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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器的用途：

本机适用于极其坚硬物料的破碎，如铬、钼、钒、硅、钨等合金的破碎。

二、主要技术参数：

一、PEC5023 型主要性能参数

1、 给料口 500×230mm

2、 给料粒度 ≤250×250×（70-100）mm

3、 排料口尺寸 40-100mm

4、 处理能力<产量> 2-15T/h（视材料硬度及破碎比而定）

5、 处理粒度<可调> 25-70mm

6、 进、出料破碎比 ≤1：5

7、 电动机 Y-315S-6 （转速 980r/m 功率 75KW）

8 、单机重量 约 21T

9、 外形尺寸 3440X1906X2190mm

二、PEC3015 型主要性能参数

1、给料口 300X150mm

2、给料粒度 ≤150X150X(30-60)mm

3、排料口尺寸 10-60mm

4、处理能力<产量> 1-5T/h（视材料硬度及破碎比而定）

5、处理粒度<可调> 5-40mm

6、 进、出料破碎比 ≤1：5

7、电动机 Y-225M-6 (转速 960r/m 功率 30KW)

8、单机重量 约 7T

9、外形尺寸 2400X1550X1500mm

三、PEC2009 型主要性能参数

1、给料口 200X90mm

2、给料粒度 ≤35mm
3

3、排料口尺寸 ≥5mm

4、处理能力<产量> 0.5T/h(视材料硬度及破碎比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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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处理粒度<可调> 1-5mm

6、 进、出料破碎比 ≤1：5

7、电动机 Y-180L-6(转速 960r/m 功率 15KW)

8、单机重量 约 2.6T

9、外形尺寸 1580X560X900mm

三、机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本机属于简摆颚式破碎机，其结构如图 1 所示。主要由机架、动颚、连杆部、

推力部、调整部、传动部等组成。

图 1 破碎机结构图

1、机架 2、动颚部 3、肘板 4、拉杆部 5、连杆部 6、

调整部 7、皮带轮

破碎机工作时，电动机通过三角皮带和皮带轮驱动偏心轴旋转，使连杆体上

下运动，通过前后肘板使动颚摆动，从而使进入破碎腔的物料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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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破碎机的安装与调整

一：安装：

破碎机应平稳安装于事先做好的基座上，并拧紧固定螺丝。具体安装方式视

现场及需方要求而定。

二：调整：

一：排料口的调整

两个颚板之间的排料口是通过调节肘板座后面的垫片完成的。如图 2。

图 2 排料口调整图

步骤如下：

1 松开弹簧①和弹簧②到自由长度。

2 松开弹簧③直到肘板座上部与机体出现间隙。

3 旋动调节螺丝推动肘板座使之与机体和垫板之间产生间隙。

4 减少或增加垫板④达到所要求的厚度。

5 松开调节螺丝，使得肘板座与机体和垫板之间间隙消除，此时应尽量后退

调节螺丝，以免其前端与肘板座接触，在生产中造成损坏。锁紧弹簧②，使之恢

复到初始状态。

6 锁紧弹簧③，使之恢复到原始状态。

7 锁紧弹簧①，使之恢复到原始状态。在生产中如发现有规律异常响声，应

检查弹簧①是否松动，可适当旋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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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超细粒度情况下排料口的调整

1 除遵守上述步骤外，在调节结束后必须人工转动皮带轮一周以上，检查两

块颚板间是否有适当间隙。

2 如发现因为两块颚板间没有间隙而导致皮带轮无法转动，应立即减少垫

板，直至可以人工转动一周以上出现适当间隙后方可开机。

注意：在松开弹簧前，测量和记录弹簧的高，以便调整后参考。

三：肘板更换：

1：前肘板更换

1 用绳索 A拉紧前肘板①，松开拉杆弹簧②。

2 用绳索 B拉紧连杆④，用绳索 C拉紧动颚③。

3 更换前肘板。

图 3 前肘板更换图

2：后肘板的更换

1 用绳索 A拉紧后肘板②，松开拉杆弹簧①。

2 用绳索 B拉紧连杆④。

3 更换后肘板②。

注意：更换新肘板时，应保证肘板端部平滑的装在对应肘板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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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后肘板更换图

