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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膨润土加工方法，包括：

a、选矿；b、原料化验；c、人工选矿；d、碎矿：人工

选矿之后的膨润土原矿需经过破碎机或振动筛

进行碎矿；e、晾晒：经人工筛选取得到的膨润土

原矿在自然阳光环境进行晾晒，使其水分保持在

20—30%，然后经过铲车攒堆存放，等待下一步磨

细的处理；f、磨细：将膨润土放入到研磨机内，将

膨润土研磨成所需粒度大小；g、细度抽样检测；

h、综合检测：细度检测合格的要进行综合检测，

对产品的蒙脱石含量、粒度、重金属含量、有无有

害物质、含水量等进行检测，对检测合格的蒙脱

石产品进行包装存储，不合格的返回原理储存区

等待重新加工处理；i、包装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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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膨润土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a、选矿：选取含有蒙脱石的膨润土矿进行加工；

b、原料化验：取得膨润土原矿以后，对其进行初步化验，经检测合格的膨润土原矿按品

位等级进行划分，对符合生产要求的原矿进行区域隔离，对不符合要求的膨润土矿区域单

独划分；

c、人工选矿：对合格的膨润土矿用机械设备和人工干预进行除杂处理，去掉里面的石

块和杂草，提高膨润土矿的纯度；

d、碎矿：人工选矿之后的膨润土原矿需经过破碎机或振动筛进行碎矿；

e、晾晒：经人工筛选取得到的膨润土原矿在自然阳光环境进行晾晒，使其水分保持在

20—30％，然后经过铲车攒堆存放，等待下一步磨细的处理；

f、磨细：将膨润土放入到研磨机内，将膨润土研磨成所需粒度大小；

g、细度抽样检测：磨细之后的膨润土半成品需进行细度检测，查看其是否符合相关产

品的细度要求，对不符细度要求的原料重新进行磨细；

h、综合检测：细度检测合格的要进行综合检测，对产品的蒙脱石含量、粒度、重金属含

量、有无有害物质和含水量进行检测，对检测合格的蒙脱石产品进行包装存储，不合格的返

回原料  储存区等待重新加工处理；

i、包装存储：将膨润土产品袋装后，打包之后的产品送到干燥成品库房进行存储；

其中，所述步骤f中的研磨机包括处理桶(1)和设于所述处理桶(1)顶部的盖板(2)，所

述盖板(2)上穿设有转轴(4)，所述处理桶(1)内壁上设有研磨座(11)，所述转轴(4)底部设

有与所述研磨座(11)相配合的研磨块(43)，所述处理桶(1)底部设有接料盒(3)，所述处理

桶(1)侧壁上设有与所述接料盒(3)相配合的出料口，所述盖板(2)上设有用于驱动所述转

轴(4)转动的驱动电机(21)，所述研磨块(43)上设有活动槽，所述活动槽内设有刮板(430)，

所述转轴(4)顶部设有用于驱动所述刮板(430)沿所述活动槽内壁移动的气泵(42)；所述研

磨座(11)与所述研磨块(43)顶部间隙大于所述研磨座(11)与所述研磨块(43)的底部间隙；

膨润土晾晒后，将膨润土放入到处理桶(1)内，膨润土掉落在研磨座(11)和研磨块(43)之

间，驱动电机(21)驱动研磨块(43)转动，研磨块(43)与研磨座(11)相互摩擦将膨润土研磨，

研磨后的膨润土掉落在接料盒(3)内从处理桶(1)内取出；当膨润土研磨完成后，气泵(42)

驱动刮板(430)从活动槽内伸出，使刮板(430)一端与研磨座(11)内壁相接触，驱动电机

(21)驱动转轴继续转动，刮板(430)将研磨座(11)内壁上的粉末刮除，随后开启盖板(2)，研

磨块(43)随着盖板(2)一同从处理桶(1)上取下，将刮板(430)和研磨块(43)上的粉末去除；

所述转轴(4)上设有第一支撑板(46)，所述第一支撑板(46)上设有支撑弹簧(461)，所

述支撑弹簧(461)顶部设有第二支撑板(462)，所述第二支撑板(462)上设有设有筛板(45)，

所述筛板(45)上设有与所述转轴(4)相配合的第一开口，所述筛板(45)上设有通腔，所述通

腔内穿设有固定杆(451)，所述转轴(4)内设有第一空腔，所述第一空腔内设有用于驱动所

述筛板(45)震动的震动组件；膨润土被放入到处理桶(1)内后掉落在筛板(45)上，膨润土中

的石子颗粒被过滤在筛板(45)上，泥土颗粒从筛板(45)上掉落；震动组件驱动筛板(45)产

生震动，将筛板(45)上的膨润土颗粒抖落，完成对膨润土的筛选过程，使石子颗粒留在筛板

(45)上；

所述第一空腔底部设有第二空腔，所述第二空腔内穿设有第一推杆(44)，所述第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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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44)底部设有第一推板(441)，所述第一推板(441)底部设有限位弹簧(442)，所述第二空

