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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速破碎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速破碎机，包括机壳、

第一转轴、带轮、抗冲击支撑机构、破碎头、第二

转轴、浮动挡料机构、内衬板、导向杆、缓冲弹簧、

压出机构、分液块，抗冲击支撑机构对第一转轴

进行缓冲支撑及流体密封，当小块物料冲击浮动

挡料机构时，与第一活塞接触的非牛顿流体的粘

度快速变化来缓冲冲击并对耐磨块进行支撑，使

得物料与碰撞斜面碰撞后落入破碎头处进行破

碎；当大块物料冲击浮动挡料机构时，浮动机构

一边与大块物料碰撞，一边随浮动框沿第二转轴

转动对碰撞进行缓冲并将物料回弹至破碎头处

进行破碎。该装置结构简单，能对物料进行高速

破碎，且冲击小、密封可靠，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

命，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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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速破碎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机壳、第一转轴、带轮、抗冲击支撑机构、破碎头、

第二转轴、浮动挡料机构、内衬板、导向杆、缓冲弹簧、压出机构、分液块，所述的第一转轴位

于机壳下端，所述的第一转轴与机壳间隙配合相连，所述的带轮位于第一转轴外侧，所述的

带轮与第一转轴键相连，所述的抗冲击支撑机构数量为两件，对称布置于机壳外侧且被第

一转轴贯穿，所述的破碎头被第一转轴贯穿且位于机壳内侧，所述的破碎头与第一转轴过

盈配合相连，所述的第二转轴位数量为2件，沿机壳对称布置，所述的浮动挡料机构位于两

件对称布置的第二转轴之间，所述的浮动挡料机构与第二转轴转动相连，所述的内衬板位

于机壳内侧，所述的内衬板与机壳通过螺栓相连，所述的导向杆贯穿机壳且位于浮动挡料

机构外侧，所述的导向杆与浮动挡料机构铰链相连且与机壳间隙配合相连，所述的缓冲弹

簧位于导杆外侧且位于机壳外侧，所述的压出机构位于机壳外侧，所述的压出机构与机壳

通过螺栓相连，所述的分液块位于压出机构下端，所述的分液块与压出机构和浮动挡料机

构通过软管相连。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速破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转轴还设有密封槽，所述的

密封槽数量为2件，沿第一转轴的左右方向对称布置。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速破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浮动挡料机构包括浮动框、浮动

机构，所述的浮动框位于两件对称布置的第二转轴内侧且位于导向杆下端，所述的浮动框

与第二转轴转动相连且与导向杆铰链相连，所述的浮动机构数量不少于2件，沿浮动框均匀

布置。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速破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浮动机构包括外壳体、第一活

塞、推杆、耐磨块，所述的外壳体位于浮动框上端，所述的外壳体与浮动框通过螺栓相连且

与分液块通过软管相连，所述的第一活塞位于外壳体内侧，所述的第一活塞与外壳体间隙

配合相连，所述的推杆位于第一活塞下端且贯穿浮动框，所述的推杆与第一活塞螺纹相连

且与浮动框间隙配合相连，所述的耐磨块位于推杆下端，所述的耐磨块与推杆螺纹相连。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高速破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活塞还设有密封圈，所述的

密封圈位于第一活塞外侧，所述的密封圈与第一活塞过盈配合相连。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高速破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耐磨块还设有碰撞斜面，所述的

碰撞斜面位于耐磨块的底部，所述碰撞斜面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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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速破碎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破碎机，尤其涉及一种高速破碎机。

背景技术

[0002] 破碎机主要对各类石料进行破碎作业，根据破碎的原理不同和产品颗粒大小不

同，又分为很多型号。破碎机广泛运用于矿山、冶炼、建材、公路、铁路、水利和化学工业等众

多部门，破碎机机器工作时，在电动机的带动下，转子高速旋转，物料进入板锤作用区时，与

转子上的板锤撞击破碎。现有的高速破碎机在作业时，用于传动的转轴承受很大的冲击，冲

击传递给轴承座后往往导致轴瓦的快速磨损，且为了防尘多采用密封圈密封，在高速和冲

击的作用下，密封较容易失效，导致颗粒进行轴承座内，加剧了磨损。鉴于以上缺陷，实有必

要设计一种高速破碎机。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高速破碎机，能对物料进行高速破碎，且冲击小、密封

可靠，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命。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高速破碎机，包括机壳、第一转

