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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减少选粉机紊流的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矿山机械领域，提供一种减

少选粉机紊流的装置，在选粉机内增加该装置，

可以有效减少选粉机作业过程中的紊流现象，能

够有效避免有害涡流产生的压降；一种减少选粉

机紊流的装置，包括固联在转子顶法兰上面的密

封环，沿密封环外圈周向均布、固联在转子顶法

兰上面的若干导流减压叶片，固联在选粉机下壳

体内、抵近密封环上口的下壳体顶板法兰，固联

在下壳体顶板法兰外沿、直径大于转子直径、下

沿低于转子顶法兰的导流环，竖向固联在选粉机

下壳体内、沿转子顶法兰内圈周向均布的若干勺

型板；导流减压叶片为矩形板式结构，其高度与

密封环上沿齐；勺型板包括矩形板式结构的板身

和固联在板身下端、方向迎向转子转向平滑弯曲

的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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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减少选粉机紊流的装置，其特征是，包括固联在转子顶法兰上面的密封环，沿密

封环外圈周向均布、固联在转子顶法兰上面的若干导流减压叶片，固联在选粉机下壳体内、

抵近密封环上口的下壳体顶板法兰，固联在下壳体顶板法兰外沿、直径大于转子直径、下沿

低于转子顶法兰的导流环，竖向固联在选粉机下壳体内、沿转子顶法兰内圈周向均布的若

干勺型板；导流减压叶片为矩形板式结构，其高度与密封环上沿齐；勺型板包括矩形板式结

构的板身和固联在板身下端、方向迎向转子转向平滑弯曲的勺板；下壳体顶板法兰、转子顶

法兰、密封环、导流环构成减压导流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少选粉机紊流的装置，其特征是，导流减压叶片沿转子径向

呈放射状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少选粉机紊流的装置，其特征是，平滑弯曲勺板的弯曲曲线

为圆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少选粉机紊流的装置，其特征是，在板身的背风面上固联有

支撑板用于增大板身的抗弯强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少选粉机紊流的装置，其特征是，在勺板的两导风面上和板

身的导风面上皆敷设有陶瓷耐磨衬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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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减少选粉机紊流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矿山机械领域，提供一种减少选粉机紊流的装置，在选粉机内增

