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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3D打印金属粉末分

级的涡流选粉机，属于粉体物料分级技术领域，

包括设有一次进风口和粗粉出口的选粉室、转动

连接于选粉室上的转轴、固设于转轴上且位于选

粉室内的笼型转子、用于驱动转轴转动的驱动装

置，选粉室上连通设置有集气室，且选粉室内部

固设有带引射孔的布风板，集气室上设有细粉出

口；转轴转动连接于集气室上、且另一端转动连

接于布风板上；笼型转子靠近集气室的端面上固

设有撒料板，选粉室上固设有位于撒料板上方的

进料口、沿笼型转子周向设置的固定挡板、位于

固定挡板和笼型转子之间能上下调节的可调挡

板。本发明能直接利用涡流选粉机及其原理，撒

料均匀，气流作用力强，可对金属粉末进行高精

度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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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3D打印金属粉末分级的涡流选粉机，包括设有一次进风口和粗粉出口的选

粉室、转动连接于选粉室上的转轴、固设于转轴上且位于选粉室内的笼型转子、用于驱动转

轴转动的驱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选粉室上连通设置有集气室，且选粉室内部固设有带

引射孔的布风板，所述集气室上设有细粉出口；所述转轴转动连接于集气室上、且另一端转

动连接于布风板上；

所述笼型转子靠近集气室的端面上固设有撒料板，所述选粉室上固设有位于撒料板上

方的进料口、沿笼型转子周向设置的固定挡板、位于固定挡板和笼型转子之间能上下调节

的可调挡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3D打印金属粉末分级的涡流选粉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布

风板上的引射孔由远离笼型转子向靠近笼型转子的方向逐渐变小。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3D打印金属粉末分级的涡流选粉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布

风板的截面为两个关于转轴对称的V型。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3D打印金属粉末分级的涡流选粉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一

次进风口沿选粉室的切线方向设有两个。

5.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意一项所述的用于3D打印金属粉末分级的涡流选粉机，其特

征在于：所述可调挡板的一端固设有螺杆，所述螺杆伸向选粉室外通过螺母固定于选粉室

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3D打印金属粉末分级的涡流选粉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锥

体上固设有二次进风口，所述二次进风口由选粉室外向内延伸至靠近笼型转子的下方，所

述选粉室的内部固设有用于支撑二次进风口的支架。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3D打印金属粉末分级的涡流选粉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支

架包括固设于选粉室内壁上的第一支撑环、固设于二次进风口上的第二支撑环和连接板，

所述第一支撑环和第二支撑环相对倾斜设置且中间形成用于物料落下的间隙，所述第一支

撑环和第二支撑环通过连接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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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3D打印金属粉末分级的涡流选粉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金属粉状物料分级领域，涉及一种选粉机，具体地说是一种用于3D打

印金属粉末分级的涡流选粉机。

背景技术

[0002] 3D打印技术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应用在模具设计与制造、航空航天、材料工程、

医学研究、文化艺术、建筑工程等行业，同时也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于金属激光3D

打印技术，铺粉过程中金属粉末流动性越好，铺粉越均匀，3D打印件的尺寸精度和表面质量

就越好，因此金属粉末的物性（粒度分布、球形度、氧含量等）直接决定打印件的最终性能。

[0003] 3D打印金属粉末的制备一般采用气雾化技术，制备的颗粒粒径一般呈正态分布，

微细颗粒（如小于20μm）由于颗粒间作用力较大，容易出现聚团现象，造成流动性差，因此制

备的金属粉末需要筛分后才能用于3D打印。传统的机械振动筛分法用于3D打印金属粉末分

选时易出现筛孔堵塞等现象，严重影响生产效率；现有的涡流选粉机在水泥、矿物加工、非

金属催化剂制备等方面应用广泛，中国专利ZL201610854452.5提出了一种金属粉末的分级

装置及使用方法，粉末由储粉罐经螺旋进料器进入涡流选粉机，通过调节分级轮（笼型转

子）转速和进风量来控制选粉机收集的粗粉物料粒度的分布，生产效率较高，但是结构复

杂，制造成本较高；中国发明专利申请201910734416.9提出了3D打印粉末的筛分方法，利用

涡流选粉机（也称气流分级机）的分选去除粉末中的超细颗粒。然而，3D打印金属粉末（如钛

粉、钽粉等）的颗粒密度比水泥、碳酸钙等非金属粉末大很多，相同粒径时金属粉末质量很

大，这就需要很强的气流作用力才能实现金属粉末的高效分选，因此直接利用现有涡流选

粉机难以实现金属粉末的高精度分级。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以上不足，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用于3D打印金属粉末分

