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0254049.0

(22)申请日 2020.03.04

(73)专利权人 厦门骏兴福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 361000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

布塘缉仔亭里1313-119号二楼201

    专利权人 厦门利洁源建筑废土资源再生处

置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刘清竹　柯晋庆　刘福一　

(51)Int.Cl.

B02C 17/18(2006.01)

B02C 23/02(2006.01)

B65G 69/18(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球磨机的进料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球磨机的进料装置。

其技术要点包括与球磨机的进料口连接的进料

管，进料管内设置有螺旋输送机构，进料管的上

端设置有进料斗，还包括向上提升且用于将原料

输送至进料斗内的传送带，传送带较高位置的出

料端位于进料斗开口的上方，传送带的周侧设置

罩住传送带的防尘壳，防尘壳沿着传送带的长度

方向排布，防尘壳的上端与进料斗的开口处连通

有保护罩。本实用新型具有能够在进料时减小粉

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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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球磨机的进料装置，包括与球磨机（1）的进料口连接的进料管（2），所述进料管

（2）内设置有螺旋输送机构（3），所述进料管（2）的上端设置有进料斗（4），其特征在于：还包

括向上提升且用于将原料输送至进料斗（4）内的传送带（5），所述传送带（5）较高位置的出

料端位于进料斗（4）开口的上方，所述传送带（5）的周侧设置罩住传送带（5）的防尘壳（6），

所述防尘壳（6）沿着传送带（5）的长度方向排布，所述防尘壳（6）的上端与进料斗（4）的开口

处连通有保护罩（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球磨机的进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罩（7）设置为

两端为开口的环形布袋，所述环形布袋的两端与防尘壳（6）和进料斗（4）可拆卸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球磨机的进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环形布袋的一端套

接进料斗（4）开口外壁上，另一端套接在防尘壳（6）的上端开口，所述环形布袋的两端外壁

捆绑有用于将环形布袋绑紧在进料斗（4）和防尘壳（6）上的捆绳（8）。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球磨机的进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斗（4）开口外

壁上和防尘壳（6）上端外壁设置有环槽（9），所述捆绳（8）捆绑于环槽（9）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球磨机的进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防尘壳（6）包括设

置在传送带（5）的安装架下方的凹壳（61）和设置在安装架上方的弧形罩（62），所述凹壳

（61）的两侧上端沿着其长度方向设置有滑槽（10），所述弧形罩（62）包括若干个两端滑移在

两滑槽（10）内的弧形架（621）以及固定在各弧形架（621）上防尘布（622），所述滑槽（10）上

设置有用于将位于滑槽（10）两端的弧形架（621）固定在滑槽（10）上的螺栓螺母组件。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球磨机的进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斗（4）的外壁

上设置有透明的观察窗（1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球磨机的进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斗（4）与进料

管（2）的连接处竖直设置有橡胶管（12），所述进料斗（4）的外壁上设置有用于对进料斗（4）

进行振动的振动机构。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球磨机的进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振动机构为安装在

进料斗（4）外壁上的振动电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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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球磨机的进料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泥生产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球磨机的进料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球磨机是物料被破碎之后，再进行粉碎的关键设备。这种类型磨矿机是在其筒体

内装入一定数量的钢球作为研磨介质。它广泛应用于水泥，硅酸盐制品，新型建筑材料等生

产行业，对矿石和其它可磨性物料进行干式或湿式粉磨。

[0003] 在公告号为CN204769069U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球磨机进料装置，包括进料管、

支撑底座，进料斗、密封法兰、进料衬套，进料管固定在支撑底座上，其前端伸入球磨机进料

口内，密封法兰内设有回料螺旋，其旋向与进料方向一致，密封法兰一端固定在进料衬套

上，另一端设有倾斜的耐磨橡胶板，进料管上设有角型密封橡胶，耐磨橡胶板与角型密封橡

胶紧密接触，进料管内穿置有转轴，转轴上设有螺旋叶片，进料管顶部设有进料斗，转轴端

部设有减速机，减速机一端通过联轴器与所述转轴连接，减速机另一端与电动机输出轴连

接。

[0004] 现有技术中类似于上述的球磨机的进料装置，其需要粉碎的原料从进料斗内落到

进料管内，然后再由转轴、螺旋叶片、减速机和电动机组成的螺旋输送机构将原料输送到球

磨机内部进行粉碎。但是，进料斗开口一般是暴露在外，没有进行遮盖，且水泥原料一般为

石灰石和工业废渣，在下落的过程会产生粉尘，导致球磨机在进料过程中会有粉尘从进料

斗出口飞出，对环境造成污染。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现有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球磨机的进料装置，其具

有能够在进料时减小粉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的优点。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球磨机的进料装置，包括与球磨机的进料口连接的进料管，所述进料管内设

