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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水介质旋流器选煤的方法。

入选原煤经分级筛分级，3mm以上的物料进入破

碎机破碎到3mm以下，入选原煤经分级筛分级3mm

以下的物料注水混合进入高频直线振动筛进行

脱泥分级，分级后大于0.063mm的物料进入水介

质排矸旋流器排矸，底流物料进入矸石脱水筛，

筛上物为矸石，送入矸石场地，筛下水进入内循

环水系统再次循环，溢流物料进入末煤粗煤泥分

级分选机组，分选出的溢流物料进入精煤脱水

筛，筛上物为精煤，进入精煤场地，筛下水进入内

循环水系统再次循环，分选出的溢流物料进入末

煤粗煤泥机组再次分选，水介质中矸旋流器的溢

流物料经中煤脱水筛进行脱水，筛上物料为中

煤，送入中煤场地，筛下水进入内循环水系统再

次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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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介质旋流器选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分级筛(1)、破碎机(2)、水介质排

矸旋流器(3)、矸石脱水筛(4)、高频直线脱泥分级振动筛(11)、末煤粗煤泥分级分选机组

(5)、末煤粗煤泥分级分选机组的精煤脱水筛(6)、水介质回收旋流器(7)、水介质中矸旋流

器(8)、水介质排矸旋流器的矸石脱水筛(9)、水介质中矸旋流器的中煤脱水筛(10)；待选原

煤经分级筛(1)分级，筛上的物料进入破碎机(2)破碎，和筛下的物料注水混合进入到水介

质排矸旋流器(3)进行分选，分选出的底流物料进入到水介质排矸旋流器的矸石脱水筛

(4)，筛上物料矸石，送入矸石场地，筛下水进入内循环水系统再次循环；水介质排矸旋流器

(3)分选出的溢流物料进入高频直线脱泥分级振动筛(11)，筛下水进入浮选系统再次分选，

筛上物进入末煤粗煤泥分级分选机组(5)的上料箱，进入末煤粗煤泥分级分选机组(5)进行

分选，分选出的溢流物料进入精煤脱水筛(6)，筛上物为精煤，进入精煤场地，筛下水进入内

循环水系统再次循环；末煤粗煤泥分级分选机组(5)分选出的底流物料进入系统中的水介

质回收旋流器(7)再次分选，分选出的溢流物料进入末煤粗煤泥分级分选机组的上料箱，进

入末煤粗煤泥分选机组(5)再次分选；水介质回收旋流器(7)的底流物料进入水介质中矸旋

流器(8)的进行分选，水介质中矸旋流器(8)的溢流物料经中煤脱水筛(10)进行脱水，筛上

物料为中煤，送入中煤场地；筛下水进入内循环水系统再次循环；水介质中矸旋流器(8)的

底流物料进入矸石脱水筛（9），筛上物为矸石，进入矸石场地，筛下水进入内循环水系统再

次循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介质旋流器选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破碎机(2)

的破碎效果为破碎到3mm 以下。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水介质旋流器选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级筛(1)

的孔径为3mm，3mm以上的物料进入破碎机(2)破碎到3mm 以下，和入选原煤经分级筛分级

3mm以下的物料注水混合进入到水介质排矸旋流器(3)的上料箱。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介质旋流器选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高频直线脱

泥分级振动筛(11)的孔径为0.063mm，筛上物为大于  0.063mm的物料，进入末煤粗煤泥分级

分选机组(5)进行分选。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水介质旋流器选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小于0.063mm的

物料，进入浮选系统进行分选。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介质旋流器选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到水介质排

矸旋流器(3)还设有第一上料箱和第一上料泵，第一上料箱里的物料注水后，在第一上料泵

压力的作用下，进入到水介质排矸旋流器(3)进行分选；所述高频直线脱泥分级振动筛(11)

还设有第二上料箱和第二上料泵，第二上料箱里的物料注水后，在第二上料泵压力的作用

下，进入高频直线脱泥分级振动筛(11)；所述水介质回收旋流器(7)还设有第三上料泵和第

三上料箱，第三上料箱里的物料在第三上料泵的压力作用下进入水介质回收旋流器(7)；所

述水介质中矸旋流器(8)还设有第四上料泵和第四上料箱，第四上料箱里的物料，在第四上

料泵的压力作用下进入水介质中矸旋流器进行分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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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介质旋流器选煤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水介质旋流器选煤的方法，尤其涉及选煤设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原有的跳汰选煤方法是在垂直脉动的介质中按颗粒密度差别进行选煤过程。跳汰

