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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难选动力煤的分选工艺，属于煤

炭分选方法。包括A、大于50mm刚发分选，中煤破

碎再选作业；B、13-50mm湿法分选，中煤破碎后再

选作业；C、3-13mm湿法分选，中煤破碎再选作业；

D、1-3mm湿法分选，0-1mm压滤煤泥作业。原煤采

用干法分级，分级设备包括博后筛和气流分级

机，以保证分选之前煤不遇水，降低泥化程度、减

少次生煤泥量的产生，解决了泥化程度对分选过

程的影响；回收精煤，提高精煤产品的回收率，从

而保证动力煤资源利用最大化；根据煤的粒级不

同，采用不同的分选方式，粗颗粒智能干选机分

选、中颗粒重介质浅槽分选、细颗粒三产品重介

旋流器分选，在保证分选精度最高的同时，兼顾

分选成本最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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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难选动力煤分选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为：

首先利用博后筛将原煤中粒径大于50mm的部分进行干法分选获得精煤、中煤和矸石，

中煤重新给入博后筛继续分选，使用气流分级机Ⅰ对粒径小于50mm的部分进行筛分，筛分分

选出粒径在13-50mm的产物和粒径小于13mm的产物，将粒径在13-50mm的产物给入重介质浅

槽分选机湿法分选得到精煤、中煤和矸石并回收合格介质，其中中煤流先给入辊式碾压机

破碎后给入分级筛筛分，将粒径小于13mm的产物给入气流分级机Ⅱ分选，获得粒径在3-

13mm的产物和粒径小于3mm的产物，分级筛筛分得到粒径大于3mm的产物和粒径小于3mm的

产物，其中粒径大于3mm的产物与气流分级机Ⅱ分选的粒径在3-13mm的产物一起给入三产

品重介质旋流器分选从而获得精煤、中煤和矸石并回收合格介质，其中中煤继续给入辊式

碾压机破碎，分级筛筛分的粒径小于3mm的产物与气流分级机Ⅱ分选后粒径小于3mm的产物

一起给入脱泥筛筛分，筛分分选出筛上产物和筛下产物，将筛上产物给入螺旋分选机分选

从而得到精煤、中煤和矸石，将筛下产物给入压滤机脱水得到煤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难选动力煤分选工艺，其特征在于具体步骤为：

a、将原煤给入博后筛进行预先筛分，筛分后获得粒径大于50mm的筛上物和粒径小于

50mm的筛下物，将筛上物给入智能干选机分选并得到精煤、矸石和中煤物料，并将中煤物料

给入冲击破碎机破碎后返回到博后筛再选；

b、将博后筛筛分后获得的粒径小于50mm的产物给入气流分级机Ⅰ从而获得粒径在13-

50mm的产物和粒径小于13mm的产物，对粒径在3-13mm的产物进行13-50mm湿法分选，即将粒

径在13-50mm的产物给入重介质浅槽分选机分选，利用精煤弧形筛筛分获得精煤、合格介质

与稀介质，并使用磁选机从稀介质中回收合格介质跟磁尾，利用中煤弧形筛获得中煤、合格

介质与稀介质并使用磁选机从稀介质中回收合格介质跟磁尾，利用矸石弧形筛获得矸石、

合格介质与稀介质并使用磁选机从稀介质中回收合格介质跟磁尾；

c、将中煤弧形筛获得的中煤利用辊式碾压机破碎后给入分级筛分级，获得粒径大于

3mm的产物和粒径小于3mm的产物，利用气流分级机Ⅰ获得的粒径小于13mm的产物，给入气流

分级机Ⅱ获得粒径在3-13mm的产物与粒径小于3mm的产物，

将分级筛筛分出的粒径大于3mm的产物和气流分级机Ⅱ获得的粒径在3-13mm的产物一

起给入三产品重介质旋流器分选，利用精煤弧形筛分选出精煤、合格介质和稀介质并使用

磁选机从稀介质中回收合格介质跟磁尾，利用中煤弧形筛获得中煤、合格介质与稀介质并

使用磁选机从稀介质中回收合格介质跟磁尾，中煤重新给入辊式碾压机破碎给入分级筛，

利用矸石弧形筛获得矸石、合格介质与稀介质并使用磁选机从稀介质中回收合格介质跟磁

尾；

d、分级筛筛分后的粒径小于3mm的产物和气流分级机Ⅱ获得的粒径小于3mm的产物一

起给入分级粒度为1mm的脱泥筛分选，粒度大于1mm的产物给入螺旋了分选机分选获得精

煤、中煤和矸石，粒度小于1mm的产物给入压滤机获得煤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难选动力煤分选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脱介设备采用弧形

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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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难选动力煤分选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动力煤的分选工艺，尤其是一种适用于中煤破碎再选的难选动力煤的