加该装置，可以有效减少选粉机作业过程中的紊流现象，能够有效避免有害涡流产生的压

降。

背景技术

[0002] 参见图1、图2所示，选粉机是现代挤压粉磨系统中的重要设备，对于立磨大多选用

带有笼形转子的选粉机作为配套分级设备。选粉机安装在磨身筒体上，其设置在机架1内的

下壳体2为一个涡壳形的旋风筒，旋风筒内转动设置有笼形转子12，在转子12上沿转子周向

均布有一圈转子叶片11，在转子12外沿周向均布有一圈导向叶片10。

[0003] 被选物料从进料溜槽3喂入立磨进行粉磨作业。粉磨后的物料在磨盘喷吹环的高

压吹送以及系统风机的负压抽吸下，由下往上，通过磨身进入选粉机进行风选作业。

[0004] 该流程为：风6从下壳体2的切向进风口进入，与粉磨后的物料混合形成含尘气流，

含尘气流通过导向叶片10导向，与转子12的旋转作用相结合，形成强烈的水平旋转流分离

场（有益涡流场），强大的剪切力可将物料团块击碎，为选粉创造条件。

[0005] 在转子的分级区中，物料的分级严格按照物料颗粒或物料颗粒团所受到的离心力

和风的抽吸力进行分级，合格的单个物料颗粒和少量合格粒径的物料颗粒团进入转子内部

被选出来，经由设置在上壳体4上的出粉口5送往系统收尘器，被捕集储存，不合格的粗颗粒

和大量的粗颗粒团被甩出来，形成粗粉落入粗粉漏斗，返回磨盘重新粉磨，进入下一个粉

磨、风选环节。

[0006] 在上述对于物料风选过程中，气流，包括气流速率的大小、气流的方向，是决定风

选效能的关键因素。由于上壳体正上方是传动位置，所以出粉口5是布置在选粉机侧上方。

这就造成转子出粉不均匀，存在偏心现象。靠近上壳体出风口的位置，对转子的抽力较强，

而对远端的转子抽力相对较弱。随着选粉机转子规格的增大，产生的这种偏心和紊流越明

显。另外，含尘气流上冲至下壳体顶板，在转子和下壳体顶板间也同时产生强大的（有害）涡

流场（本案述作“紊流”），该涡流场具有负面作用，会使有益涡流场产生压降，增大选粉机运

转的阻力。再者，含尘气流进入转子顶部，对于转子顶部及转子密封圈会产生较强烈的冲蚀

作用。

[0007] 速率不匀、流向紊乱的气流致使系统过粉磨现象严重，机器台时产量不能得到应

有的提高，造成吨产品能耗高，能量损失现象较为严重。

[0008] 另外，气流、物料颗粒和物料颗粒团对于机台内部，尤其是机台内部关键部位的冲

蚀作用明显，缩短机器的使用寿命。

发明内容

[0009]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减少选粉机紊流的装置，在选粉机内增加该装置，

可以有效减少选粉机作业过程中的紊流现象，能够有效避免有害涡流产生的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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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11] 一种减少选粉机紊流的装置，包括固联在转子顶法兰上面的密封环，沿密封环外

圈周向均布、固联在转子顶法兰上面的若干导流减压叶片，固联在选粉机下壳体内、抵近密

封环上口的下壳体顶板法兰，固联在下壳体顶板法兰外沿、直径大于转子直径、下沿低于转

子顶法兰的导流环，竖向固联在选粉机下壳体内、沿转子顶法兰内圈周向均布的若干勺型

板；导流减压叶片为矩形板式结构，其高度与密封环上沿齐；勺型板包括矩形板式结构的板

身和固联在板身下端、方向迎向转子转向平滑弯曲的勺板；下壳体顶板法兰、转子顶法兰、

密封环、导流环构成减压导流腔。

[001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3] 安装这种减少选粉机紊流的装置的选粉机工作时，导流减压叶片随着转子一起作

旋转运动，在转子顶部减压导流腔内产生正压旋转气流，由导流环与转子间的开口喷出，阻

止含尘气流惯性上冲并下在壳体上部形成有害涡流，能够有效避免有害涡流产生的压降，

降低选粉机的阻力；同时，导流减压叶片产生的正压旋转气流，在减压导流腔开口处形成气

幕，能够有效阻止含尘气流进入减压导流腔，减小对转子顶法兰、转子密封圈的磨损；转子

和导流减压叶片的旋转方向与导流叶片导入含尘气流方向一致，这样可以借助有害涡流被

消除过程中气流对导流减压叶片的推力，降低转子所需的驱动力。

[0014] 转子产生的旋转涡流通过转子后，沿着勺板弯曲曲线，被平滑导流成竖直向上的

线性流。由于每套若干勺型板沿转子顶法兰内圈周向均布，相应的，就将转子输出的旋转涡

流均匀地分隔成若干个出风口，有效地减少了紊流的发生。

[0015] 在选粉机内增加该装置，可以有效减少选粉机作业过程中的紊流现象，能够有效

避免有害涡流产生的压降。

[0016] 作为对本实用新型的改进，导流减压叶片沿转子径向呈放射状设置。

[0017] 作为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平滑弯曲勺板的弯曲曲线为圆弧。

[0018] 这种改进，使勺板在满足设计要求的同时，简化勺板的制作工艺。

[0019] 作为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在板身的背风面上固联有支撑板用于增大板身

的抗弯强度。

[0020] 作为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在勺板的两导风面上和板身的导风面上皆敷设

有陶瓷耐磨衬板。

[0021] 这种改进，增强勺型板抵抗气流和物料对勺型板的冲刷、腐蚀能力，提高勺型板的

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22] 图1 是选粉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是图1的A-A视图；

[0024] 图3是图2的M向视图；

[0025] 图4是图2的F-F视图；

[0026] 图5 是图2的C-C视图；

[0027] 图6 是转子的结构简图；

[0028] 图7是图6的A-A（勺型板）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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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图8 是转子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9是图8的S向视图；

[0031] 图10 是图9的A-A视图；

[0032] 图11 是减压风机工作原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34] 参见图1-图5所示的一种减少选粉机紊流的装置，包括固联在转子顶法兰14上面

