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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滚动磨盘式石墨粉制

备加工系统，包括支撑装置、混匀磨碎装置和铁

砂去除装置，所述的支撑装置内部上侧安装有混

匀磨碎装置，支撑装置内部下侧安装有铁砂去除

装置。本发明可以解决现有的系统在对石墨粉进

行研磨时，通常采用一次磨碎机构对石墨进行磨

碎，导致出现研磨不充分、不均匀等情况，使得加

工出的石墨粉质量下降，而且现在的设备在对石

墨粉进行研磨后，石墨粉中的杂质难以去除，石

墨粉中通常夹杂着铁砂杂质，对于后续石墨粉的

使用带来不利影响等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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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滚动磨盘式石墨粉制备加工系统，包括支撑装置(1)、混匀磨碎装置(2)和

铁砂去除装置(3)，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支撑装置(1)内部上侧安装有混匀磨碎装置(2)，支

撑装置(1)内部下侧安装有铁砂去除装置(3)；其中：

所述的支撑装置(1)包括底板(11)、支撑板(12)、加工架(13)、入料口(14)、电机架(15)

和固定块(16)，所述的底板(11)上端面左右对称安装有支撑板(12)，支撑板(12)上端面上

安装有固定块(16)，固定块(16)之间安装有加工架(13)，加工架(13)左右两侧对称安装有

电机架(15)；

所述的混匀磨碎装置(2)包括驱动机构(21)、旋转连接杆(22)、混匀机构(23)、上磨板

(24)、下磨板机构(25)、上打磨机构(26)、打磨球(27)、密封圈(28)和旋转卡齿(29)，所述的

加工架(13)上端面上利用轴承安装有旋转连接杆(22)，旋转连接杆(22)上安装有混匀机构

(23)，混匀机构(23)下侧安装有上磨板(24)，下磨板机构(25)上均匀设置有上打磨机构

(26)，下磨板机构(25)下侧安装有下磨板机构(25)，下磨板机构(25)上端面上均匀设置有

打磨球(27)，下磨板机构(25)上端面外侧安装有密封圈(28)，打磨球(27)与上打磨机构

(26)呈交错式排布，下磨板机构(25)与上磨板(24)外侧沿周向均匀设置有旋转卡齿(29)，

旋转卡齿(29)外侧通过卡齿配合的方式安装有驱动机构(21)；

所述的铁砂去除装置(3)包括外挡板(31)、过砂孔(32)、电磁板(33)、遮罩(34)、出砂口

(35)和出料口(36)，所述的支撑板(12)下侧左右对称安装有电磁板(33)，电磁板(33)外侧

安装有遮罩(34)，遮罩(34)外侧对称安装有外挡板(31)，外挡板(31)呈倾斜后竖直结构，外

挡板(31)竖直位置均匀设置有过砂孔(32)，支撑板(12)下端面左右对称安装有出砂口

(35)，支撑板(12)下端面中部安装有出料口(3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滚动磨盘式石墨粉制备加工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驱动机构(21)包括驱动电机(211)、传动链条(212)和电机卡齿(213)，所述的电机架(15)

内安装有驱动电机(211)，驱动电机(211)输出轴上均匀设置有电机卡齿(213)，电机卡齿

(213)通过卡齿配合的方式安装有传动链条(212)，传动链条(212)另一端与旋转卡齿(29)

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滚动磨盘式石墨粉制备加工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混匀机构(23)包括混料杆(231)、混料板(232)、毛刷(233)、混料盘(234)和集料槽(235)，

所述的旋转连接杆(22)外侧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安装有混料盘(234)，混料盘(234)通过固

定方式与支撑板(12)连接，混料盘(234)中部设置有集料槽(235)，旋转连接杆(22)上侧对

称安装有混料杆(231)，混料杆(231)下端安装有混料板(232)，混料板(232)下端面上设置

有毛刷(23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滚动磨盘式石墨粉制备加工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上打磨机构(26)包括分料槽(261)、碾压弹簧(262)、碾压活动块(263)、碾压头(264)、外

磨板(265)和粉末孔(266)，所述的上磨板(24)上均匀设置有分料槽(261)，相邻分料槽

(261)之间下端面上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安装有碾压活动块(263)，碾压活动块(263)与上

