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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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1233395.X

(22)申请日 2018.08.02

(73)专利权人 贵州成智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550081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黔灵

山路219号

(72)发明人 朱东敏　刘劲松　吴展贤　石文　

刘俊　冉磊　

(74)专利代理机构 贵州启辰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52108

代理人 赵彦栋

(51)Int.Cl.

B28C 9/02(2006.01)

B28C 7/00(2006.01)

B02C 21/00(2006.01)

B02C 23/20(2006.01)

B02C 23/12(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可同时生产砂和骨料的楼站式生产线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可同时生产砂和骨

料的楼站式生产线，其在楼站式钢结构框架内设

有与PLC控制系统连接的双主机破碎设备、二级

设置的风选设备、成品砂细度模数调控装置、加

湿机和收尘设备，所述双主机破碎设备包括整形

机、制砂机和振动筛分机构，在整形机和制砂机

出料口处依次设有一级风选设备和二级风选设

备，进行两级除粉，可以有效控制砂石含粉量，提

高了成品砂石的品质，二级风选设备出料口与振

动筛分机构连接，所述振动筛分机构包括振动筛

和多个物料分流装置，通过物料分流装置对生产

线物料进行配级，使可以生产砂和/或砂石同出，

生产工艺可灵活多变，实现一机多用，减少设备

投资，具有良好的经济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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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同时生产砂和骨料的楼站式生产线，包括多层竖直设置的钢结构框架，其特

征在于：在所述钢结构框架内设有与PLC控制系统连接的双主机破碎设备、二级设置的风选

设备、成品砂细度模数调控装置、加湿机和收尘设备，所述收尘设备通过收尘管道与各上述

设备的排尘口连接，所述双主机破碎设备包括整形机、制砂机和振动筛分机构，所述整形机

和制砂机的出料口处设有一级风选设备，其出料口通过提升机构连接到一号物料分散装

置，一号物料分散装置的出料口处设有二级风选设备，二级风选设备的出料口与振动筛分

机构连接，所述振动筛分机构包括振动筛和多个物料分流装置，在振动筛的底部设有细砂

出口，侧部设有与对应的物料分流装置连接的骨料通道和粗砂通道，并且与骨料通道连接

的物料分流装置的一个出料口与成品仓库连接，另一个与整形机、制砂机连接；与粗砂通道

连接的物料分流装置的一个出料口与制砂机连接，另一个与振动筛底部的细砂出口均连接

到成品砂细度模数调控装置，所述成品砂细度模数调控装置的出料口通过加湿机连接到成

品砂仓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同时生产砂和骨料的楼站式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物料

分流装置为采用电液动推杆调节的三通分料器，其数量与振动筛的筛网层数相匹配。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同时生产砂和骨料的楼站式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振动

筛为三轴椭圆筛。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可同时生产砂和骨料的楼站式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振动

筛的筛网为三层以上设置，从上到下依次为超径料层、成品骨料层、粗砂层，其底部为细砂

出口，所述超径料层与整形机连接；骨料层、粗砂层与相应的物料分流装置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可同时生产砂和骨料的楼站式生产线，其特征在于：大粒径骨

料通过对应的物料分流装置进入整形机；小粒径骨料、粗砂通过对应的物料分流装置进入

制砂机。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可同时生产砂和骨料的楼站式生产线，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整

形机的进料口处设有一号缓冲仓；所述制砂机的进料口处设有二号缓冲仓和与之连接的二

号物料分散装置。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可同时生产砂和骨料的楼站式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二号

缓冲仓上设有与一号缓冲仓连通的溢料口。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可同时生产砂和骨料的楼站式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二号

物料分散装置为变频式设置。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同时生产砂和骨料的楼站式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成品

砂细度模数调控装置包括与PLC控制系统连接两条可调速计量皮带秤，其中一条设置在细

砂出口的下方，另一条设置在物料分流装置的粗砂出料口下方。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同时生产砂和骨料的楼站式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二

