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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煤泥水浓缩处理的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具有三段排料口的无耙浓缩机。本发明的

三段排料式无耙浓缩机由一个中心段浓缩池体

和两个侧室段浓缩池体组成，采用“一中两侧”排

料方式，实现粗、细颗粒分口排出与回收，粗颗粒

从中心底流口排出，细粒级从侧室底流口上吸排

出，细粒级极限水平运动距离为3倍的槽体半径，

具有更长的沉降时间，浓缩池体的池底均呈大倾

角圆锥形，物料靠自重滑落至底流口，排料无需

耙子，彻底解决“压耙”现象；整个浓缩作业具有

更高的浓缩效率，工作更加可靠稳定，节约药剂

成本。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3页

CN 110025989 B

2021.04.30

CN
 1
10
02
59
89
 B



1.一种具有三段排料口的无耙浓缩机，至少包括中心段浓缩池体(5A)，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中心段浓缩池体(5A)的上部中央位置设计有入料缓冲室(5A1)，入料缓冲室(5A1)的上

部中心位置布置一根搅拌轴(5A2)；所述搅拌轴(5A2)由电机(5A3)带动低速旋转，沿搅拌轴

(5A2)不同垂直高度设计有多层的搅拌叶轮(5A4)，多层的搅拌叶轮(5A4)随搅拌轴(5A2)一

起进行转动，入料缓冲室(5A1)的下方连接一个喇叭状出料筒(5A5)，喇叭状出料筒(5A5)向

下直入中心段浓缩池体(5A)内工作区中下部的高浓度絮团层中，入料矿浆的固体颗粒沉降

到中心段浓缩池体的池底(5A6)；所述中心段浓缩池体的池底(5A6)呈大倾角圆锥形，固体

颗粒沉降到中心段浓缩池体的池底(5A6)然后靠自重逐渐滑落至中心底流口(5A7)，中心底

流口(5A7)与渣浆泵(5A8)连接，通过渣浆泵(5A8)的抽吸作用排料；中心段浓缩池体(5A)的

溢流通过与侧室段浓缩池体(5B)的共用槽边(5A9)自流至侧室段浓缩池体(5B)；所述的侧

室段浓缩池体(5B)紧邻中心段浓缩池体左、右两侧布置，左、右两侧的侧室段浓缩池体的结

构相同，侧室段浓缩池体的池底(5B3)呈大倾角圆锥形，物料靠自重逐渐滑落至侧室底流口

(5B4)，侧室底流口(5B4)处的物料采用高扬程泵(5B1)上吸的排料方式，在上吸管路上还设

置有高压冲水管(5B2)，用于管道清淤；侧室段浓缩池体的溢流水从清水溢流堰(5B5)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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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三段排料口的无耙浓缩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煤泥水浓缩处理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具有三段排料口的无耙浓缩机。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绝大多数选煤厂都采用湿法选煤，煤泥水处理是湿法选煤工艺流程中的重要