腔侧壁上设有活动腔，所述活动腔内设有第二推板(420)，所述第二推板(420)上设有第二

推杆(4201)，所述第二推杆(4201)穿设于所述活动槽内；所述活动槽内壁上设有第一滑槽，

所述刮板(430)侧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一滑槽相配合的第一滑块(4301)，所述第一滑块

(4301)上设有复位弹簧(4302)；当膨润土研磨完成后，气泵(42)往第一空腔内通入气流，气

流进入到第一空腔内后使第一空腔内的气压增大，推动第一推杆(44)往第二空腔内运动，

第一推板(441)往下运动将第二空腔内的气体推入到活动腔内，使气流推动第二推板(420)

往活动腔一侧运动，第二推杆(4201)进入到活动槽内推动刮板(430)往活动槽外侧运动，刮

板(430)与研磨座(11)内壁相接触，驱动电机(21)驱动转轴(4)转动对研磨座(11)内壁进行

清理，当刮板(430)将研磨座(11)内壁上的粉末刮除后，第一空腔内的气流散出，复位弹簧

(4302)推动刮板(430)往活动槽内运动，限位弹簧(442)推动第一推板(441)往上运动，使刮

板(430)重新运动至活动槽内；

转轴顶部设有第一传动轮(41)，驱动电机输出轴上设有与所述第一传动轮相配合的第

二传动轮(22)，盖板上设有进料口(23)；

震动组件包括设于所述第一空腔内壁上的连接轴(471)、设于所述连接轴上的转轮

(47)及设于所述转轮一侧的拨板(49)，转轮上设有多个与所述拨板相配合的第三推板

(473)，拨板可转动连接于第一空腔内壁上，第一空腔侧壁上设有通槽，拨板穿设于所述通

槽内，拨板可在所述通槽内转动一定角度；

活动槽两侧内壁上设有凹槽，凹槽内设有刮片(440)；

第一支撑板上设有与第一空腔相通的第三空腔(463)，第三空腔底部设有通孔(464)，

第三空腔与第一空腔相连处设有电磁阀；

处理桶侧壁上设有连接架(12)，盖板侧壁上设有与所述连接架相配合的连接块(24)，

连接架内设有活动板(13)，活动板上设有连接杆(132)，连接杆上可转动连接有固定板

(14)，固定板上设有限位块，连接块上设有与所述限位块相配合的限位孔(241)，活动板侧

壁上设有第二滑块，连接架内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二滑块相配合的第二滑槽(121)，活动板一

端设有连接板(131)。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膨润土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a中的钙基膨润

土中的蒙脱石含量为90wt％以上。

3.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膨润土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f中的膨润土研

磨后经过100‑300目筛。

4.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膨润土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b中对膨润土原

矿的检测项目包括蒙脱石含量、重金属含量和有无有害物质。

5.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膨润土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d中破碎之后的

蒙脱石原料的粒度为0.3—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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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膨润土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膨润土加工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膨润土加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膨润土是以蒙脱石为主要矿物成分的非金属矿产，蒙脱石结构是由两个硅氧四面

体夹一层铝氧八面体组成的2：1型晶体结构，由于蒙脱石晶胞形成的层状结构存在某些阳

离子，如Cu、Mg、Na、K等，且这些阳离子与蒙脱石晶胞的作用很不稳定，易被其它阳离子交

换，故具有较好的离子交换性。国外已在工农业生产24个领域100多个部门中应用，有300多

个产品,因而人们称之为“万能土”。

[0003] 膨润土加工时需要对膨润土做研磨处理，在研磨后研磨机内壁上通常粘附有较多

的粉尘，由于粉尘是被挤压在研磨机内壁上的，研磨机内壁上粘附的粉尘不便清理，同时由

于研磨机内部结构比较紧凑，研磨机的清理更为不便，影响研磨机的研磨效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膨润土加工方法。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膨润土加工方法，包括：

