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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无水磷石膏的生产装

置，属于工业固废磷石膏深加工领域。采用的技

术方案为：包括放置原料的原料仓，原料仓的下

部出口处设皮带输送机通入回转式烘干机的进

料口，回转式烘干机通入热风，回转式烘干机的

出料口设链式输送机，链式输送机的后部设提升

机，提升机的出料端设中转仓，中转仓的出料口

设计量螺旋输送机，计量螺旋输送机的出料端通

入石膏煅烧窑，石膏煅烧窑内通入热风，石膏煅

烧窑的出料端通过输送机将物料运输至串联布

置的气冷降温热交换器和水冷降温热交换器，水

冷降温热交换器的出料端处设粉磨机。一体化设

备实现无水磷石膏的处理，提高自动化控制的水

平，采用的设备节约能源，境地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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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水磷石膏的生产装置，其特征是，包括放置原料的原料仓，原料仓的下部出口

处设皮带输送机，皮带输送机的出料口通入回转式烘干机的进料口，回转式烘干机通入热

风，回转式烘干机的出料口设链式输送机，链式输送机的后部设提升机，提升机的出料端设

中转仓，中转仓的出料口设计量螺旋输送机，计量螺旋输送机的出料端通入石膏煅烧窑，石

膏煅烧窑内通入热风，石膏煅烧窑的出料端通过输送机将物料运输至串联布置的气冷降温

热交换器和水冷降温热交换器，水冷降温热交换器的出料端处设粉磨机，粉磨机出料端设

成品仓,  所述水冷降温热交换器结构包括矩形的壳体，壳体上设有贯穿两侧面的水冷管，

水冷管为多根横向竖向并排设置，水冷管两端在壳体外汇集于一进水箱与出水箱内，进水

箱下部位置连接有进水管，出水箱上部连接有出水管，进水管和出水管接入水冷散热系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水磷石膏的生产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回转式烘干机的热风

来源于石膏煅烧窑利用后冷却的二次热风，二次热风与自然气体混合后通入回转式烘干

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水磷石膏的生产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回转式烘干机内及石

膏煅烧窑内通入的热风由燃气热风炉供应，石膏煅烧窑煅烧温度在650-750℃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水磷石膏的生产装置，其特征是，所述气冷降温热交换器结

构包括矩形的壳体，壳体上设有贯穿两侧面的冷风管，冷风管为多根横向竖向并排设置，冷

风管两端在壳体外汇集于一进气箱与出气箱内，进气箱处连接有进气管，出气箱连接有出

气管，进气管前端设有风机，风机引入自然风，出气管排入外界。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水磷石膏的生产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回转式烘干机设有二

次除尘系统，二次除尘系统包括第一级旋风除尘器和第二级的电袋除尘器，第一级旋风除

尘器和第二级的电袋除尘器的收集的灰尘排入回转式烘干机的出料口处的链式输送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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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水磷石膏的生产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工业副产磷石膏制备无水磷石膏的生产装置，属于工业固废磷石

膏深加工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1磷石膏特性

[0003] 磷石膏的含水量约为15﹪～25﹪。磷石膏作为湿法磷酸的副产物，常含有残余的

磷酸盐、钠和氟的化合物。磷石膏的主要化学成分为CaO和SO3 ,同时含有P2O5、F、Al2O3、

Fe2O3、SiO2、有机物等杂质及少量铀、镭、镉、铅、铜等元素。磷石膏主要以板状晶体、密实晶

体、多晶核晶体等多种结晶形式存在。

[0004] 磷石膏杂质对产品质量的影响主要有以下方式：

[0005] 1 .1主要杂质是游离磷酸（P2O5）和不溶性无机氟化物。磷酸是主要影响产品质量

的关键因素，并对普通材质设备造成不同程度的腐蚀，生产的磷石膏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清

除游离磷酸，对磷石膏原料做无害化处理。

[0006] 1.2影响产品凝结时间的杂质：磷酸一钙、磷酸二钙是影响产品凝结时间的主要因

素，产品凝结时间是做不同后续产品的主要指标之一，不同后续不品对凝结时间有不同的

严格要求.

[0007] 1.3影响制品“泛盐、泛霜”：钾、钠盐在产品用做后续制品时，在制品干燥时随水份

钾、钠盐迁移至产品表面形成“泛盐、泛霜”现象。

发明内容

[0008] 针对现有磷石膏利用上所存在的诸多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无水磷石膏生产装

置，生产过程运行稳定，自动化程度高，产品质量高且稳定、易控制，降低磷石膏中磷化合物

的影响，提高无水磷石膏纯度。

[0009]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10] 无水磷石膏的生产装置，包括放置原料的原料仓，原料仓的下部出口处设皮带输

