丝绳，所述

的破碎箱包括半圆形导轨、矩形槽，所述的半圆形导轨位于破碎箱的底部，所述的矩形槽有

四个，并开设在破碎箱的两个面上；所述的开合机构包括移动挡板321、驱动电机二、齿轮

二、齿条二，所述的移动挡板安装在破碎箱的底部，与半圆形导轨形成移动副，所述的齿轮

二固连在移动挡板的一侧，所述的驱动电机二通过螺栓连接在破碎箱上，所述的齿轮二通

过键连接在驱动电机二的转轴上，并与齿条二形成齿轮齿条传动；所述的弧形腔体为四个，

并分别通过螺栓连接在所对应的矩形槽上；所述的驱动装置包括驱动电机三、齿轮三、齿轮

四、传动轴一、第一带传动装置、第二带传动装置，所述的驱动电机三通过螺栓连接在破碎

箱的一侧，所述的齿轮三通过键连接在驱动电机三的转轴上，所述的传动轴一通过轴承安

装在破碎箱上，所述的齿轮四通过键连接在传动轴一上，并与齿轮三相互啮合，所述的第一

带传动装置有两个，并关于传动轴一对称安装在破碎箱上，其包括齿轮五、传动轴二、带轮

一、V型带一、齿轮六、带轮二，传动轴三，所述的传动轴二通过轴承安装在破碎箱的中部，所

述的齿轮五通过键连接在传动轴二上，所述的带轮一位于齿轮五的上部，并通过键连接在

传动轴二上，所述的传动轴三通过轴承安装在破碎箱的右部，所述的齿轮六通过键连接在

传动轴三上，所述的带轮二位于齿轮六的上部，并通过键连接在传动轴三上，所述的V型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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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装在带轮一及带轮二上形成带传动，所述的第二带传动装置有两个，并关于传动轴一

对称安装在破碎箱上，其包括带轮三、齿轮七、V型带二、传动轴四、带轮四、传动轴五，所述

的传动轴五通过轴承安装在破碎箱上，所述的齿轮七通过键连接在传动轴五上，并与齿轮

六相互啮合，所述的带轮三位于齿轮七的上部，并通过键连接在传动轴五上，所述的传动轴

四通过轴承安装在破碎箱上，所述的带轮四通过键连接在传动轴四上，所述的V型带二安装

在带轮三及带轮四上形成带传动；所述的绳轮为四个，且位于矩形槽中，并分别通过键连接

在传动轴四上；所述的钢丝绳为四个，且分别固连在绳轮上。

[0013] 所述的金属分选装置包括驱动电机六、带轮九、V型带五、转动圆柱、带轮十、收集

盒三、导流槽三，所述的导流槽三安装在上座板中；所述的转动圆柱通过轴承安装在矩形安

装板上，其上开设有U型凹槽；所述的带轮十通过键连接在转动圆柱上；所述的驱动电机六

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板的下部；所述的带轮九通过键连接在驱动电机六的转轴上；所述的V

