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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规模化消纳磷石膏制硬石膏粉的装备

系统，包括配给料装置、立磨、立磨收尘装置、生

粉输送装置、生粉库、生粉计量给料输送装置、组

合型旋风预热器、流化床炉、热风炉、换热输送

机、熟粉输送装置和熟粉库。利用本发明装备系

统，以工业废渣磷石膏为原料制硬石膏粉，可以

直接大量消纳含水磷石膏，对含水磷石膏进行同

步改性、干燥、粉磨，并能快速完成“脱水+焙烧”

过程，且易于有效控制焙烧质量，能耗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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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规模化消纳磷石膏制硬石膏粉的装备系统，其特征在于，主要包括：配给料装置

（1）、立磨（2）、立磨收尘装置（3）、生粉输送装置（4）、生粉库（5）、生粉计量给料输送装置

（6）、组合型旋风预热器（7）、流化床炉（8）、热风炉（9）、换热输送机（10）、熟粉输送装置

（11）、熟粉库（12），所述组合型旋风预热器（7）由从下往上依次连接的至少两级旋风预热器

组合构成，即至少由第一旋风预热器（7A）、第二旋风预热器（7B）组合构成，每级旋风预热器

包括上部的出风口上行管道、底部的带锁风翻板阀的卸料管道和侧上部的风料进口，下一

级旋风预热器的出风口上行管道与上一级旋风预热器的风料进口相连；所述的配给料装置

（1）与立磨（2）的进料口相连，立磨（2）的风料出口与立磨收尘装置（3）的风料进口相连，立

磨收尘装置（3）的粉料出口与生粉输送装置（4）的进料口相连，生粉输送装置（4）的出料口

与生粉库（5）的进料口相连，生粉库（5）的库底排料口与生粉计量给料输送装置（6）的进料

口相连，生粉计量给料输送装置（6）的出料口与旋风预热器（7）的进料口相连，组合型旋风

预热器（7）的第二旋风预热器（7B）的卸料管道与流化床炉（8）的进料口相连，流化床炉（8）

上部的风料出口与组合型旋风预热器（7）的第一旋风预热器（7A）的风料进口相连，组合型

旋风预热器（7）的第一旋风预热器（7A）的卸料管道与换热输送机（10）的进料口相连，换热

输送机（10）的出料口与熟粉输送装置（11）的进口相连，熟粉输送装置（11）的出口与熟粉库

（12）的进口相连，换热输送机（10）的热风出口与热风炉（9）的进风口管道相连，热风炉（9）

的热风出口分别与立磨（2）、流化床炉（8）的热风进口以管道相连，组合型旋风预热器（7）的

顶部旋风预热器的废气出口与立磨（2）的热风进口以管道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规模化消纳磷石膏制硬石膏粉的装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组合型旋风预热器（7）还包括第三旋风预热器（7C），或者还包括第四旋风预热器（7D）,或者

还包括第五旋风预热器（7E）。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规模化消纳磷石膏制硬石膏粉的装备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流化床炉（8）的下部或中下部设有燃料燃烧装置（801）。

4.根据权利要求1-3之一所述的规模化消纳磷石膏制硬石膏粉的装备系统，其特征在

于，还设有立磨热风炉（9a），所述立磨热风炉（9a）与立磨（2）的热风进口以管道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1-4之一所述的规模化消纳磷石膏制硬石膏粉的装备系统，其特征在

于，还设有流化床炉热风炉（9b），所述流化床炉热风炉（9b）与流化床炉（8）的热风进口以管

道相连。

6.根据权利要求1-5之一所述的规模化消纳磷石膏制硬石膏粉的装备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配给料装置（1）为磷石膏喂料装置（101）。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规模化消纳磷石膏制硬石膏粉的装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配给料装置（1）还包括改性剂加料装置（102）和/或添加剂加料装置（103）。