磨板(24)之间通过碾压弹簧(262)连接，碾压活动块(263)下端面上安装有碾压头(264)，碾

压头(264)外侧安装有外磨板(265)，外磨板(265)上对称均匀设置有粉末孔(266)。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滚动磨盘式石墨粉制备加工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下磨板机构(25)包括滤料槽(251)、滤料筛(252)和下磨板(253)，所述的下磨板(25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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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面上均匀设置有打磨球(27)，打磨球(27)之间设置有滤料槽(251)，滤料槽(251)内安装

有滤料筛(252)。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基于滚动磨盘式石墨粉制备加工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混料盘(234)截面呈向内倾斜结构，混料板(232)倾斜角度与混料盘(234)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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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滚动磨盘式石墨粉制备加工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石墨粉制备加工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基于滚动磨盘式石墨粉制备加工

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石墨粉质软，黑灰色；有油腻感，可污染纸张。在隔绝氧气条件下，其熔点在3000℃

以上，是最耐温的矿物之一。常温下石墨粉的化学性质比较稳定，不溶于水、稀酸、稀碱和有

机溶剂；材料具有耐高温导电性能，可做耐火材料，导电材料，耐磨润滑材料。

[0003] 目前，现有的石墨粉制备加工系统在制备石墨粉时，通常存在以下缺陷：1、现有的

系统在对石墨粉进行研磨时，通常采用一次磨碎机构对石墨进行磨碎，导致出现研磨不充

分、不均匀等情况，使得加工出的石墨粉质量下降；2、现在的设备在对石墨粉进行研磨后，

石墨粉中的杂质难以去除，石墨粉中通常夹杂着铁砂杂质，对于后续石墨粉的使用带来不

利影响。

发明内容

[0004] (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本发明可以解决现有的系统在对石墨粉进行研磨时，通常采用一次磨碎机构对石

墨进行磨碎，导致出现研磨不充分、不均匀等情况，使得加工出的石墨粉质量下降，而且现

在的设备在对石墨粉进行研磨后，石墨粉中的杂质难以去除，石墨粉中通常夹杂着铁砂杂

质，对于后续石墨粉的使用带来不利影响等难题。

[0006] (二)技术方案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基于滚动磨盘式石墨粉制备

加工系统，包括支撑装置、混匀磨碎装置和铁砂去除装置，所述的支撑装置内部上侧安装有

混匀磨碎装置，支撑装置内部下侧安装有铁砂去除装置。

[0008] 所述的支撑装置包括底板、支撑板、加工架、入料口、电机架和固定块，所述的底板

上端面左右对称安装有支撑板，支撑板上端面上安装有固定块，固定块之间安装有加工架，

加工架左右两侧对称安装有电机架；人工通过入料口将待研磨加工的石墨原料加入加工架

内。

[0009] 所述的混匀磨碎装置包括驱动机构、旋转连接杆、混匀机构、上磨板、下磨板机构、

上打磨机构、打磨球、密封圈和旋转卡齿，所述的加工架上端面上利用轴承安装有旋转连接

杆，旋转连接杆上安装有混匀机构，混匀机构下侧安装有上磨板，下磨板机构上均匀设置有

上打磨机构，下磨板机构下侧安装有下磨板机构，下磨板机构上端面上均匀设置有打磨球，

下磨板机构上端面外侧安装有密封圈，打磨球与上打磨机构呈交错式排布，下磨板机构与

上磨板外侧沿周向均匀设置有旋转卡齿，旋转卡齿外侧通过卡齿配合的方式安装有驱动机

构；石墨原料通过上打磨机构进行一次碾压磨碎加工，再通过打磨球与上打磨机构配合，驱

动机构带动上磨板与下磨板机构沿相反方向转动，实现对石墨粉进行二次加工打磨，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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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加工后的石墨粉存在研磨不充分、不均匀的目的。