型带五安装在带轮九及带轮十上形成带传动。

[0014] 当使用本装置时，首先将成袋的垃圾放入破碎装置中的破碎箱之中，然后控制装

置控制驱动装置中的驱动电机三运转，从而带动齿轮三转动，齿轮四与齿轮三相啮合，从而

使齿轮四转动。齿轮四与第一带传动装置中的齿轮五啮合，使齿轮五开始转动，齿轮五通过

由带轮一、V型带一、带轮二所组成的带传动，使安装在传动轴三上的齿轮六转动，安装在第

二带传动装置中的齿轮七与齿轮六啮合，使由带轮三、V型带二、带轮四所组成的带传动运

转，从而使安装在传动轴三上的绳轮转动，继而使安装在绳轮上的钢丝绳高速旋转，在钢丝

绳的作用下，将包裹垃圾的垃圾袋打碎。这时通过控制装置使驱动电机三停止运转，使开合

机构中的驱动电机二开始正向运转，从而带动安装在驱动电机二转轴上的齿轮二转动，通

过固连在移动挡板上的齿条二，使移动挡板朝破碎箱的一侧移动，使破碎箱中的垃圾掉入

到第一传输装置中的传送带一上，当垃圾全部掉入后，通过控制装置使驱动电机二逆向运

转，并使移动挡板复位。这时通过控制装置使磁选装置中的电磁吸盘通电，吸附垃圾中的金

属物体，然后使驱动电机一正向转动，带动安装在驱动电机一转轴上的齿轮一转动，并通过

固连在电磁吸盘上的齿条一使电磁吸盘朝导流槽一的方向伸出，当电磁吸盘运动到导流槽

一的正上方的时候，通过控制装置使电磁吸盘失电，从而使吸附在电磁吸盘上的金属垃圾

掉入到导流槽一中，最终落入收集盒一之中。然后在控制装置的作用下使驱动电机一逆向

转动，使电磁吸盘复位。控制驱动电机四运转，通过由带轮五、V型带三、带轮六组成的带传

动，使安装在传送带轴一上的传送带一转动，使传送带一上的垃圾随着传送带轴一的转动

掉入到第一分选装置中的传送带二上，由于传送带二上按照一定的间距安装有隔板一，从

而使垃圾散落在每个空隙之中，并且隔板一的长度较大，使得一些瓶类的垃圾不能滑落，与

此同时控制装置控制驱动电机五开始转动，通过由带轮七、V型带四、带轮八所组成的带传

动使安装在传送带轴二上的传送带二转动，随着传送带轴二的转动，传送带二中隔板一中

的垃圾，在传送带二的末端下落。这时风选装置中的储气腔工作，通过气孔朝外吹出气流，

当下落的垃圾质量较轻时，垃圾落入到导流槽二之中，通过导流槽二滑落至收集盒二中的

右收集盒中，较重的垃圾沿着导流板一下滑，这时第二分选装置中的电磁铁通电，吸附转动

挡板紧靠导流槽三，使沿着导流板一下滑垃圾聚集在一起。当不再有垃圾下落时，这时通过

控制装置使驱动电机四及驱动电机五停止运转，并同时使第二分选装置中的驱动电机七转

动，通过由带轮十一、V型带六、带轮十二组成的带传动，使安装在传送带轴三上的传送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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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转，在传送带三安装有隔板二，其有一定的高度，使果皮之类的垃圾在隔板二之间，而瓶

类的垃圾则不受隔板二的限制，随着传送带轴三的转动，其所分拣的垃圾最终掉入到导流

板二上，滑落至收集盒二中的左收集盒之中，当传送带三上的垃圾没有果皮之类的垃圾时，

驱动电机七停止转动，电磁铁失电，转动挡板复位，所聚集的瓶类垃圾进入到金属分类装置

中的导流槽三之中，当瓶类垃圾落入到转动圆柱中的U型凹槽之中，若是金属瓶时，安装在U

型凹槽中的传感器发出电信号，通过控制装置使驱动电机六正向转动，使垃圾掉入到收集

盒三的又右部，若是绝缘体材料做成的瓶时，安装在U型凹槽中的传感器发出电信号，通过

控制装置使驱动电机六反向转动，使垃圾掉入到收集盒三的左部。当所有的瓶类垃圾分拣

完后，使驱动电机六停止工作，至此便完成一袋垃圾的分类，如果要完成多袋垃圾的分类，

重复以上步骤即可。

[0015] 本发明的优点是：本发明可以用于成袋垃圾等各类垃圾的精密分类处理，具有操

作简单、分拣彻底，效率高，安全性和可靠性较高，能够对各类垃圾进行精密分类，操作简

单，减轻了人的劳动压力。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总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为本发明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的破碎箱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的转动圆柱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使本发明所实现的垃圾精密分类的工作过程和预期目的更易于理解，下面结

合具体实施和图示，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1] 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多级精密垃圾分类装置，它包括机架1、磁选装置2、破碎装

置3、第一传输装置4、第一分选装置5、风选装置6、金属分类装置7、第二分选装置8、控制装

置9，所述的机架1包括下座板11、上座板12、下支撑柱13、矩形安装板14、上支撑柱15，所述

的下支撑柱13为四个，分别通过螺栓连接在下座板11上部，所述的上支撑柱15为两个，分别

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板12的上部，所述的矩形安装板14为两个，分别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

