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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优化玻璃料混合机以提高原料混合效

率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玻璃制造技术领域，公开了基于

优化玻璃料混合机以提高原料混合效率的方法，

尤其涉及到中间仓和混合机连接通道上端和下

端挡板的设置。本发明在中间仓和混合机连接通

道上端设置挡板，一方面可以减少中间仓内批量

粘结料进入混合机；另一方面可以增大出仓物料

与挡板和通道壁间的摩擦，减缓不同物料颗粒间

离析、分层现象，起到预混合的作用；本发明在中

间仓和混合机连接通道下端设置挡板可以使更

多物料进入混合机混合区域，减少静止区域物料

的溅入，从而提高混合机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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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优化玻璃料混合机以提高原料混合效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中间仓和混合机

连接通道上端和下端设置挡板；中间仓和混合机连接通道上端的挡板位置设置在通道进料

口处；中间仓和混合机连接通道下端的挡板位置设置在通道出料口处；

中间仓和混合机连接通道上端和下端挡板的设置位置与角度：  中间仓和混合机连接

通道上端，挡板位置设置在通道进料口处，挡板与水平面的角度为90o；中间仓和混合机连

接通道下端，挡板位置设置在通道出料口处，挡板与混合机侧壁的角度为45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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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优化玻璃料混合机以提高原料混合效率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玻璃制造技术领域，涉及基于优化玻璃料混合机以提高原料混合效率

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配合料制备是玻璃生产中的重要工序，配合料质量对玻璃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有着

至关重要的影响，它不仅影响到熔窑的熔化能力和熔窑的寿命，还影响澄清过程。因此，在

玻璃生产中，有效控制配合料质量不仅能提高玻璃产品档次，还能稳定生产。而配合料混合

均匀度又是配合料制备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它决定着熔化的稳定性。如果混合均匀性差

就会引起配合料的局部不均匀，在熔化上会产生局部难熔，玻璃板面会产生砂子、玻筋等缺

陷。

[0003] 作为连接中间仓和混合机的过渡通道，上端与中间仓出料口相连接，下端与混合

机进料口相连接，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配合料混合的均匀性。一方面，上端连接的中间仓由于

物料的离析现象，并且在仓内卸料时，不同形状配合料颗粒在重力作用下做自由落体运动

受到的空气阻力不同，使得配合料出现严重的分层。同时，在中间仓内，受到上层料的压力

和物料颗粒间孔隙水的影响，物料颗粒容易形成集聚的粘结料，不利于后期配合料混合。另

一方面，下端连接的混合机搅拌桨叶运动轨迹有一特定范围，这使得混合机出现混合盲区，

及盲区内物料处于静止状态，大大降低物料混合效率。因此，为了获得高质量均匀配合料必

须降低配合料分层现象和减少大批量粘结料进入混合机；同时保证配合料进入混合区域，

减少静止区域物料的溅入。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发明目的是提供基于优化玻璃料混合机以提高原料混合效率的方法，旨

在解决现有玻璃原料混合机中配合料混合不均匀，熔化池物料局部难熔和玻璃面板产生砂

子、玻筋等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基于优化玻璃料混合机以提高原料混合效率的

方法，首先在中间仓和混合机连接通道上端设置挡板，一方面可以减少中间仓中批量粘结

料进入混合机；另一方面可以增大出仓物料与挡板和通道壁间的摩擦，减缓不同物料颗粒

间离析、分层现象，起到预混合的作用；

[0006] 其次在中间仓和混合机连接通道下端设置挡板，可以使更多物料进入混合机混合

区域，减少静止区域物料的溅入，从而提高混合机工作效率。

[0007] 按上述方案，中间仓和混合机连接通道上端，挡板设置在通道进料口处，挡板与水

平面的角度为90°～150°。

[0008] 按上述方案，中间仓和混合机连接通道下端，挡板设置在通道出料口处，挡板与混

合机侧壁的角度为0°～60°。其中，0°表示不设置挡板。

[000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08514847 B

3



[0010] 第一，减缓配合料颗粒间分层现象：中间仓内，物料在重力作用下自由流动下入仓

成锥形时，粗粒级滚向锥体底部和周边的仓壁附近，而细粒级则集中在椎体顶端和中心部

位，及形成物料的粒度离析现象。当卸料时，料锥中心及中心部位附近的细粒级料先排出，

仓壁附近的粗粒级有少于流动。不同形状、重量配合料颗粒在重力作用下做自由落体运动

受到的空气阻力不同，使得配合料出现严重的分层。本发明在中间仓和混合机连接通道上

端设置挡板，增大出仓物料与挡板和通道壁间的摩擦，减缓不同物料颗粒间离析、分层现

象，起到预混合的作用。

[0011] 第二，减少配合料粘结料量：中间仓内，仓下层料受到上层料的重力作用，这个力

称为主应力，此力随仓深度加深而增大，处在仓最底层卸料口周围物料，颗粒间隙尺寸减

小，颗粒表面互相咬合力增大，特别是当物料颗粒间含有孔隙水时，在颗粒间凹形液面的水

表面上，产生很强的表面张力，使颗粒间粘聚力增大，形成聚集粘结料。本发明在中间仓和

混合机连接通道上端设置挡板，中间仓卸料时，增加了粘结料与周围环境的相互摩擦，在一

定程度上磨碎粘结料从而减少其进入混合机量。

[0012] 第三，减少混合机静止区域物料溅入：混合机搅拌桨叶运动轨迹有一特定范围，这

使得混合机出现混合盲区，及盲区内物料处于静止状态，大大降低物料混合效率。本发明在

中间仓和混合机连接通道下端设置挡板，可以保证物料进入混合区域，减少静止区域物料

的溅入。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中间仓和连接通道上端进料口，1-1为中间仓主体，1-2为仓内大颗粒物料，