轴、带轮、抗冲击支撑机构、破碎头、第二转轴、浮动挡料机构、内衬板、导向杆、缓冲弹簧、压

出机构、分液块，所述的第一转轴位于机壳下端，所述的第一转轴与机壳间隙配合相连，所

述的带轮位于第一转轴外侧，所述的带轮与第一转轴键相连，所述的抗冲击支撑机构数量

为两件，对称布置于机壳外侧且被第一转轴贯穿，所述的破碎头被第一转轴贯穿且位于机

壳内侧，所述的破碎头与第一转轴过盈配合相连，所述的第二转轴位数量为2件，沿机壳对

称布置，所述的浮动挡料机构位于两件对称布置的第二转轴之间，所述的浮动挡料机构与

第二转轴转动相连，所述的内衬板位于机壳内侧，所述的内衬板与机壳通过螺栓相连，所述

的导向杆贯穿机壳且位于浮动挡料机构外侧，所述的导向杆与浮动挡料机构铰链相连且与

机壳间隙配合相连，所述的缓冲弹簧位于导杆外侧且位于机壳外侧，所述的压出机构位于

机壳外侧，所述的压出机构与机壳通过螺栓相连，所述的分液块位于压出机构下端，所述的

分液块与压出机构和浮动挡料机构通过软管相连。

[0005]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如下：

[0006] 进一步的，所述的第一转轴还设有密封槽，所述的密封槽数量为2件，沿第一转轴

的左右方向对称布置。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的浮动挡料机构包括浮动框、浮动机构，所述的浮动框位于两件对

称布置的第二转轴内侧且位于导向杆下端，所述的浮动框与第二转轴转动相连且与导向杆

铰链相连，所述的浮动机构数量不少于2件，沿浮动框均匀布置。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的浮动机构包括外壳体、第一活塞、推杆、耐磨块，所述的外壳体位

于浮动框上端，所述的外壳体与浮动框通过螺栓相连且与分液块通过软管相连，所述的第

一活塞位于外壳体内侧，所述的第一活塞与外壳体间隙配合相连，所述的推杆位于第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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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下端且贯穿浮动框，所述的推杆与第一活塞螺纹相连且与浮动框间隙配合相连，所述的

耐磨块位于推杆下端，所述的耐磨块与推杆螺纹相连。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的第一活塞还设有密封圈，所述的密封圈位于第一活塞外侧，所述

的密封圈与第一活塞过盈配合相连。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的耐磨块还设有碰撞斜面，所述的碰撞斜面位于耐磨块的底部，所

述碰撞斜面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为15°。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该高速破碎机，工作时，驱动机构(图中未画出)通过带轮带动与

第一转轴固连的破碎头高速旋转对物料进行破碎，在此过程重，抗冲击支撑机构对第一转

轴进行缓冲支撑及流体密封，当小块物料冲击浮动挡料机构时，浮动机构内部的耐磨块沿

浮动框微微上移，推动非牛顿流体沿软管经分液块进入压出机构内，在此过程中，与第一活

塞接触的非牛顿流体的粘度快速变化来缓冲冲击并对耐磨块进行支撑，使得物料与碰撞斜

面碰撞后落入破碎头处进行破碎；当大块物料冲击浮动挡料机构时，浮动机构一边与大块

物料碰撞，一边随浮动框沿第二转轴转动对碰撞进行缓冲并将物料回弹至破碎头处进行破

碎，当冲击消失后，浮动挡料机构受重力复位，导向杆沿机壳滑动并带动缓冲弹簧与机壳接

触，从而防止浮动挡料机构直接撞击机壳。该装置结构简单，能对物料进行高速破碎，且冲

击小、密封可靠，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命，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附图说明

[0012] 图1示出本发明三维图

[0013] 图2示出本发明第一转轴三维图

[0014] 图3示出本发明浮动挡料机构三维图

[0015] 图4示出本发明浮动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示出本发明抗冲击支撑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6示出本发明附图5圆圈处局部放大图

[0018] 图7示出本发明缓冲机构三维图

[0019] 图8示出本发明支撑缓冲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9示出本发明调压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10示出本发明转环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11示出本发明压出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机壳1、第一转轴2、带轮3、抗冲击支撑机构4、破碎头5、第二转轴6、浮动挡料