级的涡流选粉机，利用笼型转子高速旋转和射流冲击对金属粉末进行分选，提高了金属物

料的分级精度。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用于3D打印金属粉末分级

的涡流选粉机，包括设有一次进风口和粗粉出口的选粉室、转动连接于选粉室上的转轴、固

设于转轴上且位于选粉室内的笼型转子、用于驱动转轴转动的驱动装置，所述选粉室上连

通设置有集气室，且选粉室内部固设有带引射孔的布风板，所述集气室上设有细粉出口；所

述转轴转动连接于集气室上、且另一端转动连接于布风板上；

所述笼型转子靠近集气室的端面上固设有撒料板，所述选粉室上固设有位于撒料板上

方的进料口、沿笼型转子周向设置的固定挡板、位于固定挡板和笼型转子之间能上下调节

的可调挡板。

[0006] 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所述布风板上的引射孔由远离笼型转子向靠近笼型转子的

方向逐渐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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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作为对本发明的进一步限定：所述布风板的截面为两个关于转轴对称的V型。

[0008] 作为对本发明的再进一步限定：所述一次进风口沿选粉室的切线方向设有两个。

[0009] 作为对本发明的更进一步限定：所述可调挡板的一端固设有螺杆，所述螺杆伸向

选粉室外通过螺母固定于选粉室上。

[0010] 作为对本发明的一种限定：所述锥体上固设有二次进风口，所述二次进风口由选

粉室外向内延伸至靠近笼型转子的下方，所述选粉室的内部固设有用于支撑二次进风口的

支架。

[0011] 作为对本发明的另一种限定：所述支架包括固设于选粉室内壁上的第一支撑环、

固设于二次进风口上的第二支撑环和连接板，所述第一支撑环和第二支撑环相对倾斜设置

且中间形成用于物料落下的间隙，所述第一支撑环和第二支撑环通过连接板连接。

[0012]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所取得的有益效果在于：

（1）本发明用于带动笼型转子转动的转轴在集气室和布风板上设有两个转动支撑点，

使笼型转子能高速、稳定旋转，提高了气流旋转强度，同时物料落在撒料板上后，控制可调

挡板的高度，防止物料直接被固定挡板弹到笼型转子的内部，使物料集中在固定挡板和可

调挡板之间的最佳分级区域，增加了分级的精度；

（2）本发明的布风板与支撑环间形成V型流道，布风板上靠近笼型转子的引射孔小，远

离笼型转子的引射孔大，一方面利用气流阻力使选粉室内形成均匀气流，另一方面利用射

流效应对金属粉末进行冲击分散，实现颗粒二次分级，提高了分级精度。

[0013] 综上所述，本发明能直接利用涡流选粉机及其原理，撒料均匀，气流作用力强，适

用于金属粉末的高精度分级。

附图说明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透视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图1A-A剖视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支架18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中：1-选粉室，1.1-圆筒，1.2-锥体，2-集气室，3-细粉出口，4-进料口，5-撒料

板，5.1-底板环，5.2-挡板，6-固定挡板，7-可调挡板，8-螺杆，9-螺母，10-电机，11-轴承座，

12-轴承，13-转轴，14-笼型转子，15-布风板，16-引射孔，17-法兰，18-支架，18.1-第一支撑

环，18.2-第二支撑环，18.3-连接板，19-二次进风口，20-粗粉出口，21-一次进风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用于3D

打印金属粉末分级的涡流选粉机为优选实施例，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

发明的限制。

[0018] 实施例  用于3D打印金属粉末分级的涡流选粉机

本实施例如图1、图2、图3所示，一种用于3D打印金属粉末分级的涡流选粉机，包括选粉

室1，所述选粉室1包括上部（图1上部）圆筒1.1和下部（图1下部）锥体1.2，所述锥体1.2通过

法兰17与圆筒1.1可拆卸连接，所述锥体1.2口径小的一端固设有粗粉出口20，所述圆筒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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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连接锥体1.2的一端封闭，且封闭的端面上连通设置有集气室2，所述集气室2的侧壁上设