选煤的介质是水或空气，个别的也用悬浮液。选煤中以水力跳汰的最多。跳汰选煤方法是利

用跳汰分选原理将入选原料按密度大小分选为精煤、中煤和矸石等产品。不足之处：副产品

中的中煤、末煤和煤泥尾矿中含精率比较高。

[0003] 原有的重介选煤方法：是在密度大于1g/cm的介质中，按颗粒密度的大小差异进行

选煤，叫做重介质选煤或重介选煤。重介质选煤分选出精煤、中煤、矸石。选煤所用的重介质

有重液和重选浮液两类。重介选煤的缺点是生产工艺复杂，生产费用高，设备磨损快，维修

量大；不足之处：副产品中的末煤和煤泥尾矿中含精率比较高。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水介质旋流器选煤的方法，解决了

上述技术问题，将各类煤种通过水介质旋流器选煤的方法，对各类煤种进行更精确的分选，

精煤灰分达标，中煤里面含精煤2％以内，矸石里面含中煤2％以内。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水介质旋流器选煤的方法包括：分级筛1、破碎机2、水介质排矸旋流器3、高频

直线脱泥分级振动筛11、末煤粗煤泥分级分选机组5、末煤粗煤泥分级分选机组的精煤脱水

筛6、水介质回收旋流器7、水介质中矸旋流器8、矸石脱水筛9、中煤脱水筛10，所述高频直线

脱泥分级振动筛11分别与分级筛、破碎机、水介质排矸旋流器3、末煤粗煤泥分级分选机组

相连5，所述分级筛1与破碎机2相连，所述水介质排矸旋流器3与矸石脱水筛4相连，所述末

煤粗煤泥分级分选机组5与精煤脱水筛6、水介质回收旋流器7相连，所述水介质回收旋流器

7与水介质中矸旋流器8相连，所述水介质中矸旋流器8与矸石脱水筛9、中煤脱水筛10相连。

[0007] 其中，所述原煤物料经分级筛1进行分级，3mm以上的物料进入破碎机2破碎到3mm

以下，和3mm以下的物料混合注水后，进入到水介质排矸旋流器的上料箱，在上料泵压力的

作用下，进入到水介质排矸旋流器进行分选。分选出的底流物料进入到水介质排矸旋流器

的矸石脱水筛4，筛上物料为矸石，送入矸石场地，筛下水进入内循环水系统再次循环，分选

出的溢流物料进入高频直线脱泥分级振动筛11的上料箱，注水后，在上料泵压力的作用下，

进入高频直线脱泥分级振动筛11，筛下水进入浮选系统再次分选。

[0008] 其中，所述大于0.063mm的物料进入末煤粗煤泥分级分选机组5的上料箱，在上料

泵的压力作用下进入末煤粗煤泥分级分选机组5进行分选，分选出各个粒级的溢流物料进

入末煤粗煤泥分级分选机组的精煤脱水筛6。

[0009] 其中，所述末煤粗煤泥分级分选机组5的精煤脱水筛6的筛上物为精煤，进入精煤

场地，筛下水进入内循环水系统再次循环，分选出的底流物料进入系统中的水介质回收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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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器的上料箱，注水后在上料泵的压力作用下进入水介质回收旋流器7再次分选，分选出的