机构7、内衬板8、导向杆9、缓冲弹簧10、压出机构11、分液块12、密封槽201、下座体401、上座

体402、储液槽403、封盖404、调压机构405、缓冲机构406、转环机构407、第一液流通道408、

第一节流块408、第二液流通道410、第二节流块411、密封挡圈412、限位槽413、橡胶主体

414、插接部415、支撑缓冲机构416、凸起部417、骨架418、挡液板419、第一锥形孔420、第二

活塞421、导杆422、第一弹簧423、调节杆424、弧形板425、密封板426、钢球427、插接头428、

密封头429、主液流道430、浮动框701、浮动机构702、外壳体703、第一活塞704、推杆705、耐

磨块706、密封圈707、碰撞斜面708、罐体1101、导向封盖1102、压杆1103、锥形推头1104、导

杆1105、第二弹簧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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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如图1至图4所示，一种高速破碎机，包括机壳1、第一转轴2、带轮3、抗冲击支撑机

构4、剖碎头5、第二转轴6、浮动挡料机构7、内衬板8、导向杆9、复位弹簧10、压出机构11、分

液块12，所述的第一转轴2位于机壳1下端，所述的第一转轴2与机壳1间隙配合相连，所述的

带轮3位于第一转轴2外侧，所述的带轮3与第一转轴2键相连，所述的抗冲击支撑机构4数量

为两件，对称布置于机壳1外侧且被第一转轴2贯穿，所述的剖碎头5被第一转轴2贯穿且位

于机壳1内侧，所述的剖碎头5与第一转轴2过盈配合相连，所述的第二转轴6位数量为2件，

沿机壳1对称布置，所述的浮动挡料机构7位于两件对称布置的第二转轴6之间，所述的浮动

挡料机构7与第二转轴6转动相连，所述的内衬板8位于机壳1内侧，所述的内衬板8与机壳1

通过螺栓相连，所述的导向杆9贯穿机壳1且位于浮动挡料机构7外侧，所述的导向杆9与浮

动挡料机构7铰链相连且与机壳1间隙配合相连，所述的复位弹簧10位于导向杆9外侧且位

于机壳1外侧，所述的压出机构11位于机壳1外侧，所述的压出机构11与机壳1通过螺栓相

连，所述的分液块12位于压出机构11下端，所述的分液块12与压出机构11和浮动挡料机构7

通过软管相连，所述的第一转轴2还设有密封槽201，所述的密封槽201数量为2件，沿第一转

轴2的左右方向对称布置，所述的浮动挡料机构7包括浮动框701、缓冲机构702，所述的浮动

框701位于两件对称布置的第二转轴6内侧且位于导向杆9下端，所述的浮动框701与第二转

轴6转动相连且与导向杆9铰链相连，所述的缓冲机构702数量不少于2件，沿浮动框701均匀

布置，所述的缓冲机构702包括外壳体703、第一活塞704、推杆705、耐磨块706，所述的外壳

体703位于浮动框701上端，所述的外壳体703与浮动框701通过螺栓相连且与分液块12通过

软管相连，所述的第一活塞704位于外壳体703内侧，所述的第一活塞704与外壳体703间隙

配合相连，所述的推杆705位于第一活塞704下端且贯穿浮动框701，所述的推杆705与第一

活塞704螺纹相连且与浮动框701间隙配合相连，所述的耐磨块706位于推杆705下端，所述

的耐磨块706与推杆705螺纹相连，所述的第一活塞704还设有密封圈707，所述的密封圈707

位于第一活塞704外侧，所述的密封圈707与第一活塞704过盈配合相连，所述的耐磨块706

还设有碰撞斜面708，所述的碰撞斜面708位于耐磨块706的底部，所述碰撞斜面708与水平

面之间的夹角为15°。

[0025] 如图5至图8所示，所述的抗冲击支撑机构4包括下座体401、上座体402、储液槽

403、封盖404、调压机构405、缓冲机构406、转环机构407、第一液流通道408、第一节流块

409、第二液流通道410、第二节流块411、密封挡圈412、限位槽413，所述的下座体401位于机

壳1外侧且位于第一转轴2下端，所述的下座体401与机壳1通过螺栓相连，所述的上座体402

位于下座体401上端且位于第一转轴2上端，所述的上座体402与下座体401通过螺栓相连，

所述的上座体402还开设有储液槽403，所述的储液槽403位于上座体402中心处，所述的封

盖404伸入储液槽403内，所述的封盖404与上座体402螺纹相连，所述的调压机构405贯穿封

盖404，所述的缓冲机构406套装在上座体402和下座体401内侧且被第一转轴2贯穿，所述的

转环机构407数量为2件，沿第一转轴2对称布置且插装在上座体402和下座体401的内侧，所

述的第一液流通道408贯穿上座体402的主体且与储液槽403的腔体互通，所述的第一节流

块409位于第一液流通道408内侧，所述的第一节流块409与上座体402螺纹相连，所述的第

二液流通道410贯穿上座体402的主体且与储液槽403的腔体互通，所述的第二节流块411位

于第二液流通道410内侧，所述的第二节流块411与上座体402螺纹相连，所述的密封挡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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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数量为2件，沿转环机构407左右对称布置，所述的上座体402和下座体401的内侧均开设