[0006] a、选矿：选取含有蒙脱石的膨润土矿进行加工；

[0007] b、原料化验：取得膨润土原矿以后，对其进行初步化验，经检测合格的膨润土原矿

按品位等级进行划分，对符合生产要求的原矿进行区域隔离，对不符合要求的膨润土矿区

域单独划分；

[0008] c、人工选矿：对合格的膨润土矿用机械设备、人工干预等操作进行除杂处理，去掉

里面的石块、杂草等基本物质，提高膨润土矿的纯度；

[0009] d、碎矿：人工选矿之后的膨润土原矿需经过破碎机或振动筛进行碎矿；

[0010] e、晾晒：经人工筛选取得到的膨润土原矿在自然阳光环境进行晾晒，使其水分保

持在20—30%，然后经过铲车攒堆存放，等待下一步磨细的处理；

[0011] f、磨细：将膨润土放入到研磨机内，将膨润土研磨成所需粒度大小；

[0012] g、细度抽样检测：磨细之后的膨润土半成品需进行细度检测，查看其是否符合相

关产品的细度要求，对不符细度度要求的原料重新进行磨细；

[0013] h、综合检测：细度检测合格的要进行综合检测，对产品的蒙脱石含量、粒度、重金

属含量、有无有害物质、含水量等进行检测，对检测合格的蒙脱石产品进行包装存储，不合

格的返回原理储存区等待重新加工处理；

[0014] i、包装存储：将膨润土产品袋装后，打包之后的产品送到干燥成品库房进行存储；

[0015] 其中，所述步骤f中的研磨机包括处理桶和设于所述处理桶顶部的盖板，所述盖板

上穿设有转轴，所述处理桶内壁上设有研磨座，所述转轴底部设有与所述研磨座相配合的

研磨块，所述处理桶底部设有接料盒，所述处理桶侧壁上设有与所述接料盒相配合的出料

口，所述盖板上设有用于驱动所述转轴转动的驱动电机，所述研磨块上设有活动槽，所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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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槽内设有刮板，所述转轴顶部设有用于驱动所述刮板沿所述活动槽内壁移动的气泵；所