送机，皮带输送机的出料口通入回转式烘干机的进料口，回转式烘干机通入热风，回转式烘

干机的出料口设链式输送机，链式输送机的后部设提升机，提升机的出料端设中转仓，中转

仓的出料口设计量螺旋输送机，计量螺旋输送机的出料端通入石膏煅烧窑，石膏煅烧窑内

通入热风，石膏煅烧窑的出料端通过输送机将物料运输至串联布置的气冷降温热交换器和

水冷降温热交换器，水冷降温热交换器的出料端处设粉磨机。

[0011] 作为优选，所述回转式烘干机内及石膏煅烧窑内通入的热风由燃气热风炉供应，

石膏煅烧窑煅烧温度在650-750℃之间。

[0012] 所述回转式烘干机的热风来源于石膏煅烧窑利用后冷却的二次热风，二次热风与

自然气体混合后通入回转式烘干机。

[0013] 作为优选，所述气冷降温热交换器结构包括矩形的壳体，壳体上设有贯穿两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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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冷风管，冷风管为多根横向竖向并排设置，冷风管两端在壳体外汇集于一进气箱与出气

箱内，进气箱处连接有进气管，出气箱连接有出气管，进气管前端设有风机，风机引入自然

风，出气管排入外界。

[0014] 作为优选，所述水冷降温热交换器结构包括矩形的壳体，壳体上设有贯穿两侧面

的水冷管，水冷管为多根横向竖向并排设置，水冷管两端在壳体外汇集于一进水箱与出水

箱内，进水箱下部位置连接有进水管，出水箱上部连接有出水管，进水管和出水管接入水冷

散热系统。

[0015] 完成无水磷石膏生产工艺的装置，包括烘干用的回转式烘干机、煅烧用的石膏煅

烧窑、降温用的降温热交换器和粉磨用的粉磨机，回转式烘干机、石膏煅烧窑、降温热交换

器和粉磨机前后顺序相接，回转式烘干机与石膏煅烧专用炉之间设螺旋计量装置。粉磨机

出料端设成品仓。

[0016] 所述回转式烘干机设有二次除尘系统，二次除尘系统包括第一级旋风除尘器和第

二级的电袋除尘器，第一级旋风除尘器和第二级的电袋除尘器的收集的灰尘排入回转式烘

干机的出料口处的链式输送机内。

[0017] 进一步的优选，在各设备易产生扬尘的部位设除尘系统。优选热源采用天然气，保

证石膏不被热风二次污染，最大限度的降低尾气排放的污染。

[0018] 采用上述工艺与设备的优点在于：

[0019] 1、原料主要成分主要以二水硫酸钙的形式出现，且水分含量很大，原料量比较大，

而滚筒式烘干机具有产量大，烘干效果好的优点。

[0020] 2、石膏煅烧窑对烘干后的石膏进行闪烧，石膏煅烧窑采用的高速高温的方式煅

烧，用燃气热风为加热介质，物料在内部停留时间短，生产效率高，热量利用率高，高温有效

的分解了磷石膏中的可融磷化物和不溶磷化物，提高了磷石膏的纯度，使产品性能更加稳

定，相组成分布均匀，大大提高了产品的品质和稳定性。物料与石膏煅烧窑热风形成逆流煅

烧，提高煅烧效率，保证品质相成份稳定。

[0021] 3、降温热交换器进行冷却，采用空气+水冷冷却，节能环保，煅烧后的无水磷石膏，

温度很高，进入下工序对设备影响较大，且高温下时间久会造成磷石膏继续反应生成难溶

无水磷石膏，降低品质，所以需要快速冷却，采用空气+水冷两种方式，短时间将物料冷却至

50-60摄氏度，降低石膏粉流动性，保证后期粉磨的稳定和顺利出料。经过上述处理后的粉

料直接送入粉磨既得产品，粉磨后的产品细度可达200目以上，进一步提升其加工可加工性

能和制品性能及颗粒级配。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各设备连接关系图,

[0023]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气冷降温热交换器侧面图一，

[0024]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气冷降温热交换器侧面图二，

[0025]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水冷降温热交换器侧面图一，

[0026]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水冷降温热交换器侧面图二，

[0027] 附图标记：

[0028] 1、原料仓，2.皮带输送机，3.回转式烘干机，4.二级除尘系统5.链式输送机  6、提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09210655 U