级风选设备为采用正负压法结合分离石粉含量的变频式选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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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同时生产砂和骨料的楼站式生产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可同时生产砂和骨料的楼站式生产线，属于制砂生产设备技

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砂石骨料生产中，传统的制砂生产线布置方式有平面布置和楼站式（塔楼

式）布置。其中，平面布置方式存在占地面积大、除尘环保难度大、环保效果差，且需要数台

收尘系统分区域收尘，环保投资大等不足。楼站式（塔楼式）生产系统的结构紧凑，占地面积

少，节省空间，但是其设备配置单一，多采用单破碎主机制砂，整形和破碎比不能兼顾，因此

存在以下缺陷：（1）处理量低（国内通常Q≤100t/h）；（2）进料粒径要求高，如果要提高成品

质量，需要兼顾制砂和整形，导致主机转速和频率不能提高，使得产量低、能耗高，并且要求

进料粒度小于15mm；（3）产品单一，由于进料粒度过小，只能生产砂，不能同时生产骨料（米

石和碎石），生产不灵活，满足不了客户需求，如果客户需要米石和碎石势必会增加设备（生

产线/系统）投资；（4）细度模数无法精确检测与调节，导致混凝土的质量稳定性差；（5）对原

料的要求严格，处理能力弱，机制砂中含有的石粉配比不易控制、超细粉末不易清除，造成

机制砂级配不合理，当原料含粉或含泥较高时，去尘成本高；（6）振动筛（圆振筛/直线筛）的

处理量低，筛透率低，当处理量为300t/h以上时需要增加振动筛数量，导致钢结构过于庞大

（占地面积大），且容易产生共振，降低系统钢结构稳定性，增加生产投资成本。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本一种可同时生产砂和骨料的楼站式生产

线,可以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可同时生产

砂和骨料的楼站式生产线，包括多层竖直设置的钢结构框架，在所述钢结构框架内设有与

PLC控制系统连接的双主机破碎设备、二级设置的风选设备、成品砂细度模数调控装置、加

湿机和收尘设备，所述收尘设备通过收尘管道与各上述设备的排尘口连接，所述双主机破

碎设备包括整形机、制砂机和振动筛分机构，所述整形机和制砂机的出料口处设有一级风

选设备，其出料口通过提升机构连接到一号物料分散装置，一号物料分散装置的出料口处

设有二级风选设备，二级风选设备的出料口与振动筛分机构连接，所述振动筛分机构包括

振动筛和多个物料分流装置，在振动筛的底部设有细砂出口，侧部设有与对应的物料分流

装置连接的骨料通道和粗砂通道，并且与骨料通道连接的物料分流装置的一个出料口与成

品仓库连接，另一个与整形机、制砂机连接；与粗砂通道连接的物料分流装置的一个出料口

与制砂机连接，另一个与振动筛底部的细砂出口均连接到成品砂细度模数调控装置，所述

成品砂细度模数调控装置的出料口通过加湿机连接到成品砂仓库。

[0005] 前述物料分流装置为采用电液动推杆调节的三通分料器，其数量与振动筛的筛网

层数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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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前述振动筛为三轴椭圆筛。

[0007] 前述振动筛的筛网为三层以上设置，从上到下依次为超径料层、成品骨料层、粗砂

层，其底部为细砂出口，所述超径料层与整形机连接；骨料层、粗砂层与相应的的物料分流

装置连接。

[0008] 前述大粒径骨料通过对应的物料分流装置进入整形机；小粒径骨料、粗砂通过对

应的物料分流装置进入制砂机。

[0009] 在前述整形机的进料口处设有一号缓冲仓；所述制砂机的进料口处设有二号缓冲

仓和与之连接的二号物料分散装置。

[0010] 前述二号缓冲仓上设有与一号缓冲仓连通的溢料口。

[0011] 前述二号物料分散装置为变频式设置。

[0012] 前述成品砂细度模数调控装置包括与PLC控制系统连接两条可调速计量皮带秤，

其中一条设置在细砂出口的下方，另一条设置在物料分流装置的粗砂出料口下方。

[0013] 前述二级风选设备为采用正负压法结合分离石粉含量的变频式选粉机。

[0014] 与现有技术比较，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可同时生产砂和骨料的楼站式生产线，其