8.根据权利要求1-7之一所述的规模化消纳磷石膏制硬石膏粉的装备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立磨收尘装置（3）由依次相连的旋风分离器（301）、风机（302）、收尘器（303）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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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规模化消纳磷石膏制硬石膏粉的装备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硬石膏胶凝材料制造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规模化用磷石膏制硬石

膏粉的装备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硬石膏胶凝材料的制备，一般是采用天然硬石膏粉磨加活化剂制成，或采

用回转窑煅烧二水石膏转化为硬石膏再粉磨复合活化添加剂制成。

[0003] 在利用各类工业废石膏，尤其是磷石膏制硬石膏粉的方法中，目前的先进技术和

装备是采用三台回转窑三级组合工艺，组合式工艺装备中的第一级回转窑为烘干回转窑

（即转筒式烘干机）、第二级为煅烧（制硬石膏）回转窑（即直热式回转焙烧炉）、第三级为粉

料冷却回转窑（即转筒式冷却机），经焙烧冷却的硬石膏粉再经粉磨制成硬石膏粉。

[0004] 无论是传统的“回转窑煅烧+粉磨”装备系统，还是当前先进水平的“组合三级回转

窑+粉磨”装备系统，焙烧质量上都存在过烧或欠烧问题，且能耗较高，产能较低。

[0005] 现有先进工艺及其设备系统在技术方面的局限性，使得其生产规模大多处于10万

t/a～30t/a的产能范围。而10万t/a～30t/a的产能的消纳处理能力对于堆存量逾数亿吨，

年新增排放总量近5000万吨的磷石膏的规模来说明显不足。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便于直接大量消纳

含水磷石膏，同步改性干燥粉磨，并能快速完成“脱水+焙烧”过程，且易于有效控制焙烧质

量，能耗低的磷石膏制硬石膏粉的装备系统。

[0007]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规模化消纳磷石膏制硬石膏粉

的装备系统，主要包括：配给料装置、立磨、立磨收尘装置、生粉输送装置、生粉库、生粉计量

给料输送装置、组合型旋风预热器、流化床炉、热风炉、换热输送机、熟粉输送装置、熟粉库，

所述组合型旋风预热器由从下往上依次连接的至少两级旋风预热器组合构成，即至少由第

一旋风预热器、第二旋风预热器组合构成，每级旋风预热器包括上部的出风口上行管道、底

部的带锁风翻板阀的卸料管道和侧上部的风料进口，下一级旋风预热器的出风口上行管道

与上一级旋风预热器的风料进口相连；所述的配给料装置与立磨的进料口相连，立磨的风

料出口与立磨收尘装置的风料进口相连，立磨收尘装置的粉料出口与生粉输送装置的进料

口相连，生粉输送装置的出料口与生粉库的进料口相连，生粉库的库底排料口与生粉计给

料输送装置的进料口相连，生粉计量给料输送装置的出料口与第二旋风预热器的进料口相

连，组合型旋风预热器的第二旋风预热器的卸料管道与流化床炉的进料口相连，流化床炉

上部的风料出口与组合型旋风预热器的第一旋风预热器的风料进口相连，组合型旋风预热

器的第一旋风预热器的卸料管道与换热输送机的进料口相连，换热输送机的出料口与熟粉

输送装置的进口相连，熟粉输送装置的出口与熟粉库的进口相连，换热输送机的热风出口

与热风炉的进风口管道相连，热风炉的热风出口分别与立磨、流化床炉的热风进口以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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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连，组合型旋风预热器的顶部旋风预热器的废气出口与立磨的热风进口以管道相连。