五、破碎机的初次使用

启动前的准备工作做完后，开动机器，检查皮带轮旋转方向是否正确。空转

大约 2—3 小时后，检查以下情况：

1 有无异常噪音，检查各螺栓是否松动。

2 轴承温升、电机电流是否正常。

确认无异常情况后，破碎机以 50%—60%的工作负载运转 1 小时，然后再检

查如下几项：

机器有无异常振动、轴承温升如何、螺栓是否松动、拉杆弹簧长度是否变化、

电动电流是否正常，如有问题立即停机解决。

上述检验完成后，再使给料量到满负荷，观察记录轴承温升、电机电流及振

动情况，运转 1—3 小时后，再次拧紧各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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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破碎机润滑与管理

项目 润滑部位

动颚衬套 连 杆 电机

机架轴承 连杆轴承 迷宫密封

润滑剂名

称

2 号、3 号

锂基脂

200 号 、

250 号 工

业齿轮油

200 号 、

250 号 工

业齿轮油

2 号、3 号

锂基脂

2 号、3 号

锂基脂

加油部位

及数量

左 右 左 右 1 左 右 电机两端

1 1 1 1 3 3 各 1

加注方式 用油枪向

孔内加脂

注入通气

孔（注油时

旋下盖子）

注入通气

孔（注油时

旋下盖子）

用油枪向

孔内加脂

用油枪向

孔内加脂

（加注前

排去废脂）

首次加油

量

每孔加至

微溢为止

加至油尺

所标上限

加至油尺

所标上限

加至微溢

为止

加至微溢

为止

加油间隔

时间

每周一次 每天多次，

适量

每天多次，

适量

每天多次，

适量

每季度一

次

更换周期 半年一次

或 2500 小

时

半年一次

或 2500 小

时

半年一次

或 2500 小

时

半年一次

或 2500 小

时

半年一次

或 3000 小

时

加、换脂工

种

加脂：操作

工

换脂：钳工

操作工 操作工 加脂：操作

工

换脂：钳工

加脂：操作

工

换脂：电工

注意：第一次使用的破碎机，使用一个月后须更换新的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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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电气运行及安全操作规程

