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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碳化硅干料微粉加工装置

(57)摘要

碳化硅干料微粉加工装置包括粉碎机、第一

引流管、微粉收集装置、第二引流管、负压风机、

第三引流管、微粉回收装置，粉碎机的出口与第

一引流管的第一端连通，第一引流管的第二端与

微粉收集装置的上端连通，微粉收集装置的顶部

与第二引流管的第一端连通，第二引流管的第二

端与负压风机的进风口连通，负压风机的出风口

与第三引流管的第一端连通，第三引流管的第二

端与微粉回收装置的上端连通，微粉收集装置包

括微粉收集仓、隔离盖板、支撑骨架、隔离网，所

述所述微粉收集仓的顶部与第二引流管的第一

端连通，隔离盖板位于微粉收集仓的上端，隔离

盖板与微粉收集仓的侧壁固定连接，支撑骨架的

上端与导流孔的边沿固定连接，隔离网覆盖在支

撑骨架上。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4页

CN 112474009 A

2021.03.12

CN
 1
12
47
40
09
 A



1.一种碳化硅干料微粉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粉碎机、第一引流管、微粉收集装

置、第二引流管、负压风机、第三引流管、微粉回收装置，所述粉碎机的出口与第一引流管的

第一端连通，第一引流管的第二端与微粉收集装置的上端连通，微粉收集装置的顶部与第

二引流管的第一端连通，第二引流管的第二端与负压风机的进风口连通，负压风机的出风

口与第三引流管的第一端连通，第三引流管的第二端与微粉回收装置的上端连通，所述微

粉收集装置包括微粉收集仓、隔离盖板、支撑骨架、隔离网，所述所述微粉收集仓的顶部与

第二引流管的第一端连通，微粉收集仓的上端呈圆筒状，微粉收集仓的下端呈锥状，微粉收

集仓的底部设有出料口，隔离盖板位于微粉收集仓的上端，隔离盖板与微粉收集仓的侧壁

固定连接，以将微粉收集仓分成两个独立的腔室，隔离盖板上分布若干导流孔，以使气体通

过，支撑骨架的上端与导流孔的边沿固定连接，隔离网覆盖在支撑骨架上，所述第一引流管

的第二端的出口位于隔离盖板的下端，以通过隔离网将进入微粉收集仓的碳化硅粉末与气

体分离。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碳化硅干料微粉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引流管的出口

方向在微粉收集仓的切线方向上，以对碳化硅微粉进行旋风分离。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碳化硅干料微粉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粉收集装置还包

括大颗粒分离装置，以将碳化硅微粉中的大颗粒分离，所述大颗粒分离装置包括螺旋输送

机、振动分离筛，所述螺旋输送机的进料口与微粉收集仓的出料口连通，螺旋输送机的出料

口与振动分离晒的顶部连通，以通过振动分离筛将碳化硅微粉中的大颗粒分离。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碳化硅干料微粉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粉收集装置还包

括微粉辅助下料装置，以将粘附在微粉收集仓侧壁的碳化硅滑落下去，所述辅助下料装置

包括固定环、振动电机，所述固定环与微粉收集仓的下端套设连接，振动电机与固定环固定

连接，以通过振动电机使微粉收集仓振动，从而将粘附在微粉收集仓上的碳化硅振落。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碳化硅干料微粉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所述支撑骨架的上

端设有外翻边，支撑骨架利用过外翻边与隔离盖板搭接。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碳化硅干料微粉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翻边和支撑骨架

上设有若干螺纹孔，外界的螺钉穿过螺纹孔将外翻边与支撑骨架固定连接。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碳化硅干料微粉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粉回收装置包括

分流管、过滤布袋，所述分流管的一侧与第三引流管的第二端连通，分流管的下端设有出风

口，过滤布袋的上端与分流管的出风口连通，过滤布袋的下端密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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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化硅干料微粉加工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碳化硅生产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碳化硅干料微粉加工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碳化硅浆料在研磨除杂烘干后呈板块状，类似于干涸的河床上的板结的表皮。实