[0008] 进一步，所述组合型旋风预热器还包括第三旋风预热器，或者还包括第四旋风预

热器,或者还包括第五旋风预热器。

[0009] 可见，所述组合型旋风预热器可以由二～五级旋风预热器组合构成。

[0010] 进一步，所述流化床炉的下部或中下部还设有燃料燃烧装置，所述燃料燃烧装置

可以提供流化床炉所需的全部热能或部分热能。

[0011] 进一步，还设有立磨热风炉，所述立磨热风炉与立磨的热风进口以管道相连。

[0012] 进一步，还设有流化床炉热风炉，所述流化床炉热风炉与流化床炉的热风进口以

管道相连。

[0013] 进一步，所述配给料装置为磷石膏喂料装置。

[0014] 进一步，所述配给料装置还包括改性剂加料装置和/或添加剂加料装置。

[0015] 进一步，所述立磨收尘装置由依次相连的旋风分离器、风机、收尘器构成。

[0016] 本发明规模化消纳磷石膏制硬石膏粉的装备系统可利用现有干法旋窑水泥生产

线的生料立磨系统、窑尾的分解炉和五级预热器系统改造而成，作为大量消纳磷石膏制硬

石膏粉的装备系统。

[0017] 本发明装备系统的基本工艺流程为：含水磷石膏（散料或块状料）和改性添加剂经

配给料装置连续喂入立磨内，起始时，由热风炉向立磨供应热风，正常运行状况下，可由组

合型旋风预热器出口废气余热供应热能，进入立磨的磷石膏经改性、干燥、粉磨后，随废气

流进入立磨收尘装置，立磨收尘装置收集的生粉输送入生粉库，生粉经计量连续送入“组合

型旋风预热器+流化床炉”内快速完成脱水焙烧，成为硬石膏粉，连续排出的热硬石膏粉经

换热输送装置回收余热后，输送入熟粉（即硬石膏粉）库；回收的余热供流化床炉循环利用。

[0018] 本发明的技术原理及技术优势：  1）可以利用其他行业如水泥等生产行业已成熟

应用的节能型立磨系统的能耗低、产能高、对物料适应性较强的特点，用于将工业废渣含水

磷石膏经干燥、粉磨制成干粉末，并剥离磷石膏晶体颗粒上的杂质及包裹于簇状石膏晶体

中的有机杂质而净化石膏晶体，且易于同步实施磷石膏的改性、干燥、粉磨，为磷石膏的快

速焙烧及有机杂质的充分烧蚀创造条件；2）利用组合型旋风预热器+流化床炉，即“二级～

五级旋风预热器+流化床炉”的“脱水+焙烧”，以热气流和粉末制硬石膏粉系统，效率高而节

能，突破了传统的磷石膏焙烧控制理念，使磷石膏干粉末在8～40秒内快速脱水预热，然后，

再在流化床炉内700℃～950℃温度范围下5秒～15秒的时间内焙烧为硬石膏，并烧蚀掉有

机杂质，且可抑制无水石膏晶体的致密化，即易于防止欠烧和过烧；同时，以换热式输送机

装置回收硬石膏粉的余热供流化床炉系统循环利用，且将脱水焙烧系统的组合型旋风预热

器出口废气余热用作立磨制干粉系统的主要热源，以最大限度地节省能耗；3）消纳磷石膏

规模易于达到3000～10000吨/天，且易于实现自动化控制，稳定产品质量。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发明装备系统实施例1的结构示意图；

图2 为发明装备系统实施例2的结构示意图；

图3为发明装备系统实施例3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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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1] 实施例1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主要包括配给料装置1、立磨2、立磨收尘装置3、生粉输送装置4、

