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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硅酸盐类无机覆膜湿态废砂的机械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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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模具铸造砂芯材料技术领域，具

体公开了一种硅酸盐类无机覆膜湿态废砂的机

械再生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将硅酸盐废砂破

碎、筛分，将破碎后的废砂粒径控制在小于4目，

含水量控制在低于1.5‰；(2)对筛分后的废砂进

行碾磨处理，加砂速度控制在15-50Kg/s，转速控

制在50-200r/min，时间30-90s；(3)对废砂进行

多级擦洗；(4)将废砂风选除尘后与清洗液混合

搅拌形成水砂体，对水砂体进行超声处理，处理

时间为10-30min；(5)将废砂与废液分离，烘干废

砂；(6)将废砂进行碾磨和多级擦洗，碾磨时间为

10-60s，擦洗级数为3-9级；采用本申请方案的再

生方法对硅酸盐类废砂再生处理后，废砂可重复

使用，降低废砂排放量，减少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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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硅酸盐类无机覆膜湿态废砂的机械再生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硅酸盐废砂经磁选后破碎、筛分，将破碎后的废砂粒径控制在小于4目，含水量控

制在低于1.5‰；

(2)对经步骤(1)处理后的废砂进行碾磨处理，碾磨采用三摆轮碾磨机进行，加砂速度

控制在15-50Kg/s，碾磨处理的转速控制在50-200r/min，碾磨时间30-90s；碾磨过程通入

风，通风量控制在0-10000m3/min之间，且通风量大于0m3/min；

(3)对经步骤(2)处理后的废砂进行多级擦洗，擦洗级数3-12级，擦洗处理的加砂量为

30-140Kg/min，擦洗处理的转速控制在1000-3000r/min；

(4)将经步骤(3)中擦洗后的废砂风选除尘后与清洗液混合搅拌形成水砂体，废砂与清

洗液的质量份数比为废砂：清洗液＝1:1-2，对水砂体进行超声处理，处理时间为10-30min；

(5)将经步骤(4)中超声处理后的废砂与废液分离，废砂进入焙烧炉烘干，废液进入处

理池循环使用；

(6)将经步骤(5)中烘干后的废砂进行碾磨和多级擦洗，碾磨时间为10-60s，擦洗级数

为3-9级；

(7)将步骤(6)中擦洗后的砂风选除尘后送入成品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硅酸盐类无机覆膜湿态废砂的机械再生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2)中，加砂速度控制在20-30Kg/s，碾磨处理的转速控制在80-160r/min，碾磨

时间40-60s；碾磨过程通入风，通风量控制在1000-6000m3/min。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硅酸盐类无机覆膜湿态废砂的机械再生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3)中，擦洗级数3-9级，擦洗处理的加砂量为35-100Kg/min，擦洗处理的转速

控制在1000-2000r/min。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硅酸盐类无机覆膜湿态废砂的机械再生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4)中清洗液为酸性溶液。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硅酸盐类无机覆膜湿态废砂的机械再生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酸性溶液为草酸。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硅酸盐类无机覆膜湿态废砂的机械再生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5)中的烘干温度为100-500℃，时间为30-120min。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硅酸盐类无机覆膜湿态废砂的机械再生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3)中废砂的擦洗采用再生擦洗机。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硅酸盐类无机覆膜湿态废砂的机械再生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步骤(5)中的废砂与废液的分离选用螺旋砂水分离器。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硅酸盐类无机覆膜湿态废砂的机械再生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2)中采用的三摆轮碾磨机包括碾磨筒，碾磨筒内设有将碾磨筒分隔为碾磨室

和气室的分隔板，碾磨室位于分隔板的上方，分隔板上设有多个风帽；碾磨室的上部设有加

砂口和排风口；碾磨筒内转动连接有传动轴，传动轴上固定有连接杆，连接杆上固定有与分

隔板之间形成夹角的刮板；传动轴上固定有传动杆，传动杆上转动连接有位于刮板上方的

研磨轮，研磨轮到碾磨筒的内壁之间存在0.2-1cm的距离。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硅酸盐类无机覆膜湿态废砂的机械再生方法，其特征在