置有螺旋输送机构，所述进料管的上端设置有进料斗，还包括向上提升且用于将原料输送

至进料斗内的传送带，所述传送带较高位置的出料端位于进料斗开口的上方，所述传送带

的周侧设置罩住传送带的防尘壳，所述防尘壳沿着传送带的长度方向排布，所述防尘壳的

上端与进料斗的开口处连通有保护罩。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传送带能够将原料向上输送到进料斗内，然后从进料管

内通过螺旋输送机构输送到球磨机内进行粉碎；防尘壳能够起到格挡的效果，防止传送带

上的粉尘飘到周围；且原料从传送带上端落入进料斗时有保护罩进行格挡，因此能够在落

料处能够形成密封效果，使得粉尘落到进料斗或者防尘壳内，防止下落时产生的粉尘飘散

到四周，实现能够在进料时减小粉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的效果。

[000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保护罩设置为两端为开口的环形布袋，所述环形

布袋的两端与防尘壳和进料斗可拆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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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保护罩设置为环形布袋，制作方便，在保证防尘的效果

时具有较好的柔性，方便保护罩的安装，且环形布袋与防尘壳和进料斗可拆卸连接能够方

便对进料斗的内壁进行清洁。

[001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环形布袋的一端套接进料斗开口外壁上，另一端

套接在防尘壳的上端开口，所述环形布袋的两端外壁捆绑有用于将环形布袋绑紧在进料斗

和防尘壳上的捆绳。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环形布袋的两端套在进料斗开口和防尘壳的一端上

后，通过捆绳进行绑紧，能够实现环形布袋与进料斗和防尘壳之间的快速可拆卸连接。

[001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进料斗开口外壁上和防尘壳上端外壁设置有环

槽，所述捆绳捆绑于环槽内。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环槽，且将捆绳捆绑在环槽内，能够将捆绳限制

在环槽内，减小捆绳发生位移的概率，且能增加对环形布袋的接触面积，提高捆绳对环形布

袋的绑紧效果。

[0015]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防尘壳包括设置在传送带的安装架下方的凹壳和

设置在安装架上方的弧形罩，所述凹壳的两侧上端沿着其长度方向设置有滑槽，所述弧形

罩包括若干个两端滑移在两滑槽内的弧形架以及固定在各弧形架上防尘布，所述滑槽上设

置有用于将位于滑槽两端的弧形架固定在滑槽上的螺栓螺母组件。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凹壳和弧形罩能够形成罩住传送带的防尘壳，通过将

防尘布固定在多个弧形架上形成弧形罩，质量轻，成本低；且两端的弧形架滑移至滑槽两端

便能带动其他的弧形架移动，再通过螺栓螺母组件固定，便能实现防尘壳将传送带罩住；且

将各个弧形架移动至滑槽的同一端后便能打开防尘壳，方便对防尘内的传送带进行维修。

[0017]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进料斗的外壁上设置有透明的观察窗。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设置透明的观察窗方便观察进料斗内的进料情况。

[001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进料斗与进料管的连接处竖直设置有橡胶管，所

述进料斗的外壁上设置有用于对进料斗进行振动的振动机构。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在雨季时原料较为潮湿，存在堵住进料斗出口的情

况；橡胶管具有较好的弯曲变形能力，振动机构能够对安装在橡胶管上端的进料斗进行振

动，使得堵塞在进料斗内的原料能够正常从进料斗下落至进料管内，避免进料斗被原料堵

住，保证正常送料。

[002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振动机构为安装在进料斗外壁上的振动电机。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振动电机工作时能够对进料斗进行振动，以将堵塞在进

料斗上的原料振落，实现对进料斗的疏通。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24] （1）通过设置传送带、防尘壳和保护罩，在将原料通过传送带输送至上方进料斗内

时，防尘壳能够防止传送带在输送时产生的粉尘散到周围，且保护罩能够将进料斗开口和

防尘壳连通在一起，防止原料落到进料斗内时产生的粉尘飘散到周围，起到能够在进料时

减小粉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的效果；

[0025] （2）通过设置橡胶管和振动电机，能够对进料斗进行振动，将堵塞的进料斗导通，

防止潮湿的原料堵塞进料斗出口，保证正常进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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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3）通过设置环形布袋和捆绳，能够方便保护罩的制作，且方便保护罩与进料斗和

防尘壳之间的快速安装和拆卸。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进料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隐藏保护罩后的进料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是图1中局部A部分的放大示意图；

[0030] 图4是图2中局部B部分的放大示意图。

[0031] 附图标记：1、球磨机；2、进料管；3、螺旋输送机构；31、电动机；4、进料斗；5、传送

带；6、防尘壳；61、凹壳；62、弧形罩；621、弧形架；622、防尘布；7、保护罩；8、捆绳；9、环槽；

10、滑槽；11、观察窗；12、橡胶管；13、振动电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描述。