生粉库5、生粉计量给料输送装置6、二级组合型旋风预热器7、流化床炉8、热风炉9、换热输

送机10、熟粉输送装置11、熟粉库12，所述配给料装置1包括磷石膏喂料装置101和改性剂加

料装置102，所述立磨收尘装置3包括依次相连的旋风分离器301、风机302、收尘器303，所述

的二级组合型旋风预热器7由从下往上依次相连的第一旋风预热器7A、第二旋风预热器7B

组合构成，每级旋风预热器包括上部的出风口上行管道、底部的带锁风翻板阀的卸料管道

和侧上部的风料进口，下一级旋风预热器的出风口上行管道与上一级旋风预热器的风料进

口相连；所述的磷石膏配给料装置1的磷石膏喂料装置101和改性剂加料装置102与立磨2的

进料口相连，热风炉9的热风出口与立磨2的热风进口以管道相连，立磨2的风料出口与旋风

分离器301的风料进口以管道相连，旋风分离器301的含尘气流出风口与风机302的进风口

以管道相连，风机302的出风口与收尘器303的进风口以管道相连，所述的生粉输送装置4的

进料口与旋风分离器301和收尘器303的粉料出口相连，生粉输送装置4的出料口与生粉库5

的进料口相连，生粉计量给料输送装置6的进料口与生粉库5底部的出料口相连，生粉计量

给料输送装置6的末端出料口与二级组合型旋风预热器7的第二旋风预热器7B的进料口相

连，二级组合型预热器7中的第二旋风预热器7B的卸料管道与流化床炉8的进料口相连，流

化床炉8顶部的风料出口与二级组合型预热器7的第一旋风预热器7A的风料进口相连，二级

组合型旋风预热器7的第一旋风预热器7A的卸料管道与换热输送机10的进料口相连，换热

输送机10的出料口与熟粉输送装置11的进料口相连，熟粉输送装置11的出料口与熟粉库12

的进料口相连，换热输送机10的余热气流出口与热风炉9的进风口以管道相连，热风炉9的

热风出口分别与立磨2和流化床炉8的热风进口以管道相连，二级组合型旋风预热器7的顶

部旋风预热器（即本实施例的第二旋风预热器）7B的废气出口与立磨2热风进口以管道相

连。

[0022] 工作过程：所述的热风炉9通过热风管道提供立磨2入磨热风（运行起始阶段，立磨

2所需的热风由热风炉9供给），磷石膏配给料装置1将含水磷石膏从立磨2的进料口连续喂

入立磨2内（必要时可配加适量改性剂，所述改性剂通过改性剂加料装置102喂入立磨2内），

进入立磨2内的含水磷石膏物料同时高效进行改性、干燥和粉磨，粉磨物料随湿热气流从立

磨2的上部风料出口排出经连接管道直接进入旋风分离器301内，旋风分离器301分选收集

的粗颗粒粉末经粉料出口排出，通过生粉输送装置4送入生粉库5，旋风分离器301的含尘气

流从旋风分离器301的出风口排出经连接管道通过风机302引风从收尘器303的进风口进入

收尘器303内，含湿废气经收尘器303净化粉尘后从收尘器303的废气出口排出，收尘器303

收集的细颗粒粉末经收尘器303的粉料出口排出，通过生粉输送装置4送入生粉库5，生粉库

5内的生粉经库底生粉计量给料输送装置6输送入二级组合型旋风预热器7的第二旋风预热

器7B的进料口，经第二旋风预热器7B预热，通过卸料管道卸出进入流化床炉8，控制流化床

炉8底部密相区温度800～950℃、稀相区温度820～860℃、炉膛出口温度810～850℃，在流

化床炉区域内800℃～950℃温度下，在通过流化床炉8的9～11秒的时间范围内，焙烧为硬

石膏，并烧蚀掉有机杂质，同时抑制无水石膏晶体的致密化；从流化床炉8连续排出的热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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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膏粉经换热输送机10回收余热后，经熟粉输送装置11输送入熟粉（即硬石膏粉）库12内，

换热输送机10回收的余热供给热风炉9循环利用，以节约能耗。

[0023] 实施例2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主要包括配给料装置1、立磨2、立磨收尘装置3、生粉输送装置4、