述研磨座与所述研磨块顶部间隙大于所述研磨座与所述研磨块的底部间隙；膨润土晾晒

后，将膨润土放入到处理桶内，膨润土掉落在研磨座和研磨块之间，驱动电机驱动研磨块转

动，研磨块与研磨座相互摩擦将膨润土研磨，研磨后的膨润土掉落在接料盒内从处理桶内

取出；当膨润土研磨完成后，气泵驱动刮板从活动槽内伸出，使刮板一端与研磨座内壁相接

触，驱动电机驱动转轴继续转动，刮板将研磨座内壁上的粉末刮除，随后开启盖板，研磨块

随着盖板一同从处理桶上取下，将刮板和研磨块上的粉末去除。

[0016] 膨润土研磨完成后，在气泵的作用下使刮板从活动沟槽内伸出，使刮板与研磨座

内壁相接触，对研磨座内壁进行清理，将研磨座内壁上的粉尘刮除，以便对研磨座进行清

理；当刮板将研磨座内壁上的粉尘刮下后，将盖板从处理桶上取下，以便对研磨块侧壁进行

清理，从而完成对研磨座和研磨块的清理，防止研磨块和研磨座上粘附粉尘对研磨机研磨

效果造成影响；通过刮板和拆卸的方式分别对研磨座和研磨块进行处理，使粘附在研磨座

上的部分粉尘直接掉咯在接料盒内，减少由于粉尘粘附造成的浪费，以便直接对粘附在研

磨座内壁上的粉尘进行回收；通过研磨块和研磨座顶部和底部的不同间隙设置，使膨润土

更易掉落在研磨块研磨座的间隙内对膨润土做研磨处理，同时在研磨座和研磨块间隙的调

整下，提升对膨润土的研磨效果。

[0017] 所述步骤a中的钙基膨润土中的蒙脱石含量为90wt％以上。

[0018] 所述步骤f中的膨润土研磨后经过100‑300目筛。

[0019] 所述步骤b中对膨润土原矿的检测项目包括蒙脱石含量、重金属含量、有无有害物

质等。

[0020] 所述步骤d中破碎之后的蒙脱石原料的粒度为0.3—0.5cm。

[0021] 所述转轴上设有第一支撑板，所述第一支撑板上设有支撑弹簧，所述支撑弹簧顶

部设有第二支撑板，所述第二支撑板上设有设有筛板，所述筛板上设有与所述转轴相配合

的第一开口，所述筛板上设有通腔，所述通腔内穿设有固定杆，所述转轴内设有第一空腔，

所述第一空腔内设有用于驱动所述筛板震动的震动组件；膨润土被放入到处理桶内后掉落

在筛板上，膨润土中的石子颗粒被过滤在筛板上，泥土颗粒从筛板上掉落；震动组件驱动筛

板产生震动，将筛板上的膨润土颗粒抖落，完成对膨润土的筛选过程，使石子颗粒留在筛板

上；在震动组件作用下使筛板产生震动，便于将筛板上的膨润土抖散，使膨润土颗粒从筛板

上掉料，提升对膨润土的过滤效果；在筛板的作用下将膨润土中的大颗粒和石子去除，避免

石子直接掉落在研磨块和研磨座之间对设备造成损坏，对研磨机起保护作用；当筛板在震

动组件作用下产生震动时，在支撑弹簧的作用下提升筛板的震动下效果，使筛板产生连续

的震动，便于对膨润土做过滤处理；当筛板上滤下较多石子后，将盖板从处理桶上取出，将

固定杆从通腔内推出，以便将筛板从转轴上取下对筛板进行更换，降低筛板更换难度；在对

筛板安装时，使第一开口对准转轴，将筛板推入到转轴上，当转轴与第一开口一端内壁相接

触后，往通腔内插入固定杆，将盖板盖在处理桶上，通过固定杆对筛板起固定作用，将盖板

固定在转轴上。

[0022] 所述第一空腔底部设有第二空腔，所述第二空腔内穿设有第一推杆，所述第一推

杆底部设有第一推板，所述第一推板底部设有限位弹簧，所述第二空腔侧壁上设有活动腔，

所述活动腔内设有第二推板，所述第二推板上设有第二推杆，所述第二推杆穿设于所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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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槽内；所述活动槽内壁上设有第一滑槽，所述刮板侧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一滑槽相配合的

第一滑块，所述第一滑块上设有复位弹簧；当膨润土研磨完成后，气泵往第一空腔内通入气

流，气流进入到第一空腔内后使第一空腔内的气压增大，推动第一推杆往第二空腔内运动，

第一推板往下运动将第二空腔内的气体推入到活动腔内，使气流推动第二推板往活动腔一

侧运动，第二推杆进入到活动槽内推动刮板往活动槽外侧运动，刮板与研磨座内壁相接触，

驱动电机驱动转轴转动对研磨座内壁进行清理，当刮板将研磨座内壁上的粉末刮除后，第

一空腔内的气流散出，复位弹簧推动刮板往回活动槽内运动，限位弹簧推动第一推板往上

运动，使刮板重新运动至活动槽内；通过气泵对第一空腔内气压的控制，对刮板的移动进行

控制，便于在刮板的作用下对研磨座内壁进行清理；在复位弹簧和限位弹簧的相互配合下，

使刮板在伸出后能够自动复位，便于使研磨机连续工作，当研磨块与研磨座相互配合对膨

润土做研磨处理时，刮板处于活动槽内，刮板的一端与研磨块侧壁处于同一平面上，避免刮

板对膨润土的研磨造成影响；在第一滑块与第一滑槽的相互配合下，对刮板的运动行程做

限定，避免刮板从活动槽内脱出，提升刮板与活动槽的配合效果。

[0023]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膨润土研磨完成后，在气泵的作用下使刮板从活动沟槽内

伸出，使刮板与研磨座内壁相接触，对研磨座内壁进行清理，将研磨座内壁上的粉尘刮除，

以便对研磨座进行清理。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研磨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研磨机的剖面示意图一。

[0026] 图3为图2中的A处放大图。

[0027] 图4为图2中的B处放大图。

[0028] 图5为图2中的C处放大图。

[0029]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研磨机的剖面示意图二。

[0030] 图7为图6中的D处放大图。

[0031] 图8为图6中的E处放大图。

[0032] 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研磨机的剖面示意图三。

[0033] 图10为图9中的F处放大图。

[0034] 图11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研磨机的剖面示意图四。

[0035] 图12为图11中的G处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实施例1：

[0037] 一种膨润土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a、选矿：选取含有蒙脱石的膨润土矿进