[0033] 实施例，一种球磨机的进料装置，如图1和图2所示，包括与球磨机1的进料口连接

的进料管2，进料管2内设置有用于将原料输送至球磨机1内的螺旋输送机构3，螺旋输送机

构3包括沿着进料管2长度方向设置的转轴、焊接在转轴外壁上的螺旋叶片、以及设置在进

料管2外用于带动转轴转动的电动机31；进料管2的上端固定有进料斗4，还包括向上提升且

用于将原料输送至进料斗4内的传送带5，传送带5较高位置为出料端且其位于进料斗4开口

的上方，原料通过传送带5输送至进料斗4内，接着进入进料管2，最后进入球磨机1内进行粉

碎。

[0034] 其中，在传送带5的周侧设置罩住传送带5的防尘壳6，防尘壳6沿着传送带5的长度

方向延伸，且防尘壳6的上端与进料斗4的开口处连通有保护罩7，保护罩7的两端分别与进

料斗4开口和防尘壳6的上端密封。原料在传送带5上输送时，防尘壳6能够防止输送时产生

的粉尘散到周围，而保护罩7能够将传送带5的进料端与进料斗4开口罩住，使得原料从传送

带5落到进料斗4内时产生的粉尘无法散到周围，实现能够在进料时减小粉尘对周围环境的

影响的效果。

[0035] 具体的，如图3和图4所示，保护罩7设置为两端为开口的环形布袋，环形布袋的两

端与防尘壳6和进料斗4可拆卸连接，便于保护罩7的安装、拆卸和制作。其中，环形布袋的一

端套接进料斗4开口外壁上，另一端套接在防尘壳6的上端开口，环形布袋的两端外壁捆绑

有用于将环形布袋绑紧在进料斗4和防尘壳6上的捆绳8，实现保护罩7与进料斗4和防尘壳6

之间的快速安装和拆卸。且在进料斗4开口外壁上和防尘壳6上端外壁设有环槽9，捆绳8捆

绑于环槽9内，捆绳8可选择铁丝线，环槽9能够对铁丝线的捆绑位置进行限制，提高保护罩7

的安装稳定性。

[0036] 具体的，防尘壳6包括固定在传送带5的安装架下方的凹壳61和设置在安装架上方

的弧形罩62，凹壳61的两侧上端沿着其长度方向固定有滑槽10，滑槽10的开口朝上设置，弧

形罩62包括若干个两端滑移在两滑槽10内的弧形架621以及固定在各弧形架621上防尘布

622，弧形架621的两侧下端固定有滑移于滑槽10内的滑块，相邻的弧形架621之间均具有防

尘布622，且防尘壳6上的环槽9位于上端弧形架621外表面和凹壳61的外壁上；滑槽10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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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有用于将位于滑槽10两端的弧形架621固定在滑槽10上的螺栓螺母组件，螺栓从滑槽

10一侧同时穿过滑槽10和滑块并与螺母锁紧，实现弧形架621与滑槽10之间的固定；通过将

两端的弧形架621向滑槽10的两端滑移，再通过螺栓螺母组件进行锁紧，弧形罩62便能与凹

壳61密封配合罩住传送带5，且将各弧形架621移动至滑槽10的同一端时，便能将防尘壳6打

开，起到防尘壳6的质量轻，安装方便，且方便打开对传送带5进行维修的效果。

[0037] 进一步的，在进料斗4的外壁上安装有透明的观察窗11，方便观察进料斗4的进料

情况。

[0038] 进料斗4与进料管2的连接处竖直连接有一段橡胶管12，橡胶管12可选择橡胶波纹

管，橡胶波纹管的上下两端与通过法兰与进料斗4和进料管2连接，在进料斗4的外壁上设置

有用于对进料斗4进行振动的振动机构，振动机构为安装在进料斗4外壁上的振动电机13，

使得进料斗4和橡胶管12能够在进料管2上发生振动，将堵塞在进料斗4内的原料进行导通，

保证正常送料。

[0039]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过程和有益效果如下：

[0040] 原料通过传送带5向上输送至进料斗4，并从进料端落到进料斗4内，再从进料管2

通过螺旋输送机构3输送至球磨机1内进行粉碎。其中，原料在输送带上传送时，产生的粉尘

能够被防尘壳6格挡住，避免散到四周；且保护罩7能够实现传送带5的进料端与进料斗4开

口的连通和密封，进而对原料落到进料斗4内时产生的粉尘进行格挡，防止下落时产生的粉

尘飘散到四周，实现能够在进料时减小粉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的效果。

[0041] 其中，保护罩7由环形布袋制成，制作和安装方便；防尘壳6由凹壳61、弧形架621和

防尘布622组成，质量轻，且方便打开防尘壳6，以方便对传送带5进行维修。

[0042]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故：凡依本发明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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