溢流物料进入末煤粗煤泥分级分选机组的上料箱和高频直线脱泥分级振动筛的筛上物料

混合注水后，在上料泵压力的作用下，进入末煤粗煤泥分选机组5再次分选。

[0010] 其中，所述水介质中矸旋流器8的溢流物料经水介质中矸旋流器的中煤脱水筛10

进行脱水，筛上物料为中煤，送入中煤场地，筛下水进入内循环水系统再次循环。

[0011] 其中，所述水介质中矸旋流器8的底流物料进入水介质中矸旋流器的矸石脱水筛

9，筛上物为矸石，进入矸石场地，筛下水进入内循环水系统再次循环，小于0.063mm的物料，

进入浮选系统进行分选。

[0012] 技术方案：入选原煤经分级筛1分级，3mm以上的物料进入破碎机2破碎到3mm以下，

和入选原煤经分级筛分级3mm以下的物料注水混合进入到水介质排矸旋流器的上料箱注水

后，注水后，在上料泵压力的作用下，进入到水介质排矸旋流器3进行分选。分选出的底流物

料进入到水介质排矸旋流器的矸石脱水筛4，筛上物料矸石，送入矸石场地，筛下水进入内

循环水系统再次循环，分选出的溢流物料进入高频直线脱泥分级振动筛11的上料箱，注水

后，在上料泵压力的作用下，进入高频直线脱泥分级振动筛11，筛下水进入浮选系统再次分

选，筛上物为0.063mm——3mm的物料，进入末煤粗煤泥分级分选机组5的上料箱，在上料泵

的压力作用下进入末煤粗煤泥分级分选机组5进行分选，分选出各个粒级的溢流物料进入

末煤粗煤泥分级分选机组5的精煤脱水筛6，筛上物为精煤，进入精煤场地，筛下水进入内循

环水系统再次循环，分选出的底流物料进入系统中的水介质回收旋流器的上料箱，在上料

泵的压力作用下进入水介质回收旋流器7再次分选，分选出的溢流物料进入末煤粗煤泥分

级分选机组的上料箱和高频直线脱泥分级振动筛的筛上物料混合注水后，在上料泵压力的

作用下，进入末煤粗煤泥分选机组5再次分选。水介质回收旋流器7的底流物料进入系统中

的水介质中矸旋流器的上料箱，在上料泵的压力作用下进入水介质中矸旋流器进行分选，

溢流物料经水介质中矸旋流器的中煤脱水筛10进行脱水，筛上物料为中煤，送入中煤场地，

筛下水进入内循环水系统再次循环。水介质中矸旋流器的底流物料进入水介质中矸旋流器

的矸石脱水筛9，筛上物为矸石，进入矸石场地，筛下水进入内循环水系统再次循环，小于

0.063mm的物料，进入浮选系统进行分选。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水介质旋流器选煤的方法，随着机械化

采煤技术普及，原生末煤、煤泥量增大，自生的末煤、煤泥量同时也在增长，跳汰选煤技术和

重介质选煤技术对末煤和煤泥的分选处理效果差，末煤和煤泥中的含精率普遍极高，在现

有的跳汰选煤厂和重介质选煤厂，把处理后的末煤脱水后混入中煤销售，造成经济损失和

资源严重浪费。在传统的跳汰选煤方法、重介质选煤方法和我们研制的一种末煤粗煤泥分

级分选机组的基础上，我们又研发了一种水介质旋流器选煤方法。更精确的对各类煤种，末

煤、煤泥尾矿进行分级分选，精煤灰分达标，中煤里面含2％以内精煤，矸石里面含2％以内

中煤。

[0014] 为了能更进一步了解本发明的特征以及技术内容，请参阅以下有关本发明的详细

说明与附图，然而附图仅提供参考与说明用，并非用来对本发明加以限制。

附图说明

[0015] 下面结合附图，通过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详细描述，将使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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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它有益效果显而易见。

[0016] 图1是本发明一种水介质旋流器选煤的方法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更进一步阐述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及其效果，以下结合本发明的优选实施