分选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煤炭开采工业的现代化发展、煤炭开采量的持续增加、煤炭消费需求的

进一步加大以及市场对动力煤产品质量要求的逐步提高，难选动力煤的比例大幅度增加，

其煤质较差、原煤中矸石泥化程度严重、细泥含量高、可选性较差，常规的动力煤分选工艺

已不能满足市场对动力煤产品的要求，而且动力煤的市场价格低，分选的盈利性较差，这严

重制约着选煤厂对动力煤分选工艺的综合选择，因此必须根据动力煤的煤质特点设计出低

成本的难选动力煤分选工艺，从而尽可能地提高动力煤分选的吨煤利润。对于难选动力煤

的分选工艺来说，应最大程度地回收精煤产品，尽可能地保证精煤的回收率，从而减少精煤

的损失，这也是解决难选动力煤低成本分选工艺设计难题的关键因素。

[0003] 常规的动力煤分选工艺，如：干法分选工艺，整个分选过程不加水，但是该工艺分

选精度低，只能去除原煤中约80％的矸石量，而且对-6mm粒级的动力煤分选精度极差，因而

这部分动力煤通常不参与分选，直接用做产品或是做掺和处理，因而该工艺降灰幅度低，精

煤质量不高，一般只适用于易选、中等可选或较难选的煤炭分选，对于难选或者极难选的动

力煤来说，分选效果差；跳汰排矸工艺，采用水介质而不是重介质作为分选介质，虽然成本

较重介质分选工艺低但是分选精度不高，因而不适用于难选和极难选煤；全级重介质分选

工艺，分选精度高、对原煤质量的适用能力强，但是该工艺加剧了物料与重介悬浮液之间的

接触和对流，会增加系统内的次生煤泥量，从而间接提高洗选成本；块煤重介质排矸末煤不

入选的分选工艺比全级重介质分选工艺的吨煤加工成本低，适用于分选块煤含量大、末煤

灰分不高的动力煤，但是由于末煤不入选，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精煤资源的浪费，间接地

降低了吨煤利润。因此，设计一种适用于难选动力煤的低成本分选工艺已成为动力煤资源

高效洁净利用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难题。

发明内容

[0004] 技术问题：本发明目的是克服已有工艺中的不足之处，并充分结合煤质特点，尤其

是煤泥量和泥化程度、用户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以所有产品的综合经济效益最大化为出发

点，合里确定入洗粒度以及洗选设备，提供一种低成本、工艺合理、投资少、分选效率高、经

济效益显著的难选动力煤分选工艺。

[0005] 技术方案：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的难选动力煤分选工艺，其步骤为：

[0006] 首先利用博后筛将原煤中粒径大于50mm的部分进行干法分选获得精煤、中煤和矸

石，中煤重新给入博后筛继续分选，使用气流分级机Ⅰ对粒径小于50mm的部分进行筛分，筛

分分选出粒径在13-50mm的产物和粒径小于13mm的产物，将粒径在13-50mm的产物给入重介

质浅槽分选机湿法分选得到精煤、中煤和矸石并回收合格介质，其中中煤流先给入辊式碾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09746114 A