的密封环8，沿密封环8外圈周向均布、固联在转子顶法兰14上面的若干导流减压叶片9，固

联在选粉机下壳体2内、抵近密封环8上口的下壳体顶板法兰15，固联在下壳体顶板法兰15

外沿、直径大于转子12直径、下沿低于转子顶法兰14的导流环16，竖向固联在选粉机下壳体

2内、沿转子顶法兰14内圈周向均布的若干勺型板7；导流减压叶片9为矩形板式结构，其高

度不高于密封环8上口；勺型板7包括矩形板式结构的板身701和固联在板身701下端、方向

迎向转子转向13、平滑弯曲的勺板703；下壳体顶板法兰15、转子顶法兰14、密封环8、导流环

16构成减压导流腔。

[0035] 又参见图6-图10所示：

[0036] 密封环8、导流环16皆为环形结构。

[0037] 矩形板式结构的导流减压叶片9固联在转子顶法兰14的上表面，导流减压叶片9内

端又与密封环8固联，其外端不突出于转子顶法兰14的外沿，高度与密封环8上沿齐。

[0038] 导流减压叶片9沿转子顶法兰14的径向呈放射状设置，导流减压叶片9数量可以与

转子叶片11的数量相同，也可以不同，较常选取的数量是二者相同。本案中，选取二者的数

量相同，故导流减压叶片9与转子叶片11交错设置。

[0039] 下壳体顶板法兰15，固联在选粉机下壳体2内，抵近密封环8上口，其内沿与密封环

8内侧面齐，其外径大于转子顶法兰14外径。

[0040] 导流环16固联在下壳体顶板法兰15外沿，其直径大于转子12直径，下沿低于转子

顶法兰14的导流环16。图中明示，导流环16位于导向叶片10和转子12之间，但靠近于转子

12。

[0041] 事实上，转子12、导流减压叶片9、下壳体顶板法兰15、导流环16组成一台输出口向

下的减压风机。

[0042] 勺型板7分为板身701和勺板703两部分，板身701为矩形板式结构，勺板703为矩形

板材经平滑弯曲而成。安装时，勺板703的弯曲方向迎向转子转向13。

[0043] 事实上，板身701和勺板703为一整体，以固定长度的线段为母线，以母线的垂直平

分线为上段法线，母线平动形成板身701后，又以与上段法线平滑过渡又平滑弯曲的曲线为

下段法线平动形成勺板703。为提高勺板703的制作工艺性，该曲线为圆弧曲线。

[0044] 若干勺型板7为一台套选粉机的一套勺型板，一套勺型板包括的勺型板数量为25-

35个，本案中，选取该数量为30个。

[0045] 在勺板703的两导风面上和板身701的导风面上皆敷设有陶瓷耐磨衬板。图示中，

在勺板703的下端敷设有U形陶瓷耐磨衬板704，在勺板703的两面上皆敷设有方形陶瓷耐磨

衬板702，在板身701的导风面上敷设有方形陶瓷耐磨衬板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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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在板身701的背风面上使用螺钉707固联有支撑板706用于增大板身701的抗弯强

度，螺钉707不高于方形陶瓷耐磨衬板705。

[0047] 安装勺型板7时，为加大连接的可靠性，在下壳体2内固联连接构件挂耳708，板身

701和支撑板706皆与挂耳708固联。安装后，勺板703的弯曲方向迎向转子转向13，亦即迎向

风向6；勺板703的下端靠近于转子顶法兰14的内沿与转子叶片11。

[0048] 又参见图11所示，安装这种减少选粉机紊流的装置的选粉机工作时，导流减压叶

片随着转子一起作旋转运动，在转子顶部减压导流腔内产生正压旋转气流17，由导流环与

转子间的开口喷出，阻止含尘气流惯性上冲并下在壳体上部形成有害涡流，能够有效避免

有害涡流产生的压降，降低选粉机的阻力；同时，导流减压叶片产生的正压旋转气流，在减

压导流腔开口处形成气幕，能够有效阻止含尘气流进入减压导流腔，减小对转子顶法兰、转

子密封圈的磨损；转子和导流减压叶片的旋转方向与导流叶片导入含尘气流方向一致，这

样可以借助有害涡流被消除过程中气流对导流减压叶片的推力，降低转子所需的驱动力。

[0049] 转子产生的旋转涡流通过转子后，沿着勺板弯曲曲线，被平滑导流成竖直向上的

线性流。由于每套若干勺型板沿转子顶法兰内圈周向均布，相应的，就将转子输出的旋转涡

流均匀地分隔成30个出风口，有效地减少了紊流的发生。

[005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51] 在选粉机内增加该装置，经减压风机减压，又经若干勺型板平滑导流后，可以有效

减少选粉机作业过程中的紊流现象，能够有效避免有害涡流产生的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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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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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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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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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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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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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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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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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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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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