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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的是碎石沥青废料精细分选再

利用方法，它具体为：把混石沥青废料粉碎成均

匀的颗粒，将碎石粉末及沥青粉末筛分出来，剩

余的为无粉末混合颗粒；碎石粉末及碎沥青粉末

被送入浮选液池中，将碎石粉末与碎沥青粉末分

开；无粉末混合颗粒利用浮选液浮力及冲击液流

携带能力，经冲击水流分类分选装置实现多级分

类分选目的；重大的碎石颗粒首先沉入液流底

部，沉入到碎石颗粒篮内；比重小的粘沥青碎石

颗粒继续流动后也沉入液流底部，沉入到粘沥青

碎石颗粒篮内；比重最小的沥青颗粒又继续流动

并相继沉入液流底部，沉入到粘沥青颗粒篮内，

被连续分选排列出来，再次利用。本发明能对碎

石沥青废料进行分类分选，可任意调整旧碎石及

旧沥青的掺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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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碎石沥青废料精细分选再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这种碎石沥青废料精细分选

再利用方法：

把混石沥青废料粉碎成均匀的颗粒，采用筛分方法，将碎石粉末及沥青粉末筛分出来，

剩余的为无粉末混合颗粒；

碎石粉末及碎沥青粉末被送入浮选液池中，由于比重差异，碎石粉末比重2.5，比浮选

液密度大沉入水底，碎沥青粉末比重1.15-1.30，比浮选液密度小而浮在液面上，从而将碎

石粉末与碎沥青粉末分开；

无粉末混合颗粒利用浮选液浮力及冲击液流携带能力，经冲击水流分类分选装置实现

多级分类分选目的，冲击水流分类分选装置为水槽（1），水槽（1）的一侧设置入水口（2），水

槽（1）的另一侧设置出水口（3），出水口（3）处设置过滤网（4），投料漏斗（10）设置于水槽（1）

上方且靠近入水口（2），碎石颗粒篮（5）、粘沥青碎石颗粒篮、沥青颗粒篮沿水流方向依次放

置于水槽（1）内，入水口（2）、出水口（3）位于同一平面上，碎石颗粒篮（5）、粘沥青碎石颗粒

篮、沥青颗粒篮设置于该平面之下；

因碎石颗粒、粘沥青碎石颗粒、沥青颗粒（9）的密度不同，它们在浮选液中的沉降时间

有差异，同时，冲击液流对混料颗粒产生水平方向携带移动力，随着浮选液的流动，比重大

的碎石颗粒首先沉入液流底部，沉入到碎石颗粒篮（5）内，被液流携带移动的距离短；比重

小的粘沥青碎石颗粒继续流动后也沉入液流底部，沉入到粘沥青碎石颗粒篮内，被液流携

带移动的距离长；比重最小的沥青颗粒（9）又继续流动并相继沉入液流底部，沉入到粘沥青

颗粒篮内，被液流携带移动的距离最长；从而，在液流方向上，所分选出的各类物料颗粒是

按比重的差异，由大到小连续分选排列出来，再次利用；

所述的入水口（2）直径小于出水口（3）直径，这样入水口（2）液流速度快，出水口（3）直

径大，液流速度慢，此种工况加快分类分选速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碎石沥青废料精细分选再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出水

口（3）流出的污水进入沉降净化池，净化后的污水进入循环冲击水流分类分选装置循环使

用，沉降得到砂泥，沉降出的砂泥用作基础料。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碎石沥青废料精细分选再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水槽

（1）的宽度自入水口（2）到出水口（3）方向上逐渐变大。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碎石沥青废料精细分选再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碎石

颗粒篮（5）、粘沥青碎石颗粒篮、沥青颗粒篮均为带斜边扩口的篮筐，各个篮筐通过各自的

斜边扩口抵在水槽（1）内壁上，并且在液流方向上的篮框边沿高于并盖着相邻篮框边沿，防

止弧线轨迹的颗粒沉入两篮之间的缝隙中；待分离篮装满后快速取走，并立即换上空篮，提

高生产效率。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碎石沥青废料精细分选再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粘沥

青碎石颗粒篮沿水流方向通过隔断分隔为少沥青碎石篮、中沥青碎石篮、多沥青碎石篮，进

一步分选得到碎石粉末、碎沥青粉末、碎石颗粒、少沥青碎石颗粒（6）﹑中沥青碎石颗粒（7）﹑

多沥青碎石颗粒（8）、沥青颗粒（9）、砂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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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石沥青废料精细分选再利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碎石沥青废料分选技术，具体涉及碎石沥青废料精细分选再利用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碎石沥青广泛用于公路﹑广场及多种建筑中，因其使用寿命有一定年限，特别是北