3



压机破碎后给入分级筛筛分，将粒径小于13mm的产物给入气流分级机Ⅱ分选，获得粒径在

3-13mm的产物和粒径小于3mm的产物，分级筛筛分得到粒径大于3mm的产物和粒径小于3mm

的产物，其中粒径大于3mm的产物与气流分级机Ⅱ分选的粒径在3-13mm的产物一起给入三

产品重介质旋流器分选从而获得精煤、中煤和矸石并回收合格介质，其中中煤继续给入辊

式碾压机破碎，分级筛筛分的粒径小于3mm的产物与气流分级机Ⅱ分选后粒径小于3mm的产

物一起给入脱泥筛筛分，筛分分选出筛上产物和筛下产物，将筛上产物给入螺旋分选机分

选从而得到精煤、中煤和矸石，将筛下产物给入压滤机脱水得到煤泥。

[0007] 具体步骤为：

[0008] a、将原煤给入博后筛进行预先筛分，筛分后获得粒径大于50mm的筛上物和粒径小

于50mm的筛下物，将筛上物给入智能干选机分选并得到精煤、矸石和中煤物料，并将中煤物

料给入冲击破碎机破碎后返回到博后筛再选；

[0009] b、将博后筛筛分后获得的粒径小于50mm的产物给入气流分级机Ⅰ从而获得粒径在

13-50mm的产物和粒径小于13mm的产物，对粒径在3-13mm的产物进行13-50mm湿法分选，即

将粒径在13-50mm的产物给入重介质浅槽分选机分选，利用精煤弧形筛筛分获得精煤、合格

介质与稀介质，并使用磁选机从稀介质中回收合格介质跟磁尾，利用中煤弧形筛获得中煤、

合格介质与稀介质并使用磁选机从稀介质中回收合格介质跟磁尾，利用矸石弧形筛获得矸

石、合格介质与稀介质并使用磁选机从稀介质中回收合格介质跟磁尾；

[0010] c、将中煤弧形筛获得的中煤利用辊式碾压机破碎后给入分级筛分级，获得粒径大

于3mm的产物和粒径小于3mm的产物，利用气流分级机Ⅰ获得的粒径小于13mm的产物，给入气

流分级机Ⅱ获得粒径在3-13mm的产物与粒径小于3mm的产物，

[0011] 将分级筛筛分出的粒径大于3mm的产物和气流分级机Ⅱ获得的粒径在3-13mm的产

物一起给入三产品重介质旋流器分选，利用精煤弧形筛分选出精煤、合格介质和稀介质并

使用磁选机从稀介质中回收合格介质跟磁尾，利用中煤弧形筛获得中煤、合格介质与稀介

质并使用磁选机从稀介质中回收合格介质跟磁尾，中煤重新给入辊式碾压机破碎给入分级

筛，利用矸石弧形筛获得矸石、合格介质与稀介质并使用磁选机从稀介质中回收合格介质

跟磁尾；

[0012] d、分级筛筛分后的粒径小于3mm的产物和气流分级机Ⅱ获得的粒径小于3mm的产

物一起给入分级粒度为1mm的脱泥筛分选，粒度大于1mm的产物给入螺旋了分选机分选获得

精煤、中煤和矸石，粒度小于1mm的产物给入压滤机获得煤泥。

[0013] 所述脱介设备采用弧形筛。

[0014] 有益效果：

[0015] 通过原煤干法分级后粗颗粒干法分选、中细颗粒湿法分选，中煤破碎再选，粗颗粒

(+50mm)智能干选机分选、中颗粒(13-50mm)重介质浅槽分选、细颗粒(1-3mm)三产品重介旋

流器分选的工艺，以此获取低成本、高回收率的动力煤精煤产品。首次应用原煤预先筛分后

干法分选、干法分级后按粒级湿法分选、中煤破碎后再选的工艺来实现难选动力煤低成本

分选，不仅解决了泥化程度对分选过程的影响，而且解决了分选精度和产品回收率之间的

矛盾。

[0016] 其主要优点包括：

[0017] a、原煤采用干法分级，分级设备包括博后筛和气流分级机，以保证分选之前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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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水，最大程度上降低泥化程度、减少次生煤泥量的产生，解决了泥化程度对分选过程的影

响；

[0018] b、结合难选动力煤的煤质特点，对中煤破碎后再选，以尽可能多地回收精煤，提高

精煤产品的回收率，从而保证动力煤资源利用最大化；

[0019] c、根据煤的粒级不同，采用不同的分选方式，粗颗粒(+50mm)智能干选机分选、中

颗粒(13-50mm)重介质浅槽分选、细颗粒(1-3mm)三产品重介旋流器分选，在保证分选精度

最高的同时，兼顾分选成本最低化。

[0020] d、该工艺流程合理、投资少、成本低，同传统的分选工艺相比分选效率高、精煤回

收率高、经济效益显著。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中分选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作进一步的描述：