行加工；b、原料化验：取得膨润土原矿以后，对其进行初步化验，经检测合格的膨润土原矿

按品位等级进行划分，对符合生产要求的原矿进行区域隔离，对不符合要求的膨润土矿区

域单独划分；c、人工选矿：对合格的膨润土矿用机械设备、人工干预等操作进行除杂处理，

去掉里面的石块、杂草等基本物质，提高膨润土矿的纯度；d、碎矿：人工选矿之后的膨润土

原矿需经过破碎机或振动筛进行碎矿；e、晾晒：经人工筛选取得到的膨润土原矿在自然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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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环境进行晾晒，使其水分保持在20%，然后经过铲车攒堆存放，等待下一步磨细的处理；f、

磨细：将膨润土放入到研磨机内，将膨润土研磨成所需粒度大小；g、细度抽样检测：磨细之

后的膨润土半成品需进行细度检测，查看其是否符合相关产品的细度要求，对不符细度度

要求的原料重新进行磨细；h、综合检测：细度检测合格的要进行综合检测，对产品的蒙脱石

含量、粒度、重金属含量、有无有害物质、含水量等进行检测，对检测合格的蒙脱石产品进行

包装存储，不合格的返回原理储存区等待重新加工处理；i、包装存储：将膨润土产品袋装

后，打包之后的产品送到干燥成品库房进行存储；所述步骤a中的钙基膨润土中的蒙脱石含

量为90wt％以上；所述步骤f中的膨润土研磨后经过100目筛；所述步骤b中对膨润土原矿的

检测项目包括蒙脱石含量、重金属含量、有无有害物质等；所述步骤d中破碎之后的蒙脱石

原料的粒度为0.3cm。

[0038] 如图1‑12所示，所述步骤f中的研磨机包括处理桶1和设于所述处理桶1顶部的盖

板2，所述盖板2上穿设有转轴4，所述处理桶1内壁上设有研磨座11，所述转轴4底部设有与

所述研磨座11相配合的研磨块43，所述处理桶1底部设有接料盒3，所述处理桶1侧壁上设有

与所述接料盒3相配合的出料口，接料盒侧壁上设有推块31，在推块作用下便于拉动接料盒

移动；所述盖板2上设有用于驱动所述转轴4转动的驱动电机21，所述研磨块43上设有活动

槽，所述活动槽内设有刮板430，所述转轴4顶部设有用于驱动所述刮板430沿所述活动槽内

壁移动的气泵42；所述研磨座11与所述研磨块43顶部间隙大于所述研磨座11与所述研磨块

43的底部间隙；膨润土晾晒后，将膨润土放入到处理桶1内，膨润土掉落在研磨座11和研磨

块43之间，驱动电机21驱动研磨块43转动，研磨块43与研磨座11相互摩擦将膨润土研磨，研

磨后的膨润土掉落在接料盒3内从处理桶1内取出；当膨润土研磨完成后，气泵42驱动刮板

430从活动槽内伸出，使刮板430一端与研磨座11内壁相接触，驱动电机21驱动转轴继续转

动，刮板430将研磨座11内壁上的粉末刮除，随后开启盖板2，研磨块43随着盖板2一同从处

理桶1上取下，将刮板430和研磨块43上的粉末去除。

[0039] 膨润土研磨完成后，在气泵的作用下使刮板从活动沟槽内伸出，使刮板与研磨座

内壁相接触，对研磨座内壁进行清理，将研磨座内壁上的粉尘刮除，以便对研磨座进行清

理；当刮板将研磨座内壁上的粉尘刮下后，将盖板从处理桶上取下，以便对研磨块侧壁进行

清理，从而完成对研磨座和研磨块的清理，防止研磨块和研磨座上粘附粉尘对研磨机研磨

效果造成影响；通过刮板和拆卸的方式分别对研磨座和研磨块进行处理，使粘附在研磨座

上的部分粉尘直接掉咯在接料盒内，减少由于粉尘粘附造成的浪费，以便直接对粘附在研

磨座内壁上的粉尘进行回收；通过研磨块和研磨座顶部和底部的不同间隙设置，使膨润土

更易掉落在研磨块研磨座的间隙内对膨润土做研磨处理，同时在研磨座和研磨块间隙的调

整下，提升对膨润土的研磨效果。

[0040] 转轴顶部设有第一传动轮41，驱动电机输出轴上设有与所述第一传动轮相配合的

第二传动轮22，盖板上设有进料口23，膨润土通过进料口进入到处理桶内，第一传动轮为转

轴起限位作用，将转轴固定在盖板上，提升转轴与盖板的配合效果，使盖板在从处理桶上取

下时带动转轴一同从处理桶内取出，以便对研磨块进行清理。

[0041] 所述盖板上设有安装架（说明书附图中未画出），驱动电机设于所述安装架上。

[0042] 所述转轴4上设有第一支撑板46，所述第一支撑板46上设有支撑弹簧461，所述支

撑弹簧461顶部设有第二支撑板462，所述第二支撑板462上设有设有筛板45，所述筛板4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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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与所述转轴4相配合的第一开口，所述筛板45上设有通腔，所述通腔内穿设有固定杆