际生产碳化硅产品用到的都是碳化硅粉末。因此需要将板块状的碳化硅破碎成微粉。现有

技术通过粉碎机将碳化硅磨成粉状，并利用负压风机将粉碎后的碳化硅吸入过滤布袋中，

对碳化硅进行收集，并将空气排出。碳化硅粉的气流对过滤布袋造成的冲击很大，会产生非

常大的粉尘，这些粉尘十分影响现场环境，同时粉尘通过缝隙进入负压风机的叶片以及轴

承等位置，会严重影响负压风机的使用寿命。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有必要提供一种扬尘少、对风机磨损小的碳化硅干料微粉加工装置。

[0004] 一种碳化硅干料微粉加工装置包括粉碎机、第一引流管、微粉收集装置、第二引流

管、负压风机、第三引流管、微粉回收装置，所述粉碎机的出口与第一引流管的第一端连通，

第一引流管的第二端与微粉收集装置的上端连通，微粉收集装置的顶部与第二引流管的第

一端连通，第二引流管的第二端与负压风机的进风口连通，负压风机的出风口与第三引流

管的第一端连通，第三引流管的第二端与微粉回收装置的上端连通，所述微粉收集装置包

括微粉收集仓、隔离盖板、支撑骨架、隔离网，所述所述微粉收集仓的顶部与第二引流管的

第一端连通，微粉收集仓的上端呈圆筒状，微粉收集仓的下端呈锥状，微粉收集仓的底部设

有出料口，隔离盖板位于微粉收集仓的上端，隔离盖板与微粉收集仓的侧壁固定连接，以将

微粉收集仓分成两个独立的腔室，隔离盖板上分布若干导流孔，以使气体通过，支撑骨架的

上端与导流孔的边沿固定连接，隔离网覆盖在支撑骨架上，所述第一引流管的第二端的出

口位于隔离盖板的下端，以通过隔离网将进入微粉收集仓的碳化硅粉末与气体分离。

[0005] 优选的，所述第一引流管的出口方向在微粉收集仓的切线方向上，以对碳化硅微

粉进行旋风分离。

[0006] 优选的，所述微粉收集装置还包括大颗粒分离装置，以将碳化硅微粉中的大颗粒

分离，所述大颗粒分离装置包括螺旋输送机、振动分离筛，所述螺旋输送机的进料口与微粉

收集仓的出料口连通，螺旋输送机的出料口与振动分离晒的顶部连通，以通过振动分离筛

将碳化硅微粉中的大颗粒分离。

[0007] 优选的，所述微粉收集装置还包括微粉辅助下料装置，以将粘附在微粉收集仓侧

壁的碳化硅滑落下去，所述辅助下料装置包括固定环、振动电机，所述固定环与微粉收集仓

的下端套设连接，振动电机与固定环固定连接，以通过振动电机使微粉收集仓振动，从而将

粘附在微粉收集仓上的碳化硅振落。

[0008] 优选的，所述所述支撑骨架的上端设有外翻边，支撑骨架利用过外翻边与隔离盖

板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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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的，所述外翻边和支撑骨架上设有若干螺纹孔，外界的螺钉穿过螺纹孔将外