例及其附图进行详细描述。

[0018] 请参阅图1，一种水介质旋流器选煤的方法包括：1分级筛、2破碎机、水介质排矸旋

流器的上料箱、3水介质排矸旋流器、水介质排矸旋流器的矸石脱水筛、高频直线脱泥分级

振动筛的上料箱、11高频直线脱泥分级振动筛、末煤粗煤泥分级分选机组的上料箱、5末煤

粗煤泥分级分选机组、6末煤粗煤泥分级分选机组的精煤脱水筛、水介质回收旋流器的上料

箱、7水介质回收旋流器、水介质中矸旋流器的上料箱、8水介质中矸旋流器、10水介质中矸

旋流器的中煤脱水筛、9水介质中矸旋流器的矸石脱水筛。所述高频直线脱泥分级振动筛11

分别与分级筛1、破碎机2、水介质排矸旋流器3、末煤粗煤泥分级分选机组5相连，所述分级

筛1与破碎机2相连，所述水介质排矸旋流器3与矸石脱水筛4相连，所述末煤粗煤泥分级分

选机组5与末煤粗煤泥分级分选机组的精煤脱水筛6、水介质回收旋流器7相连，所述水介质

回收旋流器7与水介质中矸旋流器8相连，所述水介质中矸旋流器8与水介质中矸旋流器的

矸石脱水筛9、水介质中矸旋流器的中煤脱水筛10相连。

[0019] 进一步，所述将原煤物料经分级筛1进行分级，3mm以上的物料进入破碎机2破碎到

3mm以下，和3mm以下的物料混合注水后，进入到水介质排矸旋流器的上料箱3注水后，在上

料泵压力的作用下，进入到水介质排矸旋流器3进行分选。

[0020] 进一步，所述小于3mm的物料进入水介质排矸旋流器3内进行分选，分选出的底流

物料进入水介质排矸旋流器的矸石脱水筛4，筛上物为矸石，送入矸石场地，筛下水进入内

循环水系统再次循环，分选出的溢流物料进入高频直线脱泥分级振动筛4的上料箱，注水

后，在上料泵压力的作用下，进入高频直线脱泥分级振动筛11。

[0021] 进一步，所述高频直线脱泥分级振动筛11的筛下水进入浮选系统再次分选，筛上

物为0.063mm——3mm的物料，在上料泵的压力作用下进入末煤粗煤泥分级分选机组的上料

箱，在上料泵的压力作用下进入末煤粗煤泥分级分选机组5进行分级分选，分选出各个粒级

的溢流物料进入末煤粗煤泥分级分选机组的精煤脱水筛6，筛上物为精煤，进入精煤场地，

筛下水进入内循环水系统再次循环，分选出的底流物料进入系统中的水介质回收旋流器的

上料箱，在上料泵的压力作用下进入水介质回收旋流器7再次分选，分选出的溢流物料进入

末煤粗煤泥分级分选机组5的上料箱和高频直线脱泥分级振动筛11的筛上物料混合注水

后，在上料泵压力的作用下，进入末煤粗煤泥分选机组5再次分选。

[0022] 进一步，所述水介质回收旋流器7的底流物料进入系统中的水介质中矸旋流器的

上料箱，在上料泵的压力作用下进入水介质中矸旋流器8进行分选，溢流物料经水介质中矸

旋流器的中煤脱水筛10进行脱水，筛上物料为中煤，送入中煤场地，筛下水进入内循环水系

统再次循环。

[0023] 进一步，所述水介质中矸旋流器8的底流物料进入水介质中矸旋流器的矸石脱水

筛9，筛上物为矸石，进入矸石场地，筛下水进入内循环水系统再次循环，小于0.063mm的物

料，进入浮选系统进行分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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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各部件用途：

[0025] 1)、分级筛1：把入选原煤进行3mm分级。

[0026] 2)、破碎机2：入选原煤分级后，3mm以上的物料进行破碎，破碎到3mm以下进入系

统。

[0027] 3)、高频直线脱泥分级振动筛11：对3mm以下的物料进行脱泥分级。

[0028] 4)、水介质排矸旋流器3：对3mm以下的物料进行排矸。

[0029] 5)、水介质排矸旋流器的矸石脱水筛4：对水介质排矸旋流器的底流物料进行矸石

脱水。

[0030] 6)、末煤粗煤泥分级分选机组5：分级分选排矸旋流器的溢流物料。

[0031] 7)、精煤脱水筛6：对分级分选后的精煤进行脱水。

[0032] 8)、水介质回收旋流器7：对末煤粗煤泥分级分选后的底流物料进行回收分选。

[0033] 9)、水介质中矸旋流器8：对水介质回收旋流器的底流物料进行分选。

[0034] 操作步骤：将原煤物料经分级筛1进行分级，3mm以上的物料进入破碎机2破碎到

3mm以下，和入选原煤物料经分级筛分级3mm以下的物料注水混合(浓度为20％左右)进入到

水介质排矸旋流器3进行分选。分选出的底流物料进入水介质排矸旋流器的矸石脱水筛4，

筛上物料为矸石，送入矸石场地，筛下水进入内循环水系统再次循环，分选出的溢流物料进

入高频直线脱泥分级振动筛的上料箱6，注水后，在上料泵压力的作用下，进入高频直线脱

泥分级振动筛11，筛下水进入浮选系统再次分选，筛上物为0.063mm——3mm的物料，在上料

泵压力作用下进入末煤粗煤泥分级分选机组的上料箱，在上料泵的压力作用下进入末煤粗

煤泥分级分选机组5进行分选，分选出各个粒级的溢流物料进入末煤粗煤泥分级分选机组

的精煤脱水筛6，筛上物为精煤，进入精煤场地，筛下水进入内循环水系统再次循环，分选出

的底流物料进入系统中的水介质回收旋流器的上料箱，在上料泵的压力作用下进入水介质

回收旋流器7再次分选，分选出的溢流物料进入末煤粗煤泥分级分选机组的上料箱和高频

直线脱泥分级振动筛11的筛上物料混合注水后，在上料泵压力的作用下，进入末煤粗煤泥

分选机组5再次分选。水介质回收旋流器7的底流物料进入系统中的水介质中矸旋流器的上

料箱，在上料泵的压力作用下进入水介质中矸旋流器8进行分选，溢流物料经水介质中矸旋

流器的中煤脱水筛10进行脱水，筛上物料为中煤，送入中煤场地，筛下水进入内循环水系统

再次循环。水介质中矸旋流器8的底流物料进入水介质中矸旋流器的矸石脱水筛9，筛上物

为矸石，进入矸石场地，筛下水进入内循环水系统再次循环，小于0.063mm的物料，进入浮选

系统进行分选。

[003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涵

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所述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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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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