451，所述转轴4内设有第一空腔，所述第一空腔内设有用于驱动所述筛板45震动的震动组

件；膨润土被放入到处理桶1内后掉落在筛板45上，膨润土中的石子颗粒被过滤在筛板45

上，泥土颗粒从筛板45上掉落；震动组件驱动筛板45产生震动，将筛板45上的膨润土颗粒抖

落，完成对膨润土的筛选过程，使石子颗粒留在筛板45上；在震动组件作用下使筛板产生震

动，便于将筛板上的膨润土抖散，使膨润土颗粒从筛板上掉料，提升对膨润土的过滤效果；

在筛板的作用下将膨润土中的大颗粒和石子去除，避免石子直接掉落在研磨块和研磨座之

间对设备造成损坏，对研磨机起保护作用；当筛板在震动组件作用下产生震动时，在支撑弹

簧的作用下提升筛板的震动下效果，使筛板产生连续的震动，便于对膨润土做过滤处理；当

筛板上滤下较多石子后，将盖板从处理桶上取出，将固定杆从通腔内推出，以便将筛板从转

轴上取下对筛板进行更换，降低筛板更换难度；在对筛板安装时，使第一开口对准转轴，将

筛板推入到转轴上，当转轴与第一开口一端内壁相接触后，往通腔内插入固定杆，将盖板盖

在处理桶上，通过固定杆对筛板起固定作用，将盖板固定在转轴上。

[0043] 震动组件包括设于所述第一空腔内壁上的连接轴471、设于所述连接轴上的转轮

47及设于所述转轮一侧的拨板49，转轮上设有多个与所述拨板相配合的第三推板473，拨板

可转动连接于第一空腔内壁上，第一空腔侧壁上设有通槽，拨板穿设于所述通槽内，拨板可

在所述通槽内转动一定角度；当转轮转动时，第三推板与拨板一端相接触，第三推板推动拨

板一端往下运动，使拨板另一端往上运动推动筛板往上运动，当拨板转动到一定角度后，第

三推板与拨板脱开接触，筛板失去支撑力后往下掉落，筛板掉落在第二支撑板上下压支撑

弹簧，在支撑弹簧作用下使筛板产生上下震动，将筛板上的膨润土抖散以便对膨润土做过

滤处理。

[0044] 所述转轮一侧设有第三传动轮472，所述第一空腔内设有与所述第三传动轮相配

合的第四传动轮48，第四传动轮可转动连接于第一空腔内壁上，第四传动轮上方设有挡块

410，挡块上设有第二开口，所述第二开口设于所述第四传动轮一侧，第四传动轮上设有环

槽，环槽内设有挡板，当气泵往第一空腔内吹入气流时，气流从第二开口处进入到第一空腔

底部，气流经过第四传动轮时进入到环槽内，推动挡板往下运动，从而使挡板带动第四传动

轮转动，在第四传动轮和第三传动轮的相互配合下，保证转轮转动时下压处于第一空腔内

的拨板一端，使拨板另一端能够往上运动翘起筛板，以便使筛板产生震动作用。

[0045] 所述第一空腔底部设有第二空腔，所述第二空腔内穿设有第一推杆44，所述第一

推杆44底部设有第一推板441，所述第一推板441底部设有限位弹簧442，所述第二空腔侧壁

上设有活动腔，所述活动腔内设有第二推板420，所述第二推板420上设有第二推杆4201，所

述第二推杆4201穿设于所述活动槽内；所述活动槽内壁上设有第一滑槽，所述刮板430侧壁

上设有与所述第一滑槽相配合的第一滑块4301，所述第一滑块4301上设有复位弹簧4302；

当膨润土研磨完成后，气泵42往第一空腔内通入气流，气流进入到第一空腔内后使第一空

腔内的气压增大，推动第一推杆44往第二空腔内运动，第一推板441往下运动将第二空腔内

的气体推入到活动腔内，使气流推动第二推板420往活动腔一侧运动，第二推杆4201进入到

活动槽内推动刮板430往活动槽外侧运动，刮板430与研磨座11内壁相接触，驱动电机21驱

动转轴4转动对研磨座11内壁进行清理，当刮板430将研磨座11内壁上的粉末刮除后，第一

空腔内的气流散出，复位弹簧4302推动刮板430往活动槽内运动，限位弹簧442推动第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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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441往上运动，使刮板430重新运动至活动槽内；通过气泵对第一空腔内气压的控制，对刮