4



升机7.中转仓，8、计量螺旋装置，9.石膏煅烧窑，10、燃气热风炉  11、气冷降温热交换器， 

12、水冷降温热交换器，13、粉磨机14、成品仓，101、冷风管，102、进气箱，103、出气箱，104、

风机，105、进风管，106、出风管，107、水冷管，108、进水箱，109、出水箱，110、进水管，111、出

水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本发明采用的具体工艺步骤如下：

[0030] 无水磷石膏的生产装置，包括放置原料的原料仓，原料仓的下部出口处设皮带输

送机，皮带输送机的出料口通入回转式烘干机的进料口，回转式烘干机通入热风，回转式烘

干机的出料口设链式输送机，链式输送机的后部设提升机，提升机的出料端设中转仓，中转

仓的出料口设计量螺旋输送机，计量螺旋输送机的出料端通入石膏煅烧窑，石膏煅烧窑内

通入热风，石膏煅烧窑的出料端通过输送机将物料运输至串联布置的气冷降温热交换器和

水冷降温热交换器，水冷降温热交换器的出料端处设粉磨机，粉磨机出料端设成品仓。

[0031] 生产步骤将脱硫石膏原料进行热风烘干，烘干温度控制在110-130℃之间，烘干后

附着水含量≤3%；

[0032] 烘干后的石膏进行煅烧，煅烧温度在650-750℃之间，煅烧时间在＜10min；

[0033] 将煅烧后的石膏进行两次降温，冷却到50-60℃，

[0034] 将冷却后的物料送至石膏粉磨机粉磨，粉磨后的物料粒径在200目以上。煅烧后的

石膏进行降温采用风冷+水冷降温。

[0035] 烘干步骤的时间控制在5-15min，烘干温度110-130℃，所述烘干后石膏的附着水

含量≤3%。

[0036] 回转式烘干机内及石膏煅烧窑内通入的热风由燃气热风炉供应，石膏煅烧窑煅烧

温度在650-750℃之间。回转式烘干机的热风来源于石膏煅烧窑利用后冷却的二次热风，二

次热风与自然气体混合后通入回转式烘干机。石膏煅烧窑对热风温度的要求高，因而直接

使用燃气热风炉产生的热风，回转式烘干机烘干温度低于煅烧温度，利用煅烧利用的热风

能降低整体能耗。由于煅烧后的热风温度依旧很高，这里加入风机混合自然风对烘干温度

进行调整。

[0037] 气冷降温热交换器结构包括矩形的壳体，壳体上设有贯穿两侧面的冷风管，冷风

管为多根横向竖向并排设置，冷风管两端在壳体外汇集于一进气箱与出气箱内，进气箱处

连接有进气管，出气箱连接有出气管，进气管前端设有风机，风机引入自然风，出气管排入

外界。水冷降温热交换器结构包括矩形的壳体，壳体上设有贯穿两侧面的水冷管，水冷管为

多根横向竖向并排设置，水冷管两端在壳体外汇集于一进水箱与出水箱内，进水箱下部位

置连接有进水管，出水箱上部连接有出水管，进水管和出水管接入水冷散热系统。

[0038] 风冷管外壁和壳体组成风冷空腔，煅烧后的石膏经风冷空腔将温度降低。

[0039] 水冷管外壁和壳体组成水冷空腔，煅烧后的石膏经水冷空腔将温度再次降低。

[0040] 回转式烘干机设有二次除尘系统，二次除尘系统包括第一级旋风除尘器和第二级

的电袋除尘器，第一级旋风除尘器和第二级的电袋除尘器的收集的灰尘排入回转式烘干机

的出料口处的链式输送机内。

[0041] 首先要对原料进行烘干，通过对各种烘干设备的对比，发现滚筒式烘干机更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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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本发明中的原料烘干，因为本发明中的原料主要成分主要以二水硫酸钙的形式出现，

且水分含量很大，原料量比较大，而滚筒式烘干机具有产量大，烘干效果好的优点，烘干机

具体参数为：烘干时间10-20min，烘干温度控制在120-130℃。

[0042] 采用石膏煅烧窑对烘干后的石膏进行闪烧，石膏煅烧窑采用的高速高温的方式煅

烧，用燃气热风为加热介质，物料在内部停留时间短，生产效率高，热量利用率高，高温有效

的分解了磷石膏中的可融磷化物和不溶磷化物，提高了磷石膏的纯度，使产品性能更加稳

定，相组成分布均匀，大大提高了产品的品质和稳定性。

[0043] 采用降温热交换器进行冷却，采用空气+水冷冷却，节能环保，煅烧后的无水磷石

膏，温度很高，进入下工序对设备影响较大，且高温下时间久会造成磷石膏继续反应生成难

溶无水磷石膏，降低品质，所以需要快速冷却，采用空气+水冷两种方式，短时间将物料冷却

至50-60摄氏度，降低石膏粉流动性，保证后期粉磨的稳定和顺利出料。经过上述处理后的

粉料直接送入粉磨既得产品，粉磨后的产品细度可达200目以上，进一步提升其加工可加工

性能和制品性能及颗粒级配。

[0044] 经过上述处理后的粉料直接送入粉磨机粉磨既得产品，粉磨后的产品细度可达

200目以上，进一步提升其加工可加工性能和制品性能，所得产品，其初凝时间6-10min，终

凝时间20-30min，2h抗折强度3.0MPa以上，完全符合《建筑石膏》GB9776-2008标准。

[0045] 该工艺可实现随生产随包装，随生产随使用的功能，节约大量冷却时间，节约大量

的时间和空间。

[0046] 以上主要设备和配套设备控制均接入DCS控制中，可根据烘干、煅烧、冷却温度的

变化来自行控制输送设备的给料量；每小时产量、每部分温度、设备运行情况、设备开启等

均可在电脑上显示，完全实现自动化，不但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生产出的产品质量稳定。

[0047] 在整条生产线中物料全部在密闭的设备中输送，在关键部位装有除尘设备，全线

负压运行，无任何扬尘点，符合达到绿色、环保、节能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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