板12的下部；所述的磁选装置2通过螺栓连接在上支撑柱15上；所述的破碎装置3安装在磁

选装置2的上方；所述的第一传输装置4位于磁选装置2的下方；所述的第一分选装置5安装

在上座板12的上方；所述的风选装置6位于第一分选装置5的末端；所述的金属分类装置7安

装在上座板12的下方；所述的第二分选装置8位于第一分选装置5的下部，通过螺栓连接在

上座板12上；所述的控制装置9通过螺栓连接在下座板11上；

[0022] 如图1所示，所属的磁选装置2包括收集盒一21、导流槽一22、电磁吸盘23、驱动电

机一24、齿条一25、齿轮一26，所述的收集盒一21通过螺栓连接在下座板11上；所述的驱动

电机一24通过螺栓连接在上支撑柱15上；所述的齿轮一26通过键连接在驱动电机一24的转

轴上；所述的齿条一25固连在电磁吸盘23上；所述的电磁吸盘23安装在上支撑柱15上，并与

上支撑柱15形成移动副；所述的导流槽一22的一端通过螺栓连接在上支撑柱15上，另一端

位于收集盒一21的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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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如图1和图2所示，所述的第一传输装置4包括传送带一41、传送带轴一42、带轮五

43、V型带三44、驱动电机四45、带轮六46，支架一47，所述的支架一47为两个，通过螺栓连接

在上座板12的上方；所述的传送带轴一42为两个，其中一个传送带轴一42通过轴承安装在

支架一47上，另一个传送带轴一42通过轴承安装在左侧的上支撑柱15上；所述的传送带一

41安装在传送带轴一42上；所述的带轮五43通过键连接在右侧的传送带轴一42上；所述的

驱动电机四45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板12的下方；所述的带轮六46通过键连接在驱动电机四

45的转轴上；所述的V型带三44安装在带轮五43及带轮六46上形成带传动；

[0024] 如图1和图2所示，所述的第一分选装置5包括传送带二51、辅助支架52、驱动电机

五53、带轮七54、V型带四55、带轮八56、支架二57、传送带轴二58，所述的辅助支架52为两

个，且位于传送带二51的外侧，并分别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板12的上方；所述的支架二57为

两个，且分别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板12的上方；所述的传送带轴二58为两个，其中一个传送

带轴二58通过轴承安装在支架二57上，另一个传送带轴二58通过轴承安装在右侧上支撑柱

15上；所述的传送带二51安装在两个传送带轴二58上，在传送带二51上安装有隔板一511；

所述的驱动电机五53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板12的上方；所述的带轮七54通过键连接在驱动

电机五53的转轴上；所述的带轮八56通过键连接在左侧传送带轴二58上；所述的V型带四55

安装在带轮七54及带轮八56上形成带传动；

[0025] 如图1和图2所示，所述的风选装置6包括储气腔61、导流板一62、导流槽二63、支架

三64、收集盒二65，所述的储气腔61通过螺栓连接在支架二57的上端；所述的支架三64为两

个，且分别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板12的上方；所述的导流板一62位于支架三64的左侧，并通

过螺栓连接在支架三64上；所述的导流槽二63位于支架三64的右侧，并通过螺栓连接在支

架三64上；所述的收集盒二65位于导流槽二63的下端，并通过螺栓连接在下支撑柱13上，其

包括左收集盒652、右收集盒651；

[0026] 如图1和图2所示，所述的第二分选装置8包括动力装置81、支架四82、电磁铁83、转

动挡板84、支架五85、传送带三86、传送带轴三87、导流板二88，所述的支架四82为两个，且

分别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板12上；所述的电磁铁83通过螺钉连接在两个支架四82之间；所

述的转动挡板84安装在两个支架四82之间，并与支架四82形成转动副；所述的支架五85为

两个，且分别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板12上；所述的传送带轴三87为两个，其中一个传送带轴