于：连接杆设有三根，三根连接杆沿传动轴周向均匀分布；传动杆设有三根，三根传动杆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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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动轴周向均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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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硅酸盐类无机覆膜湿态废砂的机械再生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模具铸造砂芯材料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硅酸盐类无机覆膜湿态废

砂的机械再生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硅酸盐作为一种无机化学粘结剂，来源广泛、价格低廉、无毒无味，目前广泛应用

于铸造行业。与有机树脂粘结剂相比，硅酸盐粘结剂在应用过程中没有有毒气体产生，在环

保标准日益严格的今天，硅酸盐类型砂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实现绿色铸造的型砂类型。但是，

硅酸盐类型砂存在难以再生回用的问题，导致硅酸盐废砂的大量排放，这不仅给环境带来

严重污染，也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硅酸盐类无机覆膜湿态废砂的机械再生方法，可使硅

酸盐类废砂经再生后重复使用，以达到降低废砂排放量，减少资源浪费的环保效果。

[0004]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基础方案为：一种硅酸盐类无机覆膜湿态废砂的机

械再生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1)将硅酸盐废砂经磁选后破碎、筛分，将破碎后的废砂粒径控制在小于4目，含水

量控制在低于1.5‰；

[0006] (2)对经步骤(1)处理后的废砂进行碾磨处理，碾磨采用三摆轮碾磨机进行，加砂

速度控制在15-50Kg/s，碾磨处理的转速控制在50-200r/min，碾磨时间30-90s；碾磨过程通

入风，通风量控制在0-10000m3/min之间，且通风量大于0m3/min；

[0007] (3)对经步骤(2)处理后的废砂进行多级擦洗，擦洗级数3-12级，擦洗处理的加砂

量为30-140Kg/min，擦洗处理的转速控制在1000-3000r/min；

[0008] (4)将经步骤(3)中擦洗后的废砂风选除尘后与清洗液混合搅拌形成水砂体，废砂

与清洗液的质量份数比为废砂：清洗液＝1:1-2，对水砂体进行超声处理，处理时间为10-

30min；

[0009] (5)将经步骤(4)中超声处理后的废砂与废液分离，废砂进入焙烧炉烘干，废液进

入处理池循环使用；

[0010] (6)将经步骤(5)中烘干后的废砂进行碾磨和多级擦洗，碾磨时间为10-60s，擦洗

级数为3-9级；

[0011] (7)将步骤(6)中擦洗后的砂风选除尘后送入成品仓。

[0012] 本基础方案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3] 1 .实现了硅酸盐类无机覆膜湿态废砂的再生回用，用水量少，废水可经简单的沉

降处理后循环使用；再生砂回收利用率高达90％，远高于普通再生方法，且处理效果较好，

适合工业大批量生产，再生砂可完全或部分代替新砂做覆膜砂、树脂砂等使用。

[0014] 2、废砂中的含水量过高不利于去除粘结膜，含水量控制在低于1.5‰，碾磨的效果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108817312 B