方地区，温差大﹑低温结冰冻胀，再加上车辆超载，地面碎石沥青容易开裂﹑老化﹑起包﹑翻

浆。公路﹑广场等修复或重建中，所取出的碎石沥青废料再利用方法通常是：

[0003] 1﹑直接压碎做基础铺设底料。此粗放型方法使废料所铺设的基础不均匀，很容易

再次起包翻浆。

[0004] 2﹑粉碎后再掺入热熔新料，重新铺设路面。此方法虽有进步，但废料的碎石与沥青

的比例已经固定，不易按新的设计要求调整两者比例，且没分选的混合废料颗粒是否预加

热熔化也是问题，若提前加热则也把碎石同时加热了，将耗费大量燃料，若不提前加热，则

废沥青颗粒不能起到粘连增强作用。

[0005] 3﹑若废料不经压碎在直接加热熔化再铺设，其问题是

[0006] ⑴把碎石也加热到沥青熔点，热能耗很大，燃料费高。

[0007] ⑵碎石与沥青液分层，既不易分离，也不易调整两者的用量比例。

[0008] 但上述处理方法不能满足各种混合比例设计要求。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是提供碎石沥青废料精细分选再利用方法，这种碎石沥青废料

精细分选再利用方法用于解决目前碎石沥青废料通常再利用的方法不能满足各种混合比

例设计要求的问题。

[0010]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这种碎石沥青废料精细分选再利用

方法：

[0011] 把混石沥青废料粉碎成均匀的颗粒，采用筛分方法，将碎石粉末及沥青粉末筛分

出来，剩余的为无粉末混合颗粒；

[0012] 碎石粉末及碎沥青粉末被送入浮选液池中，由于比重差异，碎石粉末比重2.5，比

浮选液密度大沉入水底，碎沥青粉末比重1.15-1.30，比浮选液密度小而浮在液面上，从而

将碎石粉末与碎沥青粉末分开；

[0013] 无粉末混合颗粒利用浮选液浮力及冲击液流携带能力，经冲击水流分类分选装置

实现多级分类分选目的，冲击水流分类分选装置为水槽，水槽的一侧设置入水口，水槽的另

一侧设置出水口，出水口处设置过滤网，投料漏斗设置于水槽上方且靠近入水口，碎石颗粒

篮、粘沥青碎石颗粒篮、沥青颗粒篮沿水流方向依次放置于水槽内，入水口、出水口位于同

一平面上，碎石颗粒篮、粘沥青碎石颗粒篮、沥青颗粒篮设置于该平面之下；

[0014] 因碎石颗粒、粘沥青碎石颗粒、沥青颗粒的密度不同，它们在浮选液中的沉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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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异，同时，冲击液流对混料颗粒产生水平方向携带移动力，随着浮选液的流动，比重大

的碎石颗粒首先沉入液流底部，沉入到碎石颗粒篮内，被液流携带移动的距离短；比重小的

粘沥青碎石颗粒继续流动后也沉入液流底部，沉入到粘沥青碎石颗粒篮内，被液流携带移

动的距离长；比重最小的沥青颗粒又继续流动并相继沉入液流底部，沉入到粘沥青颗粒篮

内，被液流携带移动的距离最长；从而，在液流方向上，所分选出的各类物料颗粒是按比重

的差异，由大到小连续分选排列出来，再次利用。

[0015] 上述方案中出水口流出的污水进入沉降净化池，净化后的污水进入循环冲击水流

分类分选装置循环使用，沉降得到砂泥，沉降出的砂泥用作基础料。

[0016] 上述方案中入水口直径小于出水口直径，这样入水口液流速度快，液流出口直径

大，液流速度慢，此种工况可加快分类分选速度。

[0017] 上述方案中水槽的宽度自入水口到出水口方向上逐渐变大，入水口宽度小﹑液流

速度快，能把比重小的颗粒快速冲走，而比重大的碎石颗粒受影响小，很快下沉。随着水槽

宽度增加，液流速度变慢，有利于比重小的颗粒依次下沉，最后液流经较大的出水口管径排

出。

[0018] 上述方案中碎石颗粒篮、粘沥青碎石颗粒篮、沥青颗粒篮均为带斜边扩口的篮筐，

各个篮筐通过各自的斜边扩口抵在水槽内壁上，并且在液流方向上的篮框边沿高于并盖着

相邻篮框边沿，防止弧线轨迹的颗粒沉入两篮之间的缝隙中；待分离篮装满后可快速取走，

并立即换上空篮，提高生产效率。

[0019] 上述方案中粘沥青碎石颗粒篮沿水流方向通过隔断分隔为少沥青碎石篮、中沥青

碎石篮、多沥青碎石篮，进一步分选得到碎石粉末、碎沥青粉末、碎石颗粒、少沥青碎石颗

粒﹑中沥青碎石颗粒﹑多沥青碎石颗粒、沥青颗粒、砂泥，这样可以分选得更精细。

[0020]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1] 1、本发明对碎石沥青废料进行分类分选，以最大限度满足不同混合比例的设计要