[0023]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难选动力煤分选工艺，其步骤为：

[0024] 包括A、大于50mm刚发分选，中煤破碎再选作业；B、13-50mm湿法分选，中煤破碎后

再选作业；C、3-13mm湿法分选，中煤破碎再选作业；D、1-3mm湿法分选，0-1mm压滤煤泥作业；

[0025] 首先利用博后筛将原煤中粒径大于50mm的部分进行干法分选获得精煤、中煤和矸

石，中煤重新给入博后筛继续分选，使用气流分级机Ⅰ对粒径小于50mm的部分进行筛分，筛

分分选出粒径在13-50mm的产物和粒径小于13mm的产物，将粒径在13-50mm的产物给入重介

质浅槽分选机湿法分选得到精煤、中煤和矸石并回收合格介质，其中中煤流先给入辊式碾

压机破碎后给入分级筛筛分，将粒径小于13mm的产物给入气流分级机Ⅱ分选，获得粒径在

3-13mm的产物和粒径小于3mm的产物，分级筛筛分得到粒径大于3mm的产物和粒径小于3mm

的产物，其中粒径大于3mm的产物与气流分级机Ⅱ分选的粒径在3-13mm的产物一起给入三

产品重介质旋流器分选从而获得精煤、中煤和矸石并回收合格介质，其中中煤继续给入辊

式碾压机破碎，分级筛筛分的粒径小于3mm的产物与气流分级机Ⅱ分选后粒径小于3mm的产

物一起给入脱泥筛筛分，筛分分选出筛上产物和筛下产物，将筛上产物给入螺旋分选机分

选从而得到精煤、中煤和矸石，将筛下产物给入压滤机脱水得到煤泥。

[0026] 具体步骤为：

[0027] a、将原煤给入博后筛进行预先筛分，筛分后获得粒径大于50mm的筛上物和粒径小

于50mm的筛下物，将筛上物给入智能干选机分选并得到精煤、矸石和中煤物料，并将中煤物

料给入冲击破碎机破碎后返回到博后筛再选；

[0028] b、将博后筛筛分后获得的粒径小于50mm的产物给入气流分级机Ⅰ从而获得粒径在

13-50mm的产物和粒径小于13mm的产物，对粒径在3-13mm的产物进行13-50mm湿法分选，即

将粒径在13-50mm的产物给入重介质浅槽分选机分选，利用精煤弧形筛筛分获得精煤、合格

介质与稀介质，并使用磁选机从稀介质中回收合格介质跟磁尾，利用中煤弧形筛获得中煤、

合格介质与稀介质并使用磁选机从稀介质中回收合格介质跟磁尾，利用矸石弧形筛获得矸

石、合格介质与稀介质并使用磁选机从稀介质中回收合格介质跟磁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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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c、将中煤弧形筛获得的中煤利用辊式碾压机破碎后给入分级筛分级，获得粒径大

于3mm的产物和粒径小于3mm的产物，利用气流分级机Ⅰ获得的粒径小于13mm的产物，给入气

流分级机Ⅱ获得粒径在3-13mm的产物与粒径小于3mm的产物，

[0030] 将分级筛筛分出的粒径大于3mm的产物和气流分级机Ⅱ获得的粒径在3-13mm的产

物一起给入三产品重介质旋流器分选，利用精煤弧形筛分选出精煤、合格介质和稀介质并

使用磁选机从稀介质中回收合格介质跟磁尾，利用中煤弧形筛获得中煤、合格介质与稀介

质并使用磁选机从稀介质中回收合格介质跟磁尾，中煤重新给入辊式碾压机破碎给入分级

筛，利用矸石弧形筛获得矸石、合格介质与稀介质并使用磁选机从稀介质中回收合格介质

跟磁尾；

[0031] d、分级筛筛分后的粒径小于3mm的产物和气流分级机Ⅱ获得的粒径小于3mm的产

物一起给入分级粒度为1mm的脱泥筛分选，粒度大于1mm的产物给入螺旋了分选机分选获得

精煤、中煤和矸石，粒度小于1mm的产物给入压滤机获得煤泥。

[0032] 脱介设备采用弧形筛。

[0033] 具体实施例一：

[0034] 本发明的难选动力煤分选工艺包括采用博后筛、智能干选机、冲击式破碎机、气流

分级机、重介质浅槽分选机、脱介筛、磁选机、碾压破碎机、重介质旋流器、脱泥筛、螺旋分选

机和压滤机。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0035] (1)入选的原煤经过博后筛(筛分粒级为50mm)预先筛分，筛分后的筛上物(+50mm)

进入智能干选机分选并得到精煤、中煤、矸石三种产品，其中的中煤产品全部给入冲击式破

碎级进行破碎，并返回到博后筛(筛分粒级为50mm)进行筛分再选；

[0036] (2)预先筛分的筛下物(-50mm)给入气流分级机(分级粒度为13mm)分级，气流分级

机(分级粒度为13mm)的溢流细颗粒物料进入小直径气流分级机(分级粒度为3mm)再次分

级，气流分级机(分级粒度为13mm)底流粗颗粒物料给入到重介质浅槽分选机进行分选并将

得到的精煤、中煤、矸石产品分别进行脱介磁选，进一步得到合格的精煤、中煤、矸石以及介

质，其中合格中煤全部给入辊式碾压机进行破碎，并全部通过分级筛(分级粒度为3mm)进行

分级；

[0037] (3)分级筛(分级粒度为3mm)的筛上物给入三产品重介质旋流器进行分选并将得

到的精煤、中煤、矸石产品分别进行脱介磁选，进一步得到合格的精煤、中煤、矸石以及介

质，其中合格中煤全部返回到辊式碾压机进行破碎；

[0038] (4)分级筛(分级粒度为3mm)的筛下物与小直径气流分级机(分级粒度为3mm)的溢

流一起进入脱泥筛(分级粒度为1mm)再次分级，并将脱泥筛(分级粒度为1mm)的筛上物给入

到螺旋分选机进行分选并得到精煤、中煤、矸石产品，脱泥筛(分级粒度为1mm)的筛下物给

入压滤机脱水后得到煤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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