在楼站式钢结构框架内设有与PLC控制系统连接的双主机破碎设备、二级设置的风选设备、

成品砂细度模数调控装置、加湿机和收尘设备，所述收尘设备通过收尘管道与各上述设备

的排尘口连接，其对整个生产系统内各个扬尘点设置收尘点，实现环保要求；所述双主机破

碎设备包括（整形机、制砂机）和振动筛分机构，所述两主机的出料口处依次设有一级风选

设备和二级风选设备，进行两级除粉，可以有效控制砂石含粉量，提高了成品砂石的品质，

二级风选设备出料口与振动筛分机构连接，所述振动筛分机构包括振动筛和多个物料分流

装置，在振动筛的底部设有细砂出口，侧部设有与对应的物料分流装置连接的骨料通道和

粗砂通道，并且与骨料通道连接的物料分流装置的一个出料口与成品仓库连接，另一个与

整形机、制砂机连接，当需要成品骨料时，调节对应的物料分流装置，使全部或大部分成品

骨料由相应的成品皮带运入成品骨料仓，当不需要生产成品骨料时，再调节物料分流装置，

使其全都返回整形机或制砂机再次破碎；与粗砂通道连接的物料分流装置的一个出料口与

制砂机连接，另一个与振动筛底部的细砂出口均连接到成品砂细度模数调控装置，所述成

品砂细度模数调控装置的出料口通过加湿机连接到成品砂仓库，经成品砂细度模数调控装

置进行调控后，按比例进入加湿机加湿搅拌，变成细度模式稳定的成品砂，运入成品砂料

仓。

[0015] 所述二级风选设备为采用正负压法结合分离石粉含量的变频式选粉机，其结构紧

凑，占用空间小，生产成本低，除粉效率高，能耗低，选粉稳定性高，经济实用性强，并且其配

置有可变频调控风速和风量的风机，可根据成品砂的石粉含量要求变频调节风机，实现成

品砂石粉含量可调、可控。

[0016] 所述整形机的进料口处设有一号缓冲仓，所述制砂机的进料口处设有二号缓冲仓

和可变频的二号物料分散装置，可防止两主机超载引起电流过大，保证制砂的稳定性和安

全性，并且所述二号缓冲仓上设有与一号缓冲仓连通的溢料口，当二号缓冲仓内的物料堆

积过多时，物料可以从溢料口流入一号缓冲仓进行破碎，实现生产线物料平衡；通过所述二

号物料分散装置使物料均匀进入制砂机，确保制砂机电流平稳，最大化提高破碎、制砂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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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8] （1）对原料要求低，采用双速双频破碎整机破碎主机组合，进料粒径（60mm左右）远

远高于普通制砂楼站（约15mm左右）的进料粒径；另外，采用二级设置的风选设备，有效降低

了原料中粉尘量要求，并且可以精确调控成品砂石的含粉量，生产质量高。

[0019] （2）相对能耗低，节能环保，通过PLC控制系统调节两主机破碎比，并且通过调控物

料分流装置，确保生产线物料级配平衡，确保每台主机都能按实际生产能力满负荷运行，避

免了各主机进料量不足的问题，避免能耗浪费。

[0020] （3）产能大，采用双速双频破碎主机同时破碎制砂，并且采用三轴椭圆筛进行筛

分，可实现单套楼站处理量≥300t/h。

[0021] （4）采用成品砂细度模数调控装置进行调控，制砂工艺能灵活的满足市场的需求，

调整不同的细度模数可以得到粗砂、中砂和细沙，并且调控精度高，细度模数稳定性好，进

而保证了混凝土的稳定性，提高了工程建筑安全性。

[0022] （5）实现自动化生产，生产效率高，并且省时省力，大大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