4



更好。通过碾磨去除砂粒表面残留的硅酸盐和粘附的细粉，控制粒径能够更有效的碾磨，吹

风有利于砂粒流动，尽可能使每一颗砂都能研磨充分。将碾磨处理过程中的参数控制在上

述范围内能够使废砂的残留粘结膜得到充分碾磨的同时，避免砂粒本身受到过量磨削。

[0015] 3、对废砂进行超声处理，一方面可破坏硅酸盐与砂粒表面的吸附作用，另一方面

使硅酸盐表面产生裂纹，气泡钻入裂纹，到达砂粒表面，通过振动使硅酸盐脱离，保证硅酸

盐类无机废砂再生的效果。

[0016] 进一步，所述步骤(2)中，加砂速度控制在20-30Kg/s，碾磨处理的转速控制在80-

160r/min，碾磨时间40-60s；碾磨过程通入风，通风量控制在1000-6000m3/min。申请人经过

多次试验发现，将碾磨的参数控制在上述范围内，废砂回收再生的效果较好。

[0017] 进一步，所述步骤(3)中，擦洗级数3-9级，擦洗处理的加砂量为35-100Kg/min，擦

洗处理的转速控制在1000-2000r/min。申请人经过多次试验发现，将擦洗的参数控制在上

述范围内，废砂回收再生的效果较好。

[0018] 进一步，所述步骤(4)中清洗液为酸性溶液。

[0019] 进一步，所述酸性溶液为草酸。草酸作为中强酸，在中和残留的硅酸盐同时，能减

少对设备的腐蚀。

[0020] 进一步，所述步骤(5)中的烘干温度为100-500℃，时间为30-120min。烘干的目的

是降低废砂中水分，使废砂表面的粘结膜由韧性变为脆性，同时使粘结膜膜中的不同物质

有不同的膨胀行为，便于除去该粘结膜。

[0021] 进一步，所述步骤(3)中废砂的擦洗采用再生擦洗机。

[0022] 进一步，所述的步骤(5)中的废砂与废液的分离选用螺旋砂水分离器。

[0023] 进一步，所述步骤(2)中采用的三摆轮碾磨机包括碾磨筒，碾磨筒内设有将碾磨筒

分隔为碾磨室和气室的分隔板，碾磨室位于分隔板的上方，分隔板上设有多个风帽；碾磨室

的上部设有加砂口和排风口；碾磨筒内转动连接有传动轴，传动轴上固定有连接杆，连接杆

上固定有与分隔板之间形成夹角的刮板；传动轴上固定有传动杆，传动杆上转动连接有位

于刮板上方的研磨轮，研磨轮到碾磨筒的内壁之间存在0.2-1cm的距离。

[0024] 传动轴转动时，研磨轮、刮板以传动轴为转动中心发生转动，刮板转动时可以将分

隔板上的砂粒铲起、向上抛，随着通入的气流在碾磨室内跳跃，部分砂粒撞击在碾磨筒的内

壁，部分砂粒落在研磨轮与碾磨筒之间缝隙中，部分砂粒落在研磨轮的表面后又被研磨轮

甩出，砂粒与砂粒之间、砂粒与碾磨筒之间和砂粒与研磨轮之间的碰撞和磨擦作用，可除去

砂粒表面残留的硅酸盐和粘附的细粉。研磨轮以传动轴为中心发生转动的同时会发生自

转，研磨轮对废砂进行碾磨、搓擦，可有效擦除废砂表面的粘结膜，并提高砂粒圆整度。在研

磨轮公转以及自转的过程中，研磨轮会向前推挤废砂，在研磨轮的作用下，废砂也会向上抛

起。采用本三摆轮碾磨机对废砂进行碾磨，废砂受到立体三维的机械作用力，碾磨效果十分

显著，可有效除去废砂表面的粘结膜并提高砂粒的圆整度。

[0025] 进一步，连接杆设有三根，三根连接杆沿传动轴周向均匀分布；传动杆设有三根，

三根传动杆沿传动轴周向均匀分布。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中使用到的三摆轮碾磨机的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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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图2是图1中的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9] 说明书附图1-2中的附图标记包括：碾磨筒10、气室11、碾磨室12、加砂口13、排风

口14、分隔板20、风帽21、连接杆30、刮板31、传动轴40、传动杆50、研磨轮51。

[0030] 实施例1

[0031] 一种硅酸盐类无机覆膜湿态废砂的机械再生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2] (1)将硅酸盐废砂经磁选后破碎、筛分，将破碎后的废砂粒径控制在小于4目，含水