环节，从经济和环保方面考虑，均要求煤泥水深度澄清，洗水闭路循环。选煤厂通常采用混

凝法来处理煤泥水，所谓混凝法就是向煤泥水体系中添加混凝剂，使得煤泥水体系中的颗

粒发生团聚后靠重力沉降。在传统的煤泥水处理工艺中，絮凝剂水溶液的添加一般是加入

浓缩机入料口前的管道或溜槽内，能否实现煤泥水与絮凝剂水溶液的高效混合，是煤泥水

高效浓缩处理的前提。

[0003] 浓缩机是现代煤泥水处理系统中的关键设备，浓缩机是利用煤泥水中固体颗粒絮

凝沉降来完成对煤泥水连续浓缩的设备。它的实质是由一个供煤泥水沉淀的池体和一个将

沉淀物收集到底流口并排出的的底流排放系统联合组成的。它的生产过程是连续的，通常，

煤泥水从池体上方中部给入，澄清后的溢流水从池体周边流入溢流水槽，沉淀后的产物(底

流)从池体锥底的底流口用泵抽出。传统的浓缩机又称耙式浓缩机，具有一个将沉淀物向中

心富集运输的耙子；耙式浓缩机从传动特点来分，可分为中心传动式和周边传动式两种；从

结构特点来分可分为普通浓缩机和高效浓缩机两种，高效浓缩机是将煤泥水入料直接给入

浓缩机机体中下部的浓缩物层，缩短了煤泥沉降的距离，有助于煤泥颗粒的沉降，增加了煤

泥进入溢流的阻力，提高了沉降效果，故称其为高效浓缩机，如埃姆科(EimcO‑BSP)高效浓

缩机、国产高效浓缩机等。现有浓缩机在传动装置和机体结构上研究较多，但在底流排料设

计方面创新较少，此外如何确保药剂和煤泥水充分混合均匀又保证浓缩机机体内紊流程度

较小，如何保证浓缩机工作稳定，杜绝浓缩机耙架被高浓度物料“压耙”为本领域近年来研

究热点。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设计一种新型的三段排料式无耙浓

缩机，三段排料式无耙浓缩机由一个中心段浓缩池体和两个侧室段浓缩池体组成，采用“一

中两侧”排料方式，即中心段浓缩池体采用中心底流口下部排料，两个侧室段浓缩池体采用

侧室底流口上吸排料，大絮团粗颗粒沉降速度快，大多数在中心段浓缩池体内沉降，小絮团

细颗粒沉降时间长，可进入侧室段浓缩池体继续沉降作用；“一中两侧”排料方式可实现粗、

细粒级物料分别回收，中心段浓缩池体的底流以粗颗粒为主，可以用沉降过滤式离心脱水

机回收，部分掺入或全部掺入中煤，获更高的经济价值，侧室段浓缩池体的底流以细颗粒为

主，可以用压滤机脱水回收，实现固液彻底分离，此外，浓缩池体的池底均呈大倾角圆锥形，

排料无需耙子，彻底解决“压耙”现象，浓缩机工作稳定。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具有三段排料口的无耙浓缩机，至少包括中心段浓缩池体，其特征在于：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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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心段浓缩池体的上部中央位置设计有入料缓冲室，入料缓冲室的上部中心位置布置一

根搅拌轴；所述搅拌轴由电机带动低速旋转，沿搅拌轴不同垂直高度设计有多层的搅拌叶

轮，多层的搅拌叶轮随搅拌轴一起进行转动，入料缓冲室的下方连接一个喇叭状出料筒，喇

叭状出料筒向下直入中心段浓缩池体的中下部的高浓度絮团层中，固体颗粒留在絮团中，

沉降到中心段浓缩池体的池底；所述中心段浓缩池体的池底呈大倾角圆锥形，固体颗粒沉

降到中心段浓缩池体的池底然后靠自重逐渐滑落至中心底流口，中心底流口与渣浆泵连

接，通过渣浆泵的抽吸作用排料；中心段浓缩池体的溢流通过与侧室段浓缩池体的共用槽

边自流至侧室段浓缩池体；所述的侧室段浓缩池体紧邻中心段浓缩池体左、右两侧布置，

左、右两侧的侧室段浓缩池体的结构相同，侧室段浓缩池体的池底呈大倾角圆锥形，物料靠

自重逐渐滑落至侧室底流口，侧室中心底流口处的物料采用高扬程泵上吸的排料方式，在

上吸管路上还设置有高压冲水管，用于管道清淤；侧室段浓缩池体的溢流水从清水溢流堰

排出。

[000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08] 1)、本发明的絮凝剂分配槽、螺旋式矿浆混药桶、管道混合器、三段排料式无耙浓