有细粉出口3。沿圆筒1.1的切线方向设有两个一次进风口21，所述一次进风口21设于未连

接锥体1.2的一端的侧壁上，且两个一次进风口21的开口方向相反。

[0019] 所述选粉室1的内部固设有布风板15，且布风板15将选粉室1的内部分割成上下两

部分。所述布风板15上设有引射孔16，用于分级后的粗粉物料从引射孔16落向锥体1.2。所

述集气室2上和布风板15上对应设有轴承座11，且轴承座11上通过轴承12转动连接有转轴

13，即转轴13的一端转动连接于布风板15的轴承座11上，另一端穿过集气室2上的轴承座11

伸向集气室2的外部，所述转轴13伸向集气室2外部的一端连接有驱动装置，本实施例的驱

动装置采用电机10。所述转轴13上固设有笼型转子14，即笼型转子14套接于转轴13上，并位

于集气室2和布风板15之间。所述布风板15的截面为两个关于转轴13对称的V型，如图1所

示，两个面相对向下倾斜设置，使选粉室1内部气流形成曲折流道，提高分级精度。

所述锥体1.2上固设有二次进风口19，所述二次进风口19为L形的圆筒形，并且由选粉

室1外向内延伸至靠近笼型转子14的下方。所述选粉室1的内部固设有用于支撑二次进风口

19的支架18，防止二次进风口19倾倒。如图2所示，所述支架18包括固设于选粉室1内壁上圆

环形的第一支撑环18.1、固设于二次进风口19上圆环形的第二支撑环18.2和连接板18.3，

所述第一支撑环18.1和第二支撑环18.2相对倾斜设置，且中间形成用于物料落下的间隙，

即第一支撑环18.1和第二支撑环18.2倾斜成与布风板15排布相同的V型。所述连接板18.3

设有四个，所述第一支撑环18.1和第二支撑环18.2通过四个沿第一支撑环18.1周向均匀设

置的连接板18.3连接。

[0020] 如图3所示，所述布风板15上的引射孔16为圆形，由靠近笼型转子14向远离笼型转

子14的方向逐渐变大，即笼型转子14下方的引射孔16较小，由布风板15的中心向两侧引射

孔16的直径逐渐变大，使二次进风口19在笼型转子14下方的引射孔16产生的引射能量较

大，因为引射孔16的直径越小，阻力越大，产生的引射能量越大，能有效将附着于笼型转子

14边壁上的物料和残留在布风板15轴承座11处的物料吹下来进行二次分级，提高分级精

度。

[0021] 所述笼型转子14靠近集气室2的端面上固设有撒料板5，所述选粉室1上固设有位

于撒料板5上方（图1上方）的进料口4。所述撒料板5包括圆形的底板环5.1和挡板5.2，所述

挡板5.2与底板环5.1垂直设置，所述挡板5.2环绕于集气室2与选粉室1连通的部位，防止从

进料口4出来的物料未经分级直接从集气室2排出。所述选粉室1的内壁上固设有沿笼型转

子14周向设置的固定挡板6和位于固定挡板6和笼型转子14之间的可调挡板7。所述固定挡

板6和可调挡板7均为圆筒1.1形，所述可调挡板7的一端的周向上均匀固设有多个螺杆8，所

述螺杆8伸向选粉室1外通过螺母9固定，即通过旋转螺母9调整螺杆8的长度来控制可调挡

板7的高低。

[0022] 使用本实施例时，将物料从进料口4放入，物料落到随着笼型转子14转动的撒料板

5上，将物料撒向选粉室1内，物料撞到固定挡板6上后落到选粉室1的中心区域，为了防止撞

击能量较大的物料直接进入笼型转子14，可以控制可调挡板7的高度，使物料再次反弹到可

调挡板7上，最终落在固定挡板6和可调挡板7之间的最佳分级区域。经过分级后细粉物料从

细粉出口3排出，粗粉物料由引射孔16落向锥体1.2，从粗粉出口20排出。同时，由二次进风

口19进入的气流经过笼型转子14下方的引射孔16喷向笼型转子14的边壁上，将附着于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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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子14边壁上的物料和残留在布风板15上轴承座11周围的物料吹下来进行二次分级。

[0023] 此外，本发明所述的“上方”“内”“外”等方位用词或位置关系，是基于本发明说明

书附图的图1的方位关系，仅是为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并不是指示或暗指的装置或

元件必须具有的特定的方位、为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为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的

内容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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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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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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