量控制在低于1‰；

[0033] (2)对经步骤(1)处理后的废砂进行碾磨处理，碾磨采用三摆轮碾磨机进行，加砂

速度控制在25Kg/s，碾磨处理的转速控制在100r/min，碾磨时间60s；碾磨过程通入风，通风

量控制在3000m3/min；

[0034] (3)选用再生擦洗机对经步骤(2)处理后的废砂进行多级擦洗，擦洗级数6级，擦洗

处理的加砂量为40Kg/min，擦洗处理的转速控制在1300r/min；

[0035] (4)将经步骤(3)中擦洗后的废砂风选除尘后与清洗液混合搅拌形成水砂体，废砂

与清洗液的质量份数比为废砂：清洗液＝1:1 .2，对水砂体进行超声处理，处理时间为

30min；所用的清洗液为草酸；

[0036] (5)选用螺旋砂水分离器将步经骤(4)中超声处理后的废砂与废液分离，废砂进入

焙烧炉烘干，烘干温度为300-400℃，时间为60min；废液进入处理池循环使用；

[0037] (6)将经步骤(5)中烘干后的废砂进行碾磨和多级擦洗，碾磨时间为40s，擦洗级数

为6级；

[0038] (7)将步骤(6)中擦洗后的砂风选除尘后送入成品仓。

[0039] 步骤(2)所用的三摆轮碾磨机包括碾磨筒10，碾磨筒10内固定有将碾磨筒10分隔

为碾磨室12和气室11的分隔板20，碾磨室12位于分隔板20的上方，分隔板20上设有多个风

帽21，往气室11通入的气体能够通过风帽21进入碾磨室12内。碾磨室12的上部设有加砂口

13和排风口14，碾磨室12的侧壁开有出砂口。碾磨筒10底部的中心处转动连接有穿过分隔

板20且位于碾磨室12内的传动轴40，传动轴40上固定有三根沿传动轴40周向均匀分布的连

接杆30，连接杆30上固定有下端与分隔板20接触的刮板31，刮板31倾斜设置，刮板31与分隔

板20之间形成30-60度的夹角，在本实施例中刮板31与分隔板20之间形成50度的夹角。传动

轴40上固定有三根沿传动轴40周向均匀分布的传动杆50，传动杆50上转动连接有位于刮板

31上方的研磨轮51，研磨轮51到碾磨筒10的内壁之间存在0.2-1cm的距离，优选0.2-0.6cm，

而在本实施例中，研磨轮51到碾磨筒10的内壁之间存在0.5cm的距离。

[0040] 对废砂进行碾磨时，使传动轴40发生转动，转动的速度控制在50-200r/min(本实

施例中将转动速度控制在100r/min)，往加砂口13加入待碾磨的废砂，加砂速度控制在15-

50Kg/s(本实施例中将加砂速度控制在25Kg/s，)，往气室11通入风，通风量控制在3000m3/

min，通入的风能够通过风帽21进入碾磨室12中。传动轴40转动时，首先带动研磨轮51、刮板

31以传动轴40为转动中心发生转动，刮板31转动时可以将分隔板20上的砂粒铲起、向上抛，

随着气流在碾磨室12内跳跃，部分砂粒撞击在碾磨筒10的内壁，部分砂粒落在研磨轮51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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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磨筒10之间缝隙中，部分砂粒落在研磨轮51的表面后又被研磨轮51甩出，砂粒与砂粒之

间、砂粒与碾磨筒10之间和砂粒与研磨轮51之间的碰撞和磨擦作用，可除去砂粒表面残留

的硅酸盐和粘附的细粉。由于研磨轮51与碾磨筒10之间会填充有砂粒，在摩擦力的作用下，

研磨轮51以传动轴40为中心发生转动的同时会发生自转，研磨轮51对废砂进行碾磨、搓擦，

可有效擦除废砂表面的粘结膜，并提高砂粒圆整度。在研磨轮51公转以及自转的过程中，研

磨轮51会向前推挤废砂，在研磨轮51的作用下，废砂也会向上抛起。在这个过程中，通入的

气体除了对废砂施加向上的作用力外，还能带走碾磨搓擦过程中产生的粉尘，粉尘最后会

随气体一同从排风口14排出。

[0041] 实施例2

[0042] 一种硅酸盐类无机覆膜湿态废砂的机械再生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3] (1)将硅酸盐废砂经磁选后破碎、筛分，将破碎后的废砂粒径控制在小于6目，含水