一：电动机启动方式：

电动机采用自耦减压启动(PEC2009除外)，随破碎机配有一台自耦减压启动

控制柜，具体使用请参阅附于控制柜内的《控制柜使用说明书》及控制柜上的铭

牌。

二：注意事项：

1111 运行中的电动机电流不得超过电动机额定数据，电压不得超过额定电压的

±5%，动态功率亦不得超过电动机额定数据，电动机温度不得超过 85℃，电动

机轴承温度不得超过 80℃。

2222 新电动机投入运行三周后，轴承油应全部调换，以后每隔 3000小时调换

一次。

3333 破碎机在运转时，若发现颚板轧死或咬牢等现象，应立即停机，以防电动

机因过载而烧坏。

4444 电动机启动后，要等减压启动部分自动跳转进入正常运转后，方可往破碎

机里加料，进行正常生产。

三：每周停机检查：

1111 电动机有无异味，皮带轮、皮带轴有无异常。

2222 控制柜内线路及零部件有无松动、烧坏等异常现象。

3333 电动机冷却风叶是否正常。

四：安全措施：

破碎机的开机和停机必须由专人负责。破碎机及电动机在进行检修、调整及

清扫时，必须切断主电源，并在电源处挂上“有人检修，禁止合闸”等警示牌，

以防止发生意外及触电事故。工作完毕人员离开时，电源必须上锁。



9

五：电动机启动操作步骤：

1111 检查总电源开关是否处于合上位置。

2222 检查启动柜上电压表的指示，不得超出额定范围。

3333 检查电动机及破碎机的周边危险区域内是否有人，如有应立即离开。

4444 按下启动按钮，电动机开始低速运转。

5555 启动柜按设定时间延时后，运行指示灯点亮，电动机进入正常运转状态，

此时方可进行正常生产操作。

6666 检查启动柜上电流表的指示，不得超出额定范围。

六：电动机停机操作：

1111 必须等破碎腔中的物料全部排空后方可进行停机操作。

2222 按下停止按钮，运行指示灯灭，电流表回零，电动机停止运行。

3333 在电动机断电后的惯性运行期间（未完全停止转动前），不得进行任何检

修、调整及清扫等工作，以防发生意外。

九、使用安全规程

1111 操作人员必须经安全技术教育，熟悉破碎机性能后方可上岗操作。

2222 破碎机启动前必须认真检查各设备部件的安全防护装置，应确保完好无

损，严禁机器带病操作。

3 每次机器在启动前必须认真清除料腔内的剩余物料，并人工转动飞轮数

圈，无卡阻、转动灵活方能开机。

4444 破碎机运转中，严禁对零部件做任何调整、清理或检修；严禁从加料口向

机内窥视或用铁棒、铁锤等拨动或敲打破碎腔内的大块物料；严禁操作人员站在

进料口和破碎腔内用手搬运或挪动物料。

5555 开动机器应由专人负责，启动前必须鸣铃示警，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方可

启动。

6666 每次启动前或停机后必须检查各紧固部位，必须确保完好。设备操作亦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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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有一定操作水平、有责任心的专人负责。

7777 开启破碎机后，在减压延时启动期间严禁往破碎腔中加料。

8888 加料口上方要加装防护罩，防止铁块飞溅伤人；严禁从输送带上跨越。

9999 设备检修、调整及清扫时，必须切断电源，并在电源处挂上“有人检修，

禁止合闸”等警示牌。工作完毕人员离开时，电源必须上锁。

10101010 在关闭电源后设备未完全停止转动前，不得进行任何检修、调整及清扫

等工作。

11111111 电动机、皮带轮必须安装防护网罩，电器设备必须有可靠接地。没有安

全措施或防护设施损坏时不得启动设备。

12121212如因腔内物料阻塞停车，应立即关闭电源，须将物料彻底清除方可重新

启动，否则易造成电动机及机器零部件损坏。

11113333 工作场地不准堆放杂物，设备周围应有足够照明。

14141414 操作平台必须装有可靠的防护栏，并按规定装贴脚线。

11115555 使用行车必须遵守《行车工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和《行车指挥工安全技

术操作规程》。

十、 维护规程

一：启动前的维护：

1111 必须按照《操作规程》严格检查地脚螺栓、活动齿板、固定齿板等是否紧

固，任何紧固件均不得松动。

2222 检查并调整拉紧弹簧的压缩量。

3333 根据润滑表按时添加润滑油及润滑脂。

4444 清除场地、设备及破碎腔内的各类杂物。

5555 检查安全设施是否完整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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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度检查及维护：