度。

[0023] （6）可只生产砂和/或砂石同出，生产工艺可灵活多变，产品质量稳定，品质高，且

实现一机多用，减少设备投资，具有良好的经济实用性。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

[0026] 如图1所示，一种可同时生产砂和骨料的楼站式生产线，包括多层竖直设置的钢结

构框架，在所述钢结构框架内设有由PLC控制系统连接的双主机破碎设备、二级设置的风选

设备、成品砂细度模数调控装置16、加湿机17和收尘设备19，所述收尘设备19通过收尘管道

与各设备的排尘口连接。

[0027] 所述双主机破碎设备包括整形机3、制砂机4和振动筛分机构，所述整形机3带溢瀑

的常速整形立轴破；所述制砂机4  为GSP65型高速高频立轴破；所述振动筛分机构包括震动

筛11和与之连接的多个物料分流装置，具体地，所述物料分流装置为采用电液动推杆调节

的三通分料器，其电液动推杆与PLC控制系统连接，实现自动分流，所述物料分流装置数量

与震动筛11的层数相对应，所述整形机3的进料口与一号缓冲仓2连接，从进料装置1进入的

原料，首先通过一号缓冲仓2进入整形机3进行破碎和整形。

[0028] 所述整形机3和制砂机的出料口处设有一级风选设备6，所述一级风选设备6出料

口通过运转皮带7和提升机构8连接到一号物料分散装置9，所述一号物料分散装置9的出料

口处设有二级风选设备10，所述二级风选设备10为采用正负压法结合分离石粉含量的变频

式选粉机，变频式选粉机的排尘口与收尘设备19连接，为负压出风口，在变频式选粉机的箱

体上开设有相应的正压进风口，变频风机产生的高压气流从正压进风口进入风选机箱体

内，可以将将物料吹散，并通过收尘器产生的负压风力将悬浮在箱体内的细小颗粒物料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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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压出风口吸入收尘设备19中，而大颗粒机制砂可以从变频式选粉机底部的出料口排出，