板的移动进行控制，便于在刮板的作用下对研磨座内壁进行清理；在复位弹簧和限位弹簧

的相互配合下，使刮板在伸出后能够自动复位，便于使研磨机连续工作，当研磨块与研磨座

相互配合对膨润土做研磨处理时，刮板处于活动槽内，刮板的一端与研磨块侧壁处于同一

平面上，避免刮板对膨润土的研磨造成影响；在第一滑块与第一滑槽的相互配合下，对刮板

的运动行程做限定，避免刮板从活动槽内脱出，提升刮板与活动槽的配合效果。

[0046] 活动槽两侧内壁上设有凹槽，凹槽内设有刮片440，刮片一端与刮板侧壁相接触，

当刮板在复位弹簧作用下往回运动时，刮板侧壁与刮片相接触，在刮片作用下将刮板侧壁

上的粉末刮除，避免粉末随着盖板一同进入到活动槽内影响刮板的正常移动。

[0047] 第一支撑板上设有与第一空腔相通的第三空腔463，第三空腔底部设有通孔464，

第三空腔与第一空腔相连处设有电磁阀，当膨润土加入到处理桶内时，膨润土掉落在筛板

上，电磁阀处于开启状态，气泵往第一空腔内通入气流，气流从第二开口处往第一空腔底部

运动，运动至第一空腔底部的气流进入到第三空腔内，从通孔处排出，使第一空腔内的气流

形成单向流动，从而使气流带动第四传动轮转动，使筛板在震动组件作用下产生震动；从通

孔内流出的气流往下运动，对膨润土起推送作用，使膨润土快速的进入到研磨座与研磨块

的间隙内，提升膨润土的研磨效率；当膨润土研磨完成后，电磁阀关闭，气流进入到第一空

腔内后无法排出，使第一空腔内的气压增大，从而使气流推动第一推杆往下运动，使刮板从

活动槽内伸出与研磨座内壁相接触，以便对研磨座内壁做清理。

[0048] 处理桶侧壁上设有连接架12，盖板侧壁上设有与所述连接架相配合的连接块24，

连接架内设有活动板13，活动板上设有连接杆132，连接杆上可转动连接有固定板14，固定

板上设有限位块，连接块上设有与所述限位块相配合的限位孔241，活动板侧壁上设有第二

滑块，连接架内壁上设有与所述第二滑块相配合的第二滑槽121，活动板一端设有连接板

131；通过连接块与连接框的相互配合，对盖板起定位作用，使盖板准确的安装在处理桶上；

在对盖板安装时，使连接块与连接框相对齐，将连接块放入到连接框内，连接块底部与固定

板一端相接触，连接块推动固定板绕连接点转动，当连接块底面与活动板顶面相接触时，固

定板转动至竖直状态，限位块嵌入到限位孔内，在限位块与限位孔的相互配合下，对连接块

起固定作用，从而将盖板固定在处理桶上；在将盖板从处理桶上取下时，拉动连接板，使连

接板带动活动板往连接架一端运动，限位块从限位孔内脱出，固定板失去对盖板的纵向固

定效果，将盖板从处理桶上取下，以便对研磨块进行清理。

[0049] 膨润土晾晒完成后，将膨润土从进料口放入到处理桶内，电磁阀开启，气泵往第一

空腔内通入气流，膨润土掉落在筛板上，震动组件使筛板产生震动，筛板在震动下将膨润土

颗粒抖散，对膨润土做过滤处理，从筛板上掉落的膨润土进入到研磨块与研磨座之间，驱动

电机带动研磨块转动，使研磨座与研磨块相互配合对膨润土做研磨处理，膨润土研磨完成

后掉落在接料盒内，对膨润土进行收集；当膨润土研磨完成后，电磁阀关闭，刮板从活动槽

内移出，使刮板一端与研磨座内壁相接触，驱动电机驱动研磨块转动，刮板将研磨座内壁上

的碎料刮除，部分碎料直接掉落在接料盒内，另一部分碎料粘附在刮板上，当刮板转动一定

圈数后，气泵将第一空腔内的气流吸出，刮板在复位弹簧作用下往回运动，刮片与刮板侧壁

相接触，将刮板侧壁上的碎料刮除，使刮板表面的碎料直接掉料在接料盒内，减少碎料的浪

费；随后拉动连接板，使活动板运动至连接框一端，将盖板从处理桶上取下，对研磨块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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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清理，将接料盒从出料口处取出，完成对膨润土的研磨处理。