量控制在低于1‰；

[0044] (2)对经步骤(1)处理后的废砂进行碾磨处理，碾磨采用三摆轮碾磨机进行，加砂

速度

[0045] 控制在28Kg/s，碾磨处理的转速控制在140r/min，碾磨时间60s；碾磨过程通入风，

通风量控制在4000m3/min；

[0046] (3)选用再生擦洗机对经步骤(2)处理后的废砂进行多级擦洗，擦洗级数9级，擦洗

处理的加砂量为50Kg/min，擦洗处理的转速控制在1600r/min；

[0047] (4)将经步骤(3)中擦洗后的废砂风选除尘后与清洗液混合搅拌形成水砂体，废砂

与清洗液的质量份数比为废砂：清洗液＝1:1 .5，对水砂体进行超声处理，处理时间为

30min；所用的清洗液为草酸；

[0048] (5)选用螺旋砂水分离器将步经骤(4)中超声处理后的废砂与废液分离，废砂进入

焙烧炉烘干，烘干温度为320-380℃，时间为60min；废液进入处理池循环使用；

[0049] (6)将经步骤(5)中烘干后的废砂进行碾磨和多级擦洗，碾磨时间为40s，擦洗级数

为6级；

[0050] (7)将步骤(6)中擦洗后的砂风选除尘后送入成品仓。

[0051] 实施例3

[0052] 一种硅酸盐类无机覆膜湿态废砂的机械再生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3] (1)将硅酸盐废砂经磁选后破碎、筛分，将破碎后的废砂粒径控制在小于6目，含水

量控制在低于1‰；

[0054] (2)对经步骤(1)处理后的废砂进行碾磨处理，碾磨采用三摆轮碾磨机进行，加砂

速度

[0055] 控制在35Kg/s，碾磨处理的转速控制在160r/min，碾磨时间68s；碾磨过程通入风，

通风量控制在6000m3/min；

[0056] (3)选用再生擦洗机对经步骤(2)处理后的废砂进行多级擦洗，擦洗级数6级，擦洗

处理的加砂量为70Kg/min，擦洗处理的转速控制在2000r/min；

[0057] (4)将经步骤(3)中擦洗后的废砂风选除尘后与清洗液混合搅拌形成水砂体，废砂

与清洗液的质量份数比为废砂：清洗液＝1:1 .6，对水砂体进行超声处理，处理时间为

30min；所用的清洗液为草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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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5)选用螺旋砂水分离器将步经骤(4)中超声处理后的废砂与废液分离，废砂进入

焙烧炉烘干，烘干温度为300-400℃，时间为60min；废液进入处理池循环使用；

[0059] (6)将经步骤(5)中烘干后的废砂进行碾磨和多级擦洗，碾磨时间为40s，擦洗级数

为8级；

[0060] (7)将步骤(6)中擦洗后的砂风选除尘后送入成品仓。

[0061] 分别对经实施例1-3处理后的再生砂和未经过任何加工处理的硅酸盐类无机覆膜

砂湿态废砂的酸耗值、含泥量、PH值进行检测，得到表1：

[0062] 表1

[0063]

[0064] 分析结论：

[0065] 根据表1的数据可知，经过本发明申请技术方案处理的硅酸盐类无机覆膜砂湿态

废砂，其酸耗值、含泥量、PH值远远低于未经过任何加工处理的硅酸盐类无机覆膜砂湿态废

砂，能够符合硅酸盐类无机覆膜砂湿态废砂再生后的使用标准，可投入再次使用，有效降低

成本。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08817312 B

8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9

CN 108817312 B

9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10

CN 108817312 B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