缩机共同配合构成煤泥水浓缩处理系统，该系统沿煤泥水流动方向合理布局装置，装置的

设计也体现了煤泥水处理的工艺要求，絮凝剂分配槽和螺旋式矿浆混药桶实现了药剂的分

批添加及药剂与矿浆的初步均匀混合，后经管道混合器进一步实现均匀混合，絮团在整个

煤泥水体系中均匀呈现，进一步的，进入三段排料式无耙浓缩机，三段排料式无耙浓缩机在

基于传统高效浓缩机的基础上，创造性的采用“一中两侧”排料方式，与现有浓缩机比较存

在如下的优点：①粗、细颗粒分口排出，可现成不同的产品结构，大絮团粗颗粒沉降速度快，

大多数在中心段浓缩池体的中心底流口排出，可成为中煤产品，小絮团细颗粒进入侧室段

浓缩池体继续沉降作用，从侧室底流口排出，成尾煤泥产品；②细颗粒在浓缩机内能否沉

降，主要取决于细颗粒在浓缩机内的水平运动距离，细颗粒在三段排料式无耙浓缩机池体

内极限水平运动距离为中心段浓缩池体半径r与侧室段浓缩池体直径2r之和，即3r，相当于

普通中心入料浓缩机3台串联工艺，相同沉降效果，占地面积小可减少1/3；③侧室段浓缩池

体的侧室底流口排料采用上吸式，减小土建成本，便于日常维护；④浓缩池体排料无需耙

子，彻底解决“压耙”现象，浓缩机工作稳定。

[0009] 2)、絮凝剂分配槽和螺旋式矿浆混药桶的工艺配合实现了药剂的分点添加，及药

剂与矿浆的初步均匀混合；絮凝剂分配槽底部贯穿有多个小圆孔，每个小圆孔连接一根垂

直药剂添加管，絮凝剂水溶液通过垂直药剂添加管给入到螺旋式矿浆混药筒的不同高度位

置上的螺旋环形板上，实现药剂的分点添加，矿浆沿螺旋环形板向下螺旋运动，借助螺旋运

动矿浆流向及流速的变化，实现矿浆和药剂的初步均匀混合。

[0010] 3)、管道混合器实现矿浆和药剂的进一步均匀混合，管道混合器内部布置的交错

的多组栅条，增加流体的紊流度，实现矿浆和絮凝药剂的均匀混合。

[0011] 4)、三段排料式无耙浓缩机实现矿粒的高效浓缩沉降及粗、细物料的分口排出，三

段排料式无耙浓缩机由一个中心段浓缩池体和两个侧室段浓缩池体组成，中心段浓缩池体

的上部中央位置设计有入料缓冲室，入料缓冲室的上部中心位置布置一根具有多层搅拌叶

轮的搅拌轴，搅拌轴低速旋转促使絮团在整个煤泥水体系中均匀呈现，入料缓冲室的下方

连接一个喇叭状出料筒，喇叭状出料筒向下直入中心段浓缩池体的中下部的高浓度絮团层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10025989 B

4



中，固体颗粒留在絮团中，沉降到中心段浓缩池体的池底，中心段浓缩池体的池底呈大倾角

圆锥形，固体颗粒沉降到中心段浓缩池体的池底然后靠自重逐渐滑落至中心底流口，中心

底流口与渣浆泵连接，通过渣浆泵的抽吸作用排料；未沉降的细颗粒成为中心段浓缩池体

的溢流，通过与侧室段浓缩池体的共用槽边自流至侧室段浓缩池体，在侧室段浓缩池体内

极限水平运动距离为侧室段浓缩池体的直径2r，是中心入料浓缩机沉降时间的2倍，侧室段

浓缩池体的池底呈大倾角圆锥形，物料靠自重逐渐滑落至侧室底流口，侧室中心底流口处

的物料采用高扬程泵上吸的排料方式，在上吸管路上还设置有高压冲水管，用于管道清淤；

侧室段浓缩池体的溢流水从清水溢流堰排出；整个三段排料式无耙浓缩机的底流排料无需

耙子，彻底解决“压耙”现象，浓缩机工作稳定。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系统流程图；

[0013] 图2为图1结构中，絮凝剂分配槽的局部放大图；

[0014] 图3为图1结构中，螺旋式矿浆混药桶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为图1结构中，入料缓冲室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示各结构与本发明的部件名称对应关系如下：

[0017] 1‑絮凝剂分配槽  1A‑垂直药剂添加管  1B‑小圆孔  2‑螺旋式矿浆混药桶

[0018] 2A‑螺旋环形板  2B‑给料口  2C‑出料口  3‑矿浆缓冲桶

[0019] 3C‑管道  4‑管道混合器  5‑三段排料式无耙浓缩机  5A‑中心段浓缩池体

[0020] 5A1‑入料缓冲室  5A2‑搅拌轴  5A3‑电机  5A4‑搅拌叶轮

[0021] 5A5‑喇叭状出料筒  5A6‑中心段浓缩池体的池底  5A7‑中心底流口

[0022] 5A8‑渣浆泵  5A9‑共用槽边  5B‑侧室段浓缩池体  5B1‑高扬程泵

[0023] 5B2‑高压冲水管  5B3‑侧室段浓缩池体的池底  5B4‑侧室底流口

[0024] 5B5‑清水溢流堰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便于理解，此处结合图1‑4，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作以下进一步描述：