求，可任意调整旧碎石及旧沥青的掺入比例。

[0022] 2、本发明利用冲击液流的携带力、颗粒质量密度(比重)差及浮力，按颗粒比重由

大到小，分类分选出不同成份的碎石沥青废料颗粒。实现了废料的精细分选，为任意调整碎

石沥青比例提供了工艺技术保证，也提高了废料的附加值。冲击液流变宽度水槽工艺是一

种低成本、高效率、高收益、节能环保型的碎石沥青废料无级分选工艺。

[0023] 3、本发明液流入口直径小，出口直径大；同时采用渐宽的水槽，使液流速度由快变

慢，液流携带力减小，加快了比重较小颗粒的下沉，斜底水槽可便于清理水槽底部遗留颗

粒，提高生产效率。

[0024] 4、本发明水槽中放入带斜边扩口的篮框，并且在液流方向上的篮框边沿必须高于

并盖着相邻篮框边沿，防止弧线轨迹的颗粒沉入两篮之间的缝隙中。待分离篮装满后可快

速取走，并立即换上空篮，提高生产效率。

[0025] 5、本发明采用污水沉降过滤池，不仅可以回收细砂，并且净化的污水（浮选液）可

以循环再利用。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的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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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图2为本发明中冲击水流分类分选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为本发明中水槽的俯视图。

[0029] 图中：1水槽；2入水口；3出水口；4过滤网；5碎石颗粒篮；6少沥青碎石颗粒；7中沥

青碎石颗粒；8多沥青碎石颗粒；9沥青颗粒；10投料漏斗。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1] 结合图1、图2、图3所示，这种碎石沥青废料精细分选再利用方法：

[0032] 利用混石沥青废料粉碎机把混石沥青废料粉碎成均匀的颗粒，利用颗粒尺寸差异

干法筛分出细粉末，也就是将碎石粉末及沥青粉末筛分出来，剩余的为无粉末混合颗粒；

[0033] 碎石粉末及碎沥青粉末被送入浮选液池中，基于粉末湿法静态浮选液悬浮原理，

由于比重差异，碎石粉末比重2.5，比浮选液密度大沉入水底，碎沥青粉末比重1.15-1.30，

比浮选液密度小而浮在液面上，实现碎沥青粉末悬浮分离，碎石粉末沉底分离，从而将碎石

粉末与碎沥青粉末分开；

[0034] 无粉末混合颗粒利用浮选液浮力及冲击液流携带能力，倒入冲击水流分类分选装

置，因浮力及液流携带按比重大小，依次分离排序，按照分类分选精细化程度要求，分段取

出各类再生，实现多级分类分选目的。

[0035] 冲击水流分类分选装置为水槽1，水槽1的一侧设置入水口2，水槽1的另一侧设置

出水口3，出水口3处设置过滤网4，投料漏斗10设置于水槽1上方且靠近入水口2，碎石颗粒

篮5、粘沥青碎石颗粒篮、沥青颗粒篮沿水流方向依次放置于水槽1内，入水口2、出水口3位

于同一平面上，碎石颗粒篮5、粘沥青碎石颗粒篮、沥青颗粒篮设置于该平面之下；入水口2

直径小小于出水口3直径，这样入水口2液流速度快，液流出口直径大，液流速度慢，此种工

况可加快分类分选速度。水槽1的宽度自入水口2到出水口3方向上逐渐变大，入水口2宽度

小﹑液流速度快，能把比重小的颗粒快速冲走，而比重大的碎石颗粒受影响小，很快下沉。随

着水槽1宽度增加，液流速度变慢，有利于比重小的颗粒依次下沉，最后液流经较大的出水

口3管径排出。碎石颗粒篮5、粘沥青碎石颗粒篮、沥青颗粒篮均为带斜边扩口的篮筐，各个

篮筐通过各自的斜边扩口抵在水槽内壁上，并且在液流方向上的篮框边沿高于并盖着相邻

篮框边沿，防止弧线轨迹的颗粒沉入两篮之间的缝隙中；待分离篮装满后可快速取走，并立

即换上空篮，提高生产效率。

[0036] 因碎石颗粒、粘沥青碎石颗粒、沥青颗粒9的密度不同，其在浮选液中的沉降时间

有差异，同时，冲击液流对混料颗粒产生水平方向携带移动力，随着浮选液的流动，比重大

的碎石颗粒首先沉入液流底部，沉入到碎石颗粒篮5内，被液流携带移动的距离短；比重小

的粘沥青碎石颗粒继续流动后也沉入液流底部，沉入到粘沥青碎石颗粒篮内，被液流携带

移动的距离长；比重最小的沥青颗粒9又继续流动并相继沉入液流底部，沉入到粘沥青颗粒

篮内，被液流携带移动的距离最长；从而，在液流方向上，所分选出的各类物料颗粒是按比

重的差异，由大到小连续分选排列出来，再次利用；出水口3流出的污水进入沉降净化池，净

化后的污水进入循环冲击水流分类分选装置循环使用，沉降出的砂泥用作基础料。

[0037] 本发明将粘沥青碎石颗粒篮沿水流方向通过隔断分隔为少沥青碎石篮、中沥青碎

石篮、多沥青碎石篮，进一步分选得到碎石粉末、碎沥青粉末、碎石颗粒、少沥青碎石颗粒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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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沥青碎石颗粒7﹑多沥青碎石颗粒8、沥青颗粒9、砂泥，这样可以分选得更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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