有限位槽413。

[0026] 在储液槽403内充满非牛顿流体，第一节流块409和第二节流块411的结构相同，在

中心处均开设有截面形状为锥形的节流孔，第一节流块409位于第一液流通道408内，用于

连通第一液流通道408和橡胶主体414，第二节流块411位于第二液流通道410内，用于连通

第二液流通道410和主液流道430，使得储液槽8内的非牛顿流体能流入缓冲机构406和转环

机构407内，由于第一节流块409和第二节流块411内设的节流孔的上端直径大而下端的直

径小，因此储液槽403内的非牛顿流体能较快的流入缓冲机构406和转环机构407内，而缓冲

机构406和转环机构407内的非牛顿流体受力后缓慢的经第一节流块409和第二节流块411

流回储液槽403内，从而保证缓冲机构406和转环机构407的正常工作，正常工作时，缓冲机

构406和转环机构407的腔体与储液槽403的腔体互通，压力相同，不会因压力畸变导致的密

封、缓冲以及支撑失效。当破碎物料时，第一转轴2受到冲击较大，缓冲机构406内的非牛顿

流体粘度快速变化对第一转轴2进行支撑，防止冲击造成零部件的损坏，同时，在第一转轴2

快速转动时，转环机构407相对第一转轴2高速转动，密封槽8内的非牛顿流体粘度极剧变化

至固化状态，从而对由转环机构407与密封挡圈412组成的区域进行密封，通过调压机构405

可以调节缓冲机构406和转环机构407内非牛顿流体的压力，从而适用不同的工况要求。

[0027] 所述的缓冲机构406包括橡胶主体414、插接部415、支撑缓冲机构416，所述的插接

部415位于橡胶主体414外侧，所述的插接部415与橡胶主体414一体相连，所述的支撑缓冲

机构416数量不少于2件，等间距布置在橡胶主体414内侧。所述的支撑缓冲机构416包括凸

起部417、骨架418、挡液板419、第一锥形孔420，所述的凸起部417位于橡胶主体414内侧，所

述的凸起部417与橡胶主体414一体相连，所述的骨架418位于凸起部417内侧，所述的骨架

418与凸起部417一体相连，所述的挡液板419位于骨架418内侧，所述的挡液板419与骨架

418一体相连，所述的第一锥形孔420贯穿挡液板419。初始状态时，在下座体401和上座体

402内加工与插接部415匹配的卡装槽，将插接部415插装至卡装槽内实现缓冲机构406的固

定，橡胶主体414内和支撑缓冲机构416内充满非牛顿流体，当第一转轴2启动时以及正常工

作受到物料冲击时，会对与其接触的支撑缓冲机构416产生冲击作用，凸起部416内侧的骨

架418发生形变，在骨架418内部的非牛顿流体粘度快速变化阻止骨架418变形对第一转轴2

进行支撑。

[0028] 如图9所示，所述的调压机构405包括第二活塞421、导杆422、第一弹簧423、调节杆

424，所述的第二活塞421插装在储液槽403内，所述的导杆422位于第二活塞421上端且贯穿

封盖404，所述的导杆422与封盖404间隙配合相连，所述的第一弹簧423位于导杆422外侧且

位于第二活塞421和封盖404之间，所述的调节杆424贯穿封盖404且位于第二活塞421顶部，

所述的调节杆424与封盖9螺纹相连。储液槽403内充满非牛顿流体，调节杆424与第二活塞

421接触，通过手动旋转调节杆424可以推动第二活塞421下移，从而将非牛顿流体压入缓冲

机构406和转环机构407内，第一弹簧423处于压缩状态反作用第二活塞421，对储液槽403内

的非牛顿流体施加一定的压力，从而保证储液槽403内的压力稳定，使得缓冲机构406对第

一转轴2进行支撑。

[0029] 如图10所示，所述的转环机构407包括弧形板425、密封板426、钢球427、插接头

428、密封头429、主液流道430，所述的弧形板425插入密封槽201内，所述的密封板426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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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件，沿弧形板425的左右方向对称布置，所述的钢球427设置在弧形板425与密封板426之