[0026] 本发明的具体组成部分，分为几大模块，包括：絮凝剂分配槽(1)、螺旋式矿浆混药

桶(2)、矿浆缓冲桶(3)、管道混合器(4)和三段排料式无耙浓缩机(5)。下面逐一加以描述：

[0027] 1、絮凝剂分配槽

[0028] 絮凝剂分配槽为长方体结构，长方体的底部贯穿有多个小圆孔(1B)，每个小圆孔

(1B)连接一根垂直药剂添加管(1A)，絮凝剂水溶液通过垂直药剂添加管(1A)给入到螺旋式

矿浆混药筒(2)的不同高度位置上的螺旋环形板(2A)上。

[0029] 2、螺旋式矿浆混药桶

[0030] 螺旋式矿浆混药桶(2)为自上而下的螺旋状结构，矿浆从上部的给料口(2B)给入，

沿螺旋环形板(2A)向下螺旋运动，垂直药剂添加管(1A)在不同高度位置上的螺旋环形板

(2A)上添加药剂，矿浆和药剂均匀混合后从下部的出料口(2C)排出，进入矿浆缓冲桶(3)

中，矿浆缓冲桶(3)内的矿浆通过管道(3C)输送，在输送的管道(3C)上设置管道混合器(4)，

进一步实现矿浆和絮凝药剂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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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3、管道混合器

[0032] 管道混合器(4)是一个圆柱体，它的内部交错的布置多组栅条，流体流经栅条紊流

度增加，实现矿浆和絮凝药剂的混合，混合后的矿浆进入三段排料式无耙浓缩机(5)的入料

缓冲室(5A1)。

[0033] 4、三段排料式无耙浓缩机

[0034] 三段排料式无耙浓缩机(5)由一个中心段浓缩池体(5A)和两个侧室段浓缩池体

(5B)组成；所述的中心段浓缩池体(5A)的上部中央位置设计有入料缓冲室(5A1)，入料缓冲

室(5A1)的上部中心位置布置一根搅拌轴(5A2)；所述搅拌轴(5A2)由电机(5A3)带动低速旋

转，沿搅拌轴(5A2)不同垂直高度设计有多层的搅拌叶轮(5A4)，多层的搅拌叶轮(5A4)随搅

拌轴(5A2)一起进行转动，入料缓冲室(5A1)的下方连接一个喇叭状出料筒(5A5)，喇叭状出

料筒(5A5)向下直入中心段浓缩池体的中下部的高浓度絮团层中，固体颗粒留在絮团中，沉

降到中心段浓缩池体的池底(5A6)；所述中心段浓缩池体的池底(5A6)呈大倾角圆锥形，固

体颗粒沉降到中心段浓缩池体的池底(5A6)然后靠自重逐渐滑落至中心底流口(5A7)，中心

底流口(5A7)与渣浆泵(5A8)连接，通过渣浆泵(5A8)的抽吸作用排料；中心段浓缩池体的溢

流通过与侧室段浓缩池体的共用槽边(5A9)自流至侧室段浓缩池体(5B)；所述的侧室段浓

缩池体(5B)紧邻中心段浓缩池体左、右两侧布置，左、右两侧的侧室段浓缩池体的结构相

同，侧室段浓缩池体的池底呈大倾角圆锥形，物料靠自重逐渐滑落至侧室底流口(5B4)，侧

室中心底流口处的物料采用高扬程泵(5B1)上吸的排料方式，在上吸管路上还设置有高压

冲水管(5B2)，用于管道清淤；侧室段浓缩池体的溢流水从清水溢流堰(5B5)排出。

[0035] 综上，本发明的结构及工作机制充分考虑煤泥水絮凝沉降的工艺特征，三段排料

式无耙浓缩机采用“一中两侧”的排料方式，粗、细颗粒实现分口排出与回收，细粒级极限水

平运动距离为3倍的槽体半径，有更长的沉降时间；侧室底流口排料采用上吸式，减小土建

成本，便于日常维护；浓缩池体的池底均呈大倾角圆锥形，排料无需耙子，彻底解决“压耙”

现象；整个浓缩作业比传统的浓缩沉降设备更加节约药剂，具有更高的浓缩效率，工作更加

可靠稳定，生产成本降低也极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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