生粉库5、生粉计量给料输送装置6、三级组合型旋风预热器7、流化床炉8、立磨热风炉9a、换

热输送机10、熟粉输送装置11、熟粉库12，所述配给料装置1包括磷石膏喂料装置101，立磨

收尘装置3包括依次相连的旋风分离器301、风机302、收尘器303，所述的三级组合型旋风预

热器7由从下往上依次相连的第一旋风预热器7A、第二旋风预热器7B、第三旋风预热器7C组

合构成，每级旋风预热器包括上部的出风口上行管道、底部的带锁风翻板阀的卸料管道和

侧上部的风料进口，下一级旋风预热器的出风口上行管道与上一级旋风预热器的风料进口

相连，所述的磷石膏配给料装置1的磷石膏喂料装置101与立磨2的进料口相连，立磨热风炉

9a的热风出口与立磨2的热风进口以管道相连，立磨2的风料出口与旋风分离器301的风料

进口以管道相连，旋风分离器301的含尘气流出风口与风机302的进风口以管道相连，风机

302的出风口与收尘器303的进风口以管道相连，所述的生粉输送装置4的进料口与旋风分

离器301和收尘器303的粉料出口相连，生粉输送装置4的出料口与生粉库5的进料口相连，

生粉计量给料输送装置6的进料口与生粉库5的出料口相连，生粉计量给料输送装置6的末

端出料口与三级组合型旋风预热器7的第三旋风预热器7C的进料口相连，三级预热器7中的

第二旋风预热器7B的卸料管道与流化床炉8的进料口相连，所述的流化床炉8的中下部设有

燃料燃烧装置801，流化床炉8顶部的风料出口与三级预热器7的第一旋风预热器7A的风料

进口相连，三级组合型旋风预热器7的第一旋风预热器7A的卸料管道与换热输送机10的进

料口相连，换热输送机10的出料口与熟粉输送装置11的进料口相连，熟粉输送装置11的出

料口与熟粉库12的进料口相连，换热输送机10的余热气流出口与流化床炉8中下部燃料燃

烧装置801和底部的进风口以管道相连，三级组合型旋风预热器7的第三旋风预热器7C的废

气出口与立磨2的热风进口以管道相连，所述的流化床炉8的中下部设置的燃料燃烧装置

801，可提供流化床炉8所需的全部热能。

[0024] 工作过程：所述的立磨热风炉9a通过热风管道提供立磨2入磨热风（初始时，立磨2

所需的热风由热风炉供给），磷石膏配给料装置1的磷石膏喂料装置101将含水磷石膏从立

磨2的进料口连续喂入立磨2内，进入立磨2内的含水磷石膏物料同时高效进行干燥和粉磨，

粉磨物料随湿热气流从立磨2的上部风料出口排出经连接管道直接进入旋风分离器301内，

旋风分离器301分选收集的粗颗粒粉末经粉料出口排出，经生粉输送装置4送入生粉库5，旋

风分离器301的含尘气流从旋风分离器301的出风口排出经连接管道通过风机302引风从收

尘器303的进风口进入收尘器303内，含湿废气经收尘器303净化粉尘后从收尘器303的废气

出口排出，收尘器303收集的细颗粒粉末经粉料出口排出，经生粉输送装置4送入生粉库5，

生粉库5内的生粉经库底生粉计给料输送装置6输送入三级组合型旋风预热器7的第三旋风

预热器7C的进料口，经第三旋风预热器7C、第二旋风预热器7B预热后通过卸料管道卸出进

入流化床炉8，控制流化床炉底部密相区温度860～980℃、稀相区温度810～920℃、炉膛出

口温度800～910℃，在流化床炉区域内810℃～980℃温度范围下，8～10秒的时间内，焙烧

为硬石膏，并烧蚀掉有机杂质、同时抑制无水石膏晶体的致密化，从流化床炉8连续排出的

热硬石膏粉经换热输送机10回收余热后，经熟粉输送装置11输送入熟粉（即硬石膏粉）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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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换热输送机10回收的余热供给流化床炉8循环利用，以节约能耗。