翻边与支撑骨架固定连接。

[0010] 优选的，所述微粉回收装置包括分流管、过滤布袋，所述分流管的一侧与第三引流

管的第二端连通，分流管的下端设有出风口，过滤布袋的上端与分流管的出风口连通，过滤

布袋的下端密闭。

[0011] 有益效果：本发明的碳化硅干料微粉加工装置包括粉碎机、第一引流管、微粉收集

装置、第二引流管、负压风机、第三引流管、微粉回收装置，所述粉碎机的出口与第一引流管

的第一端连通，第一引流管的第二端与微粉收集装置的上端连通，微粉收集装置的顶部与

第二引流管的第一端连通，第二引流管的第二端与负压风机的进风口连通，负压风机的出

风口与第三引流管的第一端连通，第三引流管的第二端与微粉回收装置的上端连通，所述

微粉收集装置包括微粉收集仓、隔离盖板、支撑骨架、隔离网，所述所述微粉收集仓的顶部

与第二引流管的第一端连通，微粉收集仓的上端呈圆筒状，微粉收集仓的下端呈锥状，微粉

收集仓的底部设有出料口，隔离盖板位于微粉收集仓的上端，隔离盖板与微粉收集仓的侧

壁固定连接，以将微粉收集仓分成两个独立的腔室，隔离盖板上分布若干导流孔，以使气体

通过，支撑骨架的上端与导流孔的边沿固定连接，隔离网覆盖在支撑骨架上，所述第一引流

管的第二端的出口位于隔离盖板的下端，以通过隔离网将进入微粉收集仓的碳化硅粉末与

气体分离。碳化硅块在被粉碎后先进入微粉收集装置。微粉收集装置采用封闭式结构，不会

使大量的碳化硅微粉以粉尘的形式扩散而出，优化了作业环境。经过微粉收集装置的分离，

进入负压风机中的碳化硅微粉数量大大降低，从而有效降低了对负压风机的磨损，延长了

负压风机的使用寿命。且对过滤布袋的冲击较小，延长了过滤布袋的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碳化硅干料微粉加工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发明的碳化硅干料微粉加工装置的剖视图。

[0014] 图3为图2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为本发明的支撑骨架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中：碳化硅干料微粉加工装置10、粉碎机20、第一引流管30、微粉收集装置40、微

粉收集仓401、隔离盖板402、支撑骨架403、外翻边4031、隔离网404、大颗粒分离装置405、螺

旋输送机4051、振动分离筛4052、辅助下料装置406、固定环4061、振动电机4062、第二引流

管50、负压风机60、第三引流管70、微粉回收装置80、分流管801、过滤布袋802。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用的附

图作简单的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8] 请参看图1至图4，一种碳化硅干料微粉加工装置10包括粉碎机20、第一引流管30、

微粉收集装置40、第二引流管50、负压风机60、第三引流管70、微粉回收装置80，所述粉碎机

20的出口与第一引流管30的第一端连通，第一引流管30的第二端与微粉收集装置40的上端

连通，微粉收集装置40的顶部与第二引流管50的第一端连通，第二引流管50的第二端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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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风机60的进风口连通，负压风机60的出风口与第三引流管70的第一端连通，第三引流管