1-3为仓内小颗粒物料，1-4为连接通道上端进料口，1-5为连接通道上端设置的挡板，挡板

与水平面的角度为σ1＝90°～150°；

[0014] 图2是混合机和连接通道下端出料口，2-1为混合机主体，2-2为连接通道下端出料

口，2-3为连接通道下端设置的挡板，挡板与混合机侧壁的角度为σ2＝0°～60°，2-4为物料

静止区域，2-5为混合区域。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

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

定本发明。

[0016] 下述实施例中，玻璃的原料主要包括石门砂、远胺砂、当阳砂、方解石、白云石、金

大地碱、芒硝、石油焦粉，各原料的具体化学成分按质量百分比计如表1和表2所示。

[0017] 表1

[0018] 名称 SiO2 Al2O3 Fe2O3 CaO MgO K2O Na2O LOl

石门砂2 98.74 0.62 0.08 0.03 0.02 0.02 0.04 0.30

远安砂 99.38 0.18 0.04 0.03 0.04 0.05 0.14 0.12

当阳砂 95.59 1.85 0.16 0.08 0.07 0.92 0.81 0.22

方解石 0.32 0.11 0.08 54.95 0.33 - - -

白云石 1.11 0.15 0.06 29.98 21.5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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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表2

[0020] 名称 Na2O NaCl Na2CO3 Na2SO4 C

金大地碱 58.18 0.44 99.46 0.04 -

芒硝 43.48 - 0.18 99.40 -

石油焦粉 - - - - 89.96

[0021] 实施例1-8

[0022] 基于优化玻璃料混合机以提高原料混合效率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3] 1)图1是中间仓和连接通道上端进料口。图1中，1-1为中间仓主体，1-2为仓内大颗

粒物料，1-3为仓内小颗粒物料，1-4为连接通道上端进料口，1-5为连接通道上端设置的挡

板，挡板与水平面的角度为σ1＝90°～150°；

[0024] 2)图2是混合机和连接通道下端出料口。图2中，2-1为混合机主体，2-2为连接通道

下端出料口，2-3为连接通道下端设置的挡板，挡板与混合机侧壁的角度为σ2＝0°～60°，2-

4为物料静止区域，2-5为混合区域。

[0025] 3)玻璃组分设计如表3所示。玻璃的原料主要包括石门砂、远胺砂、当阳砂、方解

石、白云石、金大地碱、芒硝、石油焦粉等，经过原料的粉碎、筛分、称量，从而达到表3所述玻

璃组分设计要求，并把称量好的原料运输到混合机，最终完成配合料的制备。

[0026] 表3

[0027]

[0028] 4)在实际生产中，配合料满足熔化条件需达到的指标如表4所示。

[0029] 表4

[0030] 项目 混合时间 水份(％) 温度(℃) 含碱量(％) 均分差

指标 3min10s-3min30s 4.5-5.3％ 36-50 18±0.8 0.5，越小越好

[0031] 表5为实施例1-8上端挡板与水平面之间角度σ1和下端挡板与混合机侧壁之间角

度σ2的具体数值。实施例1-4，在不设置下端挡板情况下，探究不同上端挡板角度对配合料

混合的影响；实施例5-8，在相同上端挡板角度情况下，探究不同下端挡板角度对配合料混

合的影响。

[0032] 表5

[0033] 实施例 1 2 3 4

σ1/σ2 0°/0° 90°/0° 120°/0° 150°/0°

实施例 5 6 7 8

σ1/σ2 90°/0° 90°/30° 90°/45° 90°/60°

[0034] 表6是本发明结合工厂实际生产状况，改进玻璃料混合机，并每隔3min20s收集混

合机内玻璃配合料对其进行各项指标测试得出8组实施例配合料混合技术指标。

[0035] 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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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0037] 从表6中实施例1-4看出，在不设置上端挡板情况时，均方差最大，甚至达不到生产

技术指标要求。当设置上端挡板并随着上端挡板角度增加，物料在下落过程中摩擦力增大，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粘结料量，减缓不同物料颗粒间离析、分层现象，起到预混合的作用，但

物料流动空间减小，使得相互挤压出现堵塞现象。实际实验中，当上端挡板与水平面之间角

度为90°时，均方差最小，预混合效果最好，即可以增大物料下落过程摩擦力，减少粘结料

量，减缓不同物料颗粒间离析、分层现象；又可以防止物料间相互挤压堵塞连接通道情况发

生。

[0038] 从表6中实施例5-8看出，在相同上端挡板角度情况下，随着下端挡板角度增加，更

多物料进入混合机混合区域，减少静止区域物料的溅入，提高混合机混合效率。但当角度设

置过大如实施例8，一方面会出现堵塞混合机入料口情况，另一方面使物料过分集中于搅拌

叶片轴承处，使得物料混合不均匀，降低混合机混合效率。实际实验中，当下端挡板与混合

机侧壁之间角度为45°时均方差达到最小，既可以使更多物料进入混合机混合区域，提高混

合机混合效率；又可以避免混合机进料口物料堵塞现象，使配合料均方差达到最优化，提高

整个生产过程的产品质量和工作效率。

[003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或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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