三87通过轴承连接在支架四82上，另一个传送带轴三87通过轴承安装在支架五85上；所述

的传送带三86分别安装在两个传送带轴三87上，并且其上安装有隔板二861；所述的导流板

二88位于传送带三86的右端，通过螺栓连接在支架三64上；所述的动力装置81包括驱动电

机七811、带轮十一812、V型带六813、带轮十二814，所述的驱动电机七811通过螺栓连接在

上座板12上，所述的带轮十一812通过键连接在驱动电机七811的转轴上，所述的带轮十二

814通过键连接在传送带轴三87上，所述的带轮十一812安装在带轮十一812及带轮十二814

上形成带传动。

[0027] 如图1和图3所示，所述的破碎装置3包括破碎箱31、开合机构32、弧形腔体33、驱动

装置34、绳轮35、钢丝绳36，所述的破碎箱31包括半圆形导轨311、矩形槽312，所述的半圆形

导轨311位于破碎箱31的底部，所述的矩形槽312有四个，并开设在破碎箱31的两个面上；所

述的开合机构32包括移动挡板321、驱动电机二322、齿轮二323、齿条二324，所述的移动挡

板321安装在破碎箱31的底部，与半圆形导轨311形成移动副，所述的齿轮二323固连在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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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板321的一侧，所述的驱动电机二322通过螺栓连接在破碎箱31上，所述的齿轮二323通过