[0010] 所述的铁砂去除装置包括外挡板、过砂孔、电磁板、遮罩、出砂口和出料口，所述的

支撑板下侧左右对称安装有电磁板，电磁板外侧安装有遮罩，遮罩外侧对称安装有外挡板，

外挡板呈倾斜后竖直结构，外挡板竖直位置均匀设置有过砂孔，支撑板下端面左右对称安

装有出砂口，支撑板下端面中部安装有出料口；通过电磁板之间产生通电产生磁场，石墨粉

中的铁砂被吸引穿过过砂孔，通过外挡板将石墨粉与铁砂隔开，并通过出砂口和出料口进

行卸料。

[001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驱动机构包括驱动电机、传动链条和电

机卡齿，所述的电机架内安装有驱动电机，驱动电机输出轴上均匀设置有电机卡齿，电机卡

齿通过卡齿配合的方式安装有传动链条，传动链条另一端与旋转卡齿连接；驱动电机通过

传动链条带动上磨板与下磨板机构做反向转动。

[001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混匀机构包括混料杆、混料板、毛刷、混

料盘和集料槽，所述的旋转连接杆外侧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安装有混料盘，混料盘通过固

定方式与支撑板连接，混料盘中部设置有集料槽，旋转连接杆上侧对称安装有混料杆，混料

杆下端安装有混料板，混料板下端面上设置有毛刷；通过旋转连接杆带动混料板沿混料盘

表面进行旋转，毛刷将石墨原料混匀通过集料槽收集落下。

[001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上打磨机构包括分料槽、碾压弹簧、碾压

活动块、碾压头、外磨板和粉末孔，所述的上磨板上均匀设置有分料槽，相邻分料槽之间下

端面上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安装有碾压活动块，碾压活动块与上磨板之间通过碾压弹簧连

接，碾压活动块下端面上安装有碾压头，碾压头外侧安装有外磨板，外磨板上对称均匀设置

有粉末孔；待加工石墨原料通过分料槽进入外磨板与碾压头之间，利用碾压弹簧与碾压活

动块配合使用，使石墨原料进行一次碾压破碎。

[001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下磨板机构包括滤料槽、滤料筛和下磨

板，所述的下磨板上端面上均匀设置有打磨球，打磨球之间设置有滤料槽，滤料槽内安装有

滤料筛；二次旋转研磨的石墨粉通过滤料槽内滤料筛筛分出所需粒径的石墨粉。

[001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混料盘截面呈向内倾斜结构，混料板倾

斜角度与混料盘一致。

[0016] (三)有益效果

[0017] 1.本发明提供的基于滚动磨盘式石墨粉制备加工系统，石墨原料通过上打磨机构

进行一次碾压磨碎加工，再通过打磨球与上打磨机构配合，驱动机构带动上磨板与下磨板

机构沿相反方向转动，实现对石墨粉进行二次加工打磨，达到防止加工后的石墨粉存在研

磨不充分、不均匀的目的；

[0018] 2.本发明提供的基于滚动磨盘式石墨粉制备加工系统，通过电磁板之间产生通电

产生磁场，石墨粉中的铁砂被吸引穿过过砂孔，通过外挡板将石墨粉与铁砂隔开，达到取出

石墨粉中铁砂杂质的目的，有利于后续石墨粉的使用。

附图说明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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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2是本发明混匀磨碎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是本发明图2的Ⅰ部局部放大图；

[0023] 图4是本发明混匀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是本发明混匀机构的剖视图；