间，所述的插接头428位于弧形板425顶部，所述的插接头428与弧形板425一体相连，所述的

密封头429位于插接头428外侧且插入限位槽413内，所述的密封头429与插接头428过盈配

合相连，所述的主液流道430位于弧形板425的中心处，所述的主液流道430贯穿弧形板425

的主体。在下座体401上和上座体402开设限位槽413，将套装在插接头428外侧的密封头429

插入限位槽413形成过盈配合，从而对弧形板425进行固定，初始位置时，非牛顿流体经主液

流道430流入密封槽201，当第一转轴2正常转动时，弧形板425与第一转轴2的相对速度较

大，在密封槽201与弧形板425之间空腔内的非牛顿流体粘度极剧变化，从而对由转环机构

407与两件对称布置的密封挡圈412组成的区域进行密封，由于密封槽201内的非牛顿流体

总量较少，对弧形板425的阻力作用并不强烈，再通过钢球427与密封槽201形成的滚动支撑

配合，有效降低阻力，保证转环机构407能达到设计要求正常工作。

[0030] 如图11所示，所述的压出机构11包括罐体1101、导向封盖1102、压杆1103、锥形推

头1104、导杆1105、第二弹簧1106，所述的罐体1101位于机壳1外侧且位于分液块12上端，所

述的罐体1101与机壳1通过螺栓相连且与分液块12通过软管相连，所述的导向封盖1102位

于罐体1101上端，所述的导向封盖1102与罐体1101螺纹相连，所述的压杆1103贯穿导向封

盖1102，所述的压杆1103与导向封盖1102间隙配合相连，所述的锥形推头1104位于罐体

1101内侧且位于压杆1103下端，所述的锥形推头1104与压杆1103螺纹相连，所述的导杆

1105贯穿导向封盖1102且位于锥形推头1104上端，所述的导杆1105与导向封盖1102间隙配

合相连且与锥形推头1104螺纹相连，所述的第二弹簧1106位于导杆1105外侧且导向封盖

1102和锥形推头1104之间，所述的压套1107位于压杆1103顶部，所述的压套1107与压杆

1103螺纹相连。将罐体1101充满非牛顿流体，第二弹簧1106处于压缩状态，使得锥形推头

1104对非牛顿流体施加一个推力，确保外壳体703内非牛顿流体处于受压的状态，导杆1105

沿导向封盖1105上下滑动，保证锥形推头1104动作平稳不晃动。当物料冲击碰撞斜面708

时，与推杆705相连的第一活塞704发生微小位移，推动非牛顿流体沿软管经分液块12进入

罐体1内，第二弹簧1106压缩，锥形推头1104微微上移，当冲击消失后，第二弹簧1106推动锥

形推头1104下移，从而将浮动机构702复位，重复上述步骤，实现浮动机构702的动态平衡。

[0031] 工作原理：本发明工作时，驱动机构(图中未画出)通过带轮3带动与第一转轴2固

连的破碎头5高速旋转对物料进行破碎，在此过程重，抗冲击支撑机构4对第一转轴2进行缓

冲支撑及流体密封，当小块物料冲击浮动挡料机构7时，浮动机构702内部的耐磨块706沿浮

动框701微微上移，推动非牛顿流体沿软管经分液块12进入压出机构11内，在此过程中，与

第一活塞704接触的非牛顿流体的粘度快速变化来缓冲冲击并对耐磨块706进行支撑，使得

物料与碰撞斜面708碰撞后落入破碎头5处进行破碎；当大块物料冲击浮动挡料机构7时，浮

动机构702一边与大块物料碰撞，一边随浮动框701沿第二转轴6转动对碰撞进行缓冲并将

物料回弹至破碎头5处进行破碎；当冲击消失后，浮动挡料机构7受重力复位，导向杆9沿机

壳滑动并带动缓冲弹簧10与机壳1接触，从而防止浮动挡料机构7直接撞击机壳。该装置结

构简单，能对物料进行高速破碎，且冲击小、密封可靠，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命，具有很强的

实用性。

[0032] 本发明不局限于上述具体的实施方式，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从上述构思出发，

不经过创造性的劳动，所做出的种种变换，均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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