[0025] 实施例3

如图3所示，本实施例主要包括配给料装置1、立磨2、立磨收尘装置3、生粉输送装置4、

生粉库5、生粉计给料输送装置6、五级组合型旋风预热器7、流化床炉8、立磨热风炉9a、流化

床炉热风炉9b、换热输送机10、熟粉输送装置11、熟粉库12，所述配给料装置1包括磷石膏喂

料装置101、改性剂加料装置102和添加剂加料装置103，所述立磨收尘装置3包括依次相连

的旋风分离器301、风机302、收尘器303，所述的五级组合型旋风预热器7由从下往上依次相

连的第一旋风预热器7A、第二旋风预热器7B、第三旋风预热器7C、第四旋风预热器7D、第五

旋风预热器7E组合构成，每级旋风预热器包括上部的出风口上行管道、底部的带锁风翻板

阀的卸料管道和侧上部的风料进口，下一级旋风预热器的出风口上行管道与上一级旋风预

热器的风料进口相连，所述的磷石膏配给料装置1的磷石膏喂料装置101、改性剂加料装置

102和添加剂加料装置103与立磨2的进料口相连，立磨热风炉9a的热风出口与立磨2的热风

进口以管道相连，立磨2的风料出口与旋风分离器301的风料进口以管道相连，旋风分离器

301的含尘气流出风口与风机302的进风口以管道相连，风机302的出风口与收尘器303的进

风口以管道相连，所述的生粉输送装置4的进料口与旋风分离器301和收尘器303的粉料出

口相连，生粉输送装置4的出料口与生粉库5的进料口相连，生粉计量给料输送装置6的进料

口与生粉库5的出料口相连，生粉计量给料输送装置6的出料口与五级组合型旋风预热器7

的第五旋风预热器7E的进料口相连，五级组合型旋风预热器7中的第二旋风预热器7B的卸

料管道与流化床炉8的进料口相连，流化床炉8顶部的风料出口与五级组合型旋风预热器7

的第一旋风预热器7A的风料进口相连，五级组合型旋风预热器7的第一旋风预热器7A的卸

料管道与换热输送机10的进料口相连，换热输送机10的出料口与熟粉输送装置11的进料口

相连，熟粉输送装置11的出料口与熟粉库12的进料口相连，换热输送机10的余热气流出口

与流化床炉热风炉9b的进风口以管道相连，流化床炉热风炉9b的热风出口与流化床炉8的

热风进口以管道相连，五级组合型旋风预热器7的顶部旋风预热器7E（即第五旋风预热器

7E）的废气出口与立磨2热风进口以管道相连。

[0026] 工作过程：所述的立磨热风炉9a通过热风管道提供立磨2入磨热风（初始时，立磨2

所需的热风由热风炉9a供给），磷石膏配给料装置1的磷石膏喂料装置101、改性剂加料装置

102和添加剂加料装置103分别将含水磷石膏、改性剂和添加剂按照预定比例从立磨2的进

料口连续喂入立磨2内，进入立磨2内的含水磷石膏物料同时高效进行改性、干燥和粉磨，粉

磨物料随湿热气流从立磨2的上部风料出口排出经连接管道直接进入旋风分离器301内，旋

风分离器301分选收集的粗颗粒粉末经粉料出口排出，经生粉输送装置4送入生粉库5，旋风

分离器301的含尘气流从旋风分离器301的出风口排出经连接管道通过风机302引风从收尘

器303的进风口进入收尘器303内，含湿废气经收尘器303净化粉尘后从收尘器303的废气出

口排出，收尘器303收集的细颗粒粉末经粉料出口排出，经生粉输送装置4送入生粉库5，生

粉库5内的生粉经库底生粉计量给料输送装置6输送入五级组合型旋风预热器7的第五旋风

预热器7E的进料口，经第五旋风预热器7E、第四旋风预热器7D、第三旋风预热器7C、第二旋

风预热器7B预热后通过卸料管道卸出进入流化床炉8，控制流化床炉底部密相区温度900～

1050℃、稀相区温度860～980℃、炉膛出口温度850～970℃，在流化床炉区域内850℃～

1050℃温度范围下，经6～8秒的时间焙烧为硬石膏，并烧蚀掉有机杂质，同时抑制无水石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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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体的致密化，从流化床炉8连续排出的热硬石膏粉经换热输送机10回收余热后，通过熟粉

输送装置11输送入熟粉（即硬石膏粉）库12内，换热输送机10回收的余热供给流化床炉热风

炉9b循环利用，以节约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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