[0025] 图6是本发明驱动机构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可以由权利要求限定

和覆盖的多种不同方式实施。

[0027] 如图1至图6所示，一种基于滚动磨盘式石墨粉制备加工系统，包括支撑装置1、混

匀磨碎装置2和铁砂去除装置3，所述的支撑装置1内部上侧安装有混匀磨碎装置2，支撑装

置1内部下侧安装有铁砂去除装置3。

[0028] 所述的支撑装置1包括底板11、支撑板12、加工架13、入料口14、电机架15和固定块

16，所述的底板11上端面左右对称安装有支撑板12，支撑板12上端面上安装有固定块16，固

定块16之间安装有加工架13，加工架13左右两侧对称安装有电机架15；人工通过入料口14

将待研磨加工的石墨原料加入加工架13内。

[0029] 所述的混匀磨碎装置2包括驱动机构21、旋转连接杆22、混匀机构23、上磨板24、下

磨板机构25、上打磨机构26、打磨球27、密封圈28和旋转卡齿29，所述的加工架13上端面上

利用轴承安装有旋转连接杆22，旋转连接杆22上安装有混匀机构23，混匀机构23下侧安装

有上磨板24，下磨板机构25上均匀设置有上打磨机构26，下磨板机构25下侧安装有下磨板

机构25，下磨板机构25上端面上均匀设置有打磨球27，下磨板机构25上端面外侧安装有密

封圈28，打磨球27与上打磨机构26呈交错式排布，下磨板机构25与上磨板24外侧沿周向均

匀设置有旋转卡齿29，旋转卡齿29外侧通过卡齿配合的方式安装有驱动机构21；石墨原料

通过上打磨机构26进行一次碾压磨碎加工，再通过打磨球27与上打磨机构26配合，驱动机

构21带动上磨板24与下磨板机构25沿相反方向转动，实现对石墨粉进行二次加工打磨，达

到防止加工后的石墨粉存在研磨不充分、不均匀的目的。

[0030] 所述的铁砂去除装置3包括外挡板31、过砂孔32、电磁板33、遮罩34、出砂口35和出

料口36，所述的支撑板12下侧左右对称安装有电磁板33，电磁板33外侧安装有遮罩34，遮罩

34外侧对称安装有外挡板31，外挡板31呈倾斜后竖直结构，外挡板31竖直位置均匀设置有

过砂孔32，支撑板12下端面左右对称安装有出砂口35，支撑板12下端面中部安装有出料口

36；通过电磁板33之间产生通电产生磁场，石墨粉中的铁砂被吸引穿过过砂孔32，通过外挡

板31将石墨粉与铁砂隔开，并通过出砂口35和出料口36进行卸料。

[0031] 所述的驱动机构21包括驱动电机211、传动链条212和电机卡齿213，所述的电机架

15内安装有驱动电机211，驱动电机211输出轴上均匀设置有电机卡齿213，电机卡齿213通

过卡齿配合的方式安装有传动链条212，传动链条212另一端与旋转卡齿29连接；驱动电机

211通过传动链条212带动上磨板24与下磨板机构25做反向转动。

[0032] 所述的混匀机构23包括混料杆231、混料板232、毛刷233、混料盘234和集料槽235，

所述的旋转连接杆22外侧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安装有混料盘234，混料盘234通过固定方式

与支撑板12连接，混料盘234中部设置有集料槽235，旋转连接杆22上侧对称安装有混料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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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混料杆231下端安装有混料板232，混料板232下端面上设置有毛刷233，混料盘234截面

呈向内倾斜结构，混料板232倾斜角度与混料盘234一致；通过旋转连接杆22带动混料板232

沿混料盘234表面进行旋转，毛刷233将石墨原料混匀通过集料槽235收集落下。

[0033] 所述的上打磨机构26包括分料槽261、碾压弹簧262、碾压活动块263、碾压头264、

外磨板265和粉末孔266，所述的上磨板24上均匀设置有分料槽261，相邻分料槽261之间下

端面上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安装有碾压活动块263，碾压活动块263与上磨板24之间通过碾

压弹簧262连接，碾压活动块263下端面上安装有碾压头264，碾压头264外侧安装有外磨板

265，外磨板265上对称均匀设置有粉末孔266；待加工石墨原料通过分料槽261进入外磨板

265与碾压头264之间，利用碾压弹簧262与碾压活动块263配合使用，使石墨原料进行一次

碾压破碎。

[0034] 所述的下磨板机构25包括滤料槽251、滤料筛252和下磨板253，所述的下磨板253

上端面上均匀设置有打磨球27，打磨球27之间设置有滤料槽251，滤料槽251内安装有滤料

筛252；二次旋转研磨的石墨粉通过滤料槽251内滤料筛252筛分出所需粒径的石墨粉。

[0035] 本发明在工作时的使用步骤：

[0036] 第一步：人工通过入料口14将待研磨加工的石墨原料加入加工架13内；

[0037] 第二步：通过旋转连接杆22带动混料板232沿混料盘234表面进行旋转，毛刷233将

石墨原料混匀通过集料槽235收集落下；

[0038] 第三步：石墨原料通过上打磨机构26进行一次碾压磨碎加工，再通过打磨球27与

上打磨机构26配合，驱动机构21带动上磨板24与下磨板机构25沿相反方向转动，实现对石

墨粉进行二次加工打磨，达到防止加工后的石墨粉存在研磨不充分、不均匀的目的；

[0039] 第四步：通过电磁板33之间产生通电产生磁场，石墨粉中的铁砂被吸引穿过过砂

孔32，通过外挡板31将石墨粉与铁砂隔开，并通过出砂口35和出料口36进行卸料。

[004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

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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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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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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