键连接在驱动电机二322的转轴上，并与齿条二324形成齿轮齿条传动；所述的弧形腔体33

为四个，并分别通过螺栓连接在所对应的矩形槽312上；所述的驱动装置34包括驱动电机三

341、齿轮三342、齿轮四343、传动轴一344、第一带传动装置345、第二带传动装置346，所述

的驱动电机三341通过螺栓连接在破碎箱31的一侧，所述的齿轮三342通过键连接在驱动电

机三341的转轴上，所述的传动轴一344通过轴承安装在破碎箱31上，所述的齿轮四343通过

键连接在传动轴一344上，并与齿轮三342相互啮合，所述的第一带传动装置345有两个，并

关于传动轴一344对称安装在破碎箱31上，其包括齿轮五3451、传动轴二3452、带轮一3453、

V型带一3454、齿轮六3455、带轮二3456，传动轴三3457，所述的传动轴二3452通过轴承安装

在破碎箱31的中部，所述的齿轮五3451通过键连接在传动轴二3452上，所述的带轮一3453

位于齿轮五3451的上部，并通过键连接在传动轴二3452上，所述的传动轴三3457通过轴承

安装在破碎箱31的右部，所述的齿轮六3455通过键连接在传动轴三3457上，所述的带轮二

3456位于齿轮六3455的上部，并通过键连接在传动轴三3457上，所述的V型带一3454安装在

带轮一3453及带轮二3456上形成带传动，所述的第二带传动装置346有两个，并关于传动轴

一344对称安装在破碎箱31上，其包括带轮三3461、齿轮七3462、V型带二3463、传动轴四

3464、带轮四3465、传动轴五3466，所述的传动轴五3466通过轴承安装在破碎箱31上，所述

的齿轮七3462通过键连接在传动轴五3466上，并与齿轮六3455相互啮合，所述的带轮三

3461位于齿轮七3462的上部，并通过键连接在传动轴五3466上，所述的传动轴四3464通过

轴承安装在破碎箱31上，所述的带轮四3465通过键连接在传动轴四3464上，所述的V型带二

3463安装在带轮三3461及带轮四3465上形成带传动；所述的绳轮35为四个，且位于矩形槽

312中，并分别通过键连接在传动轴四3464上；所述的钢丝绳36为四个，且分别固连在绳轮

35上。

[0028] 如图1、图2和图4所示，所述的金属分类装置7包括驱动电机六71、带轮九72、V型带

五73、转动圆柱74、带轮十75、收集盒三76、导流槽三77，所述的导流槽三77安装在上座板12

中；所述的转动圆柱74通过轴承安装在矩形安装板14上，其上开设有U型凹槽741；所述的带

轮十75通过键连接在转动圆柱74上；所述的驱动电机六71通过螺栓连接在上座板12的下

部；所述的带轮九72通过键连接在驱动电机六71的转轴上；所述的V型带五73安装在带轮九

72及带轮十75上形成带传动。

[0029] 当使用本装置时，首先将成袋的垃圾放入破碎装置3中的破碎箱31之中，然后控制

装置9控制驱动装置34中的驱动电机三341运转，从而带动齿轮三342转动，齿轮四343与齿

轮三342相啮合，从而使齿轮四343转动。齿轮四343与第一带传动装置345中的齿轮五3451

啮合，使齿轮五3451开始转动，齿轮五3451通过由带轮一3453、V型带一3454、带轮二3456所

组成的带传动，使安装在传动轴三3457上的齿轮六3455转动，安装在第二带传动装置346中

的齿轮七3462与齿轮六3455啮合，使由带轮三3461、V型带二3463、带轮四3465所组成的带

传动运转，从而使安装在传动轴四3464上的绳轮35转动，继而使安装在绳轮35上的钢丝绳

36高速旋转，在钢丝绳36的作用下，将包裹垃圾的垃圾袋打碎。这时通过控制装置9使驱动

电机三341停止运转，使开合机构32中的驱动电机二322开始正向运转，从而带动安装在驱

动电机二322转轴上的齿轮二323转动，通过固连在移动挡板321上的齿条二324，使移动挡

板321朝破碎箱31的一侧移动，使破碎箱31中的垃圾掉入到第一传输装置4中的传送带一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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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当垃圾全部掉入后，通过控制装置9使驱动电机二322逆向运转，并使移动挡板321复位。

这时通过控制装置9使磁选装置2中的电磁吸盘23通电，吸附垃圾中的金属物体，然后使驱

动电机一24正向转动，带动安装在驱动电机一24转轴上的齿轮一26转动，并通过固连在电

磁吸盘23上的齿条一25使电磁吸盘23朝导流槽一22的方向伸出，当电磁吸盘23运动到导流

槽一22的正上方的时候，通过控制装置9使电磁吸盘23失电，从而使吸附在电磁吸盘23上的

金属垃圾掉入到导流槽一22中，最终落入收集盒一21之中。然后在控制装置9的作用下使驱

动电机一24逆向转动，使电磁吸盘23复位。控制驱动电机四45运转，通过由带轮五43、V型带

三44、带轮六46组成的带传动，使安装在传送带轴一42上的传送带一41转动，使传送带一41

上的垃圾随着传送带轴一42的转动掉入到第一分选装置5中的传送带二51上，由于传送带

二51上按照一定的间距安装有隔板一511，从而使垃圾散落在每个空隙之中，并且隔板一

511的长度较大，使得一些瓶类的垃圾不能滑落，与此同时控制装置9控制驱动电机五53开

始转动，通过由带轮七54、V型带四55、带轮八56所组成的带传动使安装在传送带轴二58上

的传送带二51转动，随着传送带轴二58的转动，传送带二51中隔板一511中的垃圾，在传送

带二51的末端下落。这时风选装置6中的储气腔61工作，通过气孔朝外吹出气流，当下落的

垃圾质量较轻时，垃圾落入到导流槽二63之中，通过导流槽二63滑落至收集盒二65中的右

收集盒中，较重的垃圾沿着导流板一62下滑，这时第二分选装置8中的电磁铁83通电，吸附

转动挡板84紧靠导流槽三77，使沿着导流板一62下滑垃圾聚集在一起。当不再有垃圾下落

时，这时通过控制装置9使驱动电机四45及驱动电机五53停止运转，并同时使第二分选装置

8中的驱动电机七811转动，通过由带轮十一812、V型带六813、带轮十二814组成的带传动，

使安装在传送带轴三87上的传送带三86运转，在传送带三86安装有隔板二861，其有一定的

高度，使果皮之类的垃圾在隔板二861之间，而瓶类的垃圾则不受隔板二861的限制，随着传

送带轴三87的转动，其所分拣的垃圾最终掉入到导流板二88上，滑落至收集盒二65中的左

收集盒652之中，当传送带三86上的垃圾没有果皮之类的垃圾时，驱动电机七811停止转动，

电磁铁83失电，转动挡板84复位，所聚集的瓶类垃圾进入到金属分类装置7中的导流槽三77

之中，当瓶类垃圾落入到转动圆柱74中的U型凹槽741之中，若是金属瓶时，安装在U型凹槽

741中的传感器发出电信号，通过控制装置9使驱动电机六71正向转动，使垃圾掉入到收集

盒三76的又右部，若是绝缘体材料做成的瓶时，安装在U型凹槽741中的传感器发出电信号，

通过控制装置9使驱动电机六71反向转动，使垃圾掉入到收集盒三76的左部。当所有的瓶类

垃圾分拣完后，使驱动电机六71停止工作，至此便完成一袋垃圾的分类，如果要完成多袋垃

圾的分类，重复以上步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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