70的第二端与微粉回收装置80的上端连通，所述微粉收集装置40包括微粉收集仓401、隔离

盖板402、支撑骨架403、隔离网404，所述所述微粉收集仓401的顶部与第二引流管50的第一

端连通，微粉收集仓401的上端呈圆筒状，微粉收集仓401的下端呈锥状，微粉收集仓401的

底部设有出料口，隔离盖板402位于微粉收集仓401的上端，隔离盖板402与微粉收集仓401

的侧壁固定连接，以将微粉收集仓401分成两个独立的腔室，隔离盖板402上分布若干导流

孔，以使气体通过，支撑骨架403的上端与导流孔的边沿固定连接，隔离网404覆盖在支撑骨

架403上，所述第一引流管30的第二端的出口位于隔离盖板402的下端，以通过隔离网404将

进入微粉收集仓401的碳化硅粉末与气体分离。

[0019] 本发明碳化硅干料微粉加工装置10通过设置微粉收集装置40收集粉碎后的碳化

硅微粉。由于粉碎后的碳化硅微粉先进入微粉收集装置40再进入负压风机60，进入负压风

机60的空气中的碳化硅微粉的密度大大降低，从而减小了碳化硅微粉对负压风机60的损

伤。同时，微粉收集装置40采用全封闭结构，有效阻碍了碳化硅微粉向空气中扩散，从而提

高了碳化硅微粉的成品率，降低了空气中的碳化硅微粉的含量，优化了作业环境。微粉收集

装置40中设有支撑骨架403和隔离网404，使得微粉收集仓401内的上下两个腔室的接触面

积大大增加，减少了单位面积上的微粉的数量，从而使气体更容易透过隔离网404，防止碳

化硅微粉发生拥堵，造成隔离网404损坏，或者减少隔离网404使用寿命。在一较佳实施方式

中，隔离网404为纺织品，而非金属制品，以防止碳化硅二次污染。

[0020]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引流管30的出口方向在微粉收集仓401的切线方向上，以对碳

化硅微粉进行旋风分离。

[0021] 通过旋风分离，较重的碳化硅微粉沿着微粉收集仓401的侧壁螺旋向下至微粉收

集仓401的底部。少量碳化硅微粉以及气体先通过隔离网404进行分离，再通过顶部的出气

口进入负压风机60，进而经过微粉回收装置80的回收，碳化硅被二次分离。如此，大大缓解

了微粉收集仓401内的隔离网404的分离压力，提高了分离效率，延长了隔离网404的使用寿

命。

[0022] 进一步的，所述微粉收集装置40还包括大颗粒分离装置405，以将碳化硅微粉中的

大颗粒分离，所述大颗粒分离装置405包括螺旋输送机4051、振动分离筛4052，所述螺旋输

送机4051的进料口与微粉收集仓401的出料口连通，螺旋输送机4051的出料口与振动分离

晒的顶部连通，以通过振动分离筛4052将碳化硅微粉中的大颗粒分离。

[0023] 微量未被粉碎的碳化硅大颗粒会对后续碳化硅系列产品的生产带来非常大的影

响，通过大颗粒分离装置405的分离，将这些微量大颗粒与微粉分离，从而能够提升碳化硅

的品质。

[0024] 进一步的，所述微粉收集装置40还包括微粉辅助下料装置406，以将粘附在微粉收

集仓401侧壁的碳化硅滑落下去，所述辅助下料装置406包括固定环4061、振动电机4062，所

述固定环4061与微粉收集仓401的下端套设连接，振动电机4062与固定环4061固定连接，以

通过振动电机4062使微粉收集仓401振动，从而将粘附在微粉收集仓401上的碳化硅振落。

[0025] 进一步的，所述所述支撑骨架403的上端设有外翻边4031，支撑骨架403利用过外

翻边4031与隔离盖板402搭接。

[0026] 如此，便于更换支撑骨架403，给微粉收集装置40的检修带来便利。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12474009 A

5



[0027] 进一步的，所述外翻边4031和支撑骨架403上设有若干螺纹孔，外界的螺钉穿过螺

纹孔将外翻边4031与支撑骨架403固定连接。

[0028] 进一步的，所述微粉回收装置80包括分流管801、过滤布袋802，所述分流管801的

一侧与第三引流管70的第二端连通，分流管801的下端设有出风口，过滤布袋802的上端与

分流管801的出风口连通，过滤布袋802的下端密闭。

[0029] 混杂少量碳化硅微粉的混合气体在进入过滤布袋802后，碳化硅微粉被过滤布袋

802阻挡，气体从过滤布袋802的孔隙出去。在一较佳实施方式中，在过滤布袋802的底部开

口，通过打结或捆扎的形式将过滤布袋802的底部密封。当碳化硅微粉积攒较多时，将结扣

打开，使碳化硅微粉从布袋中流出即可。

[0030] 在一较佳实施方式中，所述微粉收集仓401、第一引流管30、第二引流管50、第三引

流管70的内壁均设有碳化硅陶瓷层，以防止碳化硅受到二次污染。

[0031] 以上所揭露的仅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而已，当然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发明之权利范

围，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实现上述实施例的全部或部分流程，并依本发明权利要

求所作的等同变化，仍属于发明所涵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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