1111 检查连杆轴承与机架的润滑油状况，如受污染或老化变质应立即更换。初

次使用的设备，应在投入使用后两周更换润滑油。

2222 检查并添加迷宫密封盖内的润滑脂。

3333 检查活动齿板、固定齿板及夹板的磨损程度，如齿形磨平应调头使用或更

换。

4444 检查三角皮带的张紧及磨损程度，根据实际情况作相应调整或更换。

5555 检查拉杆弹簧及其他弹簧的压缩量及磨损情况，并酌情处理。

6666 检查机架及连杆轴承的运转状况，如有异常应拆机检查并作相应处理，直

至更换新的轴承。

7777检查动颚轴衬套内及防尘封环内的润滑脂。

8888 检查肘板和肘座的接合是否良好，如果磨损量超过 5mm，应立即更换。

9999 检查动颚轴衬套的磨损量，如果超过 0.5mm，应立即更换。

10101010 破碎机检修后必须空载运行一段时间，以确保正常使用。

11111111 检修后必须把设备本体和辅助设备、场地等打扫干净。

十一、操作规程

一：启动前的准备工作：

1111 检查机座和各紧固部位是否紧固，如有松动应及时拧紧。

2222 检查活动齿板和固定齿板的压紧螺栓是否紧固，如有松动应及时拧紧。

3333 检查轴承油标的油位，及时补足润滑油。

4444 根据润滑表与润滑图添加润滑油及润滑脂。

5555 检查并调整拉杆弹簧的压缩量。

6666 传动皮带是否正常，张紧力是否正确，且皮带上不得有油污。

7777 检查破碎腔内有无物料，严禁载荷开机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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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 检查破碎腔出料口的开度，最小不得低于铭牌标注，严禁啮齿、碰齿。

9999 检查辅助设备，如皮带机、翻斗、平台料口等不得有杂物。

10 检查各防护装置是否完整、良好。

11 启动前必须揿铃发出信号，上下工序联系好后方可开车。

二：启动：

1 启动破碎机必须在空载下进行，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停车。

2 启动后必须空载运行十分钟，以检查皮带轮转动是否正常；肘板与肘座的

运动有无振动或异常响声；轴承运转及温度有无异常；电动机电压及电流是否在

额定范围内等，只有在一切正常的状态下才能载荷运行，正常生产。

3 开机操作程序

打铃警告—启动破碎机—启动皮带机—启动翻斗—加料

三：正常生产操作：

1 必须根据所用型号的给料量逐块均匀加料，在第一块物料全部破碎并通过

破碎腔后方能加入第二块物料，严禁大量料块充满破碎腔。

2 投入料块的规格必须与铭牌相符，严禁超规格大块料投入破碎腔。

3 严禁夹带其他金属、杂物进入破碎腔。

4 如破碎腔被大块料堵塞时，必须排除料块后方能继续给料。

5 如遇突然停电或其他事故影响继续破碎时，必须先清除破碎腔内的物料，

检查并排除故障后才能继续启动。

6 检查排料块度，如超过标准应停机调整排料口的开口度。排料口的最小开

口度不得小于铭牌标注。

四：停机：

1 先停止加料，待破碎机内被破碎的物料全部排除后方可关闭电源，然后再

关闭皮带输送机。

2 破碎结束关闭总电源后，待破碎机转动完全停止后才能对场地、平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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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等进行清扫，最后按开车前检查项目再对破碎机进行全面检查，确定设备没有

任何异常后才能离开现场。

五：操作时设备完好标准：

1 排料口间隙必须控制在调整值范围内，最小间隙不得小于铭牌标注。严禁

啮齿、碰齿等现象。

2 活动齿板、固定齿板与安装面必须压紧。

3 基础螺栓和机体各装配紧固螺栓不允许松动。

4 固定齿板螺栓弹簧、肘板座压紧弹簧和活动齿板螺栓弹簧应在正常压缩范

围内（压缩量为 15mm），拉杆张力弹簧压缩量应保证在 20mm。

5 固定齿板、活动齿板和夹板应安放正确并不得有任何松动。

6 张力弹簧和拉杆不应有异常响声和振动。

7 肘板、肘座应紧密接触，调节垫板和各装配面之间不应有任何间隙，并用

尘封橡皮将肘板全部盖住，以防止油液、灰尘等进入。

8 连杆和机架轴承的润滑油必须保证在油标油位内，防止污染并定期更换。

迷宫封环用密封脂添加至密封环周围有稍微渗出为止。

9 定期检查轴承的工作温度，如温度超过 60℃应立即停车检查处理。

10 动颚轴衬套应按规定添加润滑脂，工作温度不得超过 60℃。

11 必须按操作运行的实际情况进行运行及状态检测记录。

12 设备在运转时，操作者不得离开工作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