实现二级除粉，并且所述二级风选设备10配置有变频调控风速和风量的风机，可根据成品

砂的石粉含量要求，变频调节风机，实现成品砂石粉含量可调、可控。

[0029] 所述变频式选粉机底部的出料口与振动筛11进料口连接，所述振动筛11为三轴椭

圆筛，三轴椭圆筛包含一个筛体，包含三根平行布置的传动轴，每根传动轴两侧分别设置两

个激振器，共六个激振器。三个激振器转速相同，包含一个驱动电机总成，驱动电机总成通

过皮带连接其中一根主轴传动使筛箱振动，筛箱运动轨迹为与水平方向呈30º～60°夹角的

椭圆行，筛箱通过筛箱四个角4组减振弹簧安装在支座上，其激振总成采用三轴传动设计，

分散侧板应力，减小每个轴承负荷，使得三轴椭圆筛的激振力较普通圆振动筛和直线筛有

大幅度提升，振动强度是普通圆振动筛的1.5倍；所述三轴椭圆筛为三层以上设置，其底部

为细砂出口，侧部从上到下依次为超径料层、成品骨料层、粗砂层，其底部为细砂出口，所述

超径料层侧部的骨料通道与一号缓冲仓连接；骨料层、粗砂层下方均设有相应的、与之连接

的物料分流装置，具体地，所述骨料层可以包括成品碎石层和成品米石层，所述成品碎石层

与一号物料分流装置12连接，所述成品米石层与二号物料分流装置13连接，所述粗砂层与

三号物料分流装置14连接，成品碎石通过一号物料分流装置12分流，一部分存入一号缓冲

仓2，再返回整形机3重新破碎，另一部分通过一号成品皮带20运入成品碎石仓21；成品米石

通过二号物料分流装置13分流，一部分存入二号缓冲仓15，再返回制砂机4重新破碎制砂，

另一部分通过二号成品皮带22运入成品米石仓23；粗砂通过三号物料分流装置14分流，一

部分存入入二号缓冲仓15，再返回制砂机4重新破碎制砂，另一部分与振动筛11底部流出的

细砂流入成品砂细度模数调控装置16，在所述二号缓冲仓15底部出料口处设有二号物料分

散装置18，通过二号物料分散装置18使物料均匀、平稳进入制砂机4，所述二号物料分散装

置18为变频式设计，使进入制砂机4的物料均匀，确保高速高频立轴制砂机电流平稳，最大

化提高破碎、制砂效率；所述成品砂细度模数调控装置16包括与PLC控制系统连接两条可调

速计量皮带秤，其中一条设置在细砂出口的下方，另一条设置在物料分流装置的粗砂出料

口下方，  PLC控制系统根据两条可调速计量皮带秤上检测出的重量，调节它们的速度比，进

而控制粗砂和细砂的混合比例，可以精确控制成品砂的细度模数，所述成品砂细度模数调

控装置16的出料口与加湿机17连接，一定细度模数的成品砂经加湿机17加湿处理后，通过

设置在加湿机17出料口下方的三号成品皮带24运入成品砂料仓25，并且所述二号缓冲仓18

上设有与一号缓冲仓2连通的溢料口，当二号缓冲仓18太多且无法进入制砂机4时，可以从

溢料口进入一号缓冲仓2，使其进入整形机3重新破碎。

[0030] 结合所述楼站式生产线的具体生产流程，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一

步说明：

[0031] （1）原料（粒径小于60mm的石料或混合料）进入整形机3进行破碎、整形；

[0032] （2）破碎和整形后的物料进入一级风选设备6进行预除粉，经转运皮带7和提升机

构8输送至楼站顶部的一号物料分散装置9，由其将物料均匀分散，送入二级风选设备10进

行二次除粉。

[0033] （3）经二次除粉的物料进入位于二级风选设备10正下方的三轴椭圆筛内进行筛

分，具体地，根据出料要求可选择三层筛网/四层筛网配置，至少包含最底下层筛孔规格3mm

×3mm和从下往上第二层筛孔规格5mm×5mm，筛分物料粒径分为0~3mm、3~5mm、5~10m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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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m、大于30mm等类型；

[0034] （4）经筛分后的超径料（粒径大于30mm）返回整形机3重新破碎；对于成品骨料（粒

径10~30mm）经对应的物料分流装置，可分为两条工艺线路出料：当需要成品碎石时，调节一

号物料分流装置12，使全部或大部分成品碎石由一号成品皮带20运入成品碎石仓21；当不

需要生产成品碎石时，调节一号物料分流装置12，使其全都返回整形机3再次破碎整形，其

中，成品米石（粒径5~10mm/15mm）的生产工艺与上述类似；对应一定细度模数的成品砂，粒

径0-3mm的细砂、粒径3mm-5mm的粗砂经过三号物料分流装置14分流，经成品砂细度模数调

控装置16，按比例进入加湿机17加湿搅拌后，变成细度模式稳定的成品砂，通过三号成品皮

带24运入成品砂料仓25，同时多余部分粗砂通过三号物料分流装置14另一个出料口制砂机

4进行破碎制砂。

[0035] 优选地，在整形机3的进料口处设有一号缓冲仓2，  在制砂机4的进料口处设有二

号缓冲仓15和可变频的二号物料分散装置18，当高速高频的制砂机4超载电流过大时，物料

将缓存于二号缓冲仓15内，并且二号缓冲仓15内的物料堆积过多时，物料可以从溢料口流

入一号缓冲仓2，由整形机3进行破碎，实现生产线物料平衡；通过可变频的二号物料分散装

置18使物料均匀进入制砂机4，确保制砂机4电流平稳，最大化提高破碎、制砂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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