[0050] 实施例2：

[0051] 一种膨润土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a、选矿：选取含有蒙脱石的膨润土矿进

行加工；b、原料化验：取得膨润土原矿以后，对其进行初步化验，经检测合格的膨润土原矿

按品位等级进行划分，对符合生产要求的原矿进行区域隔离，对不符合要求的膨润土矿区

域单独划分；c、人工选矿：对合格的膨润土矿用机械设备、人工干预等操作进行除杂处理，

去掉里面的石块、杂草等基本物质，提高膨润土矿的纯度；d、碎矿：人工选矿之后的膨润土

原矿需经过破碎机或振动筛进行碎矿；e、晾晒：经人工筛选取得到的膨润土原矿在自然阳

光环境进行晾晒，使其水分保持在30%，然后经过铲车攒堆存放，等待下一步磨细的处理；f、

磨细：将膨润土放入到研磨机内，将膨润土研磨成所需粒度大小；g、细度抽样检测：磨细之

后的膨润土半成品需进行细度检测，查看其是否符合相关产品的细度要求，对不符细度度

要求的原料重新进行磨细；h、综合检测：细度检测合格的要进行综合检测，对产品的蒙脱石

含量、粒度、重金属含量、有无有害物质、含水量等进行检测，对检测合格的蒙脱石产品进行

包装存储，不合格的返回原理储存区等待重新加工处理；i、包装存储：将膨润土产品袋装

后，打包之后的产品送到干燥成品库房进行存储；所述步骤a中的钙基膨润土中的蒙脱石含

量为90wt％以上；所述步骤f中的膨润土研磨后经过300目筛；所述步骤b中对膨润土原矿的

检测项目包括蒙脱石含量、重金属含量、有无有害物质等；所述步骤d中破碎之后的蒙脱石

原料的粒度为0.5cm；所述研磨机结构与实施例1中研磨机的结构相同。

[0052] 实施例3：

[0053] 一种膨润土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a、选矿：选取含有蒙脱石的膨润土矿进

行加工；b、原料化验：取得膨润土原矿以后，对其进行初步化验，经检测合格的膨润土原矿

按品位等级进行划分，对符合生产要求的原矿进行区域隔离，对不符合要求的膨润土矿区

域单独划分；c、人工选矿：对合格的膨润土矿用机械设备、人工干预等操作进行除杂处理，

去掉里面的石块、杂草等基本物质，提高膨润土矿的纯度；d、碎矿：人工选矿之后的膨润土

原矿需经过破碎机或振动筛进行碎矿；e、晾晒：经人工筛选取得到的膨润土原矿在自然阳

光环境进行晾晒，使其水分保持在25%，然后经过铲车攒堆存放，等待下一步磨细的处理；f、

磨细：将膨润土放入到研磨机内，将膨润土研磨成所需粒度大小；g、细度抽样检测：磨细之

后的膨润土半成品需进行细度检测，查看其是否符合相关产品的细度要求，对不符细度度

要求的原料重新进行磨细；h、综合检测：细度检测合格的要进行综合检测，对产品的蒙脱石

含量、粒度、重金属含量、有无有害物质、含水量等进行检测，对检测合格的蒙脱石产品进行

包装存储，不合格的返回原理储存区等待重新加工处理；i、包装存储：将膨润土产品袋装

后，打包之后的产品送到干燥成品库房进行存储；所述步骤a中的钙基膨润土中的蒙脱石含

量为90wt％以上；所述步骤f中的膨润土研磨后经过200目筛；所述步骤b中对膨润土原矿的

检测项目包括蒙脱石含量、重金属含量、有无有害物质等；所述步骤d中破碎之后的蒙脱石

原料的粒度为0.4cm；所述研磨机结构与实施例1中研磨机的结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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