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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稠油井防砂稀采专用砾石

制作装置。其技术方案是：锷式破碎机的底部出

料口下方设有双筛选粒机，双筛选粒机的下方设

有细瓷粉储备仓，在所述双筛选粒机的一侧设有

粗瓷皮带输送机和球磨输送机，所述粗瓷皮带输

送机用于将大粒瓷输送至锷式破碎机继续破碎，

所述球磨输送机将中粒瓷输送至自行球磨机进

行球磨，自行球磨机的出料口连接到均化绞笼，

球磨后的中粒瓷与常规砾石按体积比为1:4混

合，得到稠油井防砂稀采专用砾石。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满足了井下填充防砂需要，使其在井下长

期为稠油的稀化提供催化作用，该制作装置可以

实现专用砾石的生产，整个装置结构紧凑，装置

简单可靠，一次性投资小，适用于规模化推广生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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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稠油井防砂稀采专用砾石制作装置，其特征是：包括锷式破碎机（1）、双筛选粒

机（2）、粗瓷皮带输送机（3）、球磨输送机（4）、自行球磨机（5）、均化绞笼（6）、砾石计量添加

仓（7）、流速计量仪（8）、细瓷粉储备仓（9），所述锷式破碎机（1）的底部出料口下方设有双筛

选粒机（2），双筛选粒机（2）的下方设有细瓷粉储备仓（9），在所述双筛选粒机（2）的一侧设

有粗瓷皮带输送机（3）和球磨输送机（4），所述粗瓷皮带输送机（3）用于将大粒瓷输送至锷

式破碎机（1）继续破碎，所述球磨输送机（4）将中粒瓷输送至自行球磨机（5）进行球磨，自行

球磨机（5）的出料口连接到均化绞笼（6），球磨后的中粒瓷经过流速计量仪（8）输送至均化

绞笼（6），所述均化绞笼（6）上方设有砾石计量添加仓（7），球磨后的中粒瓷与常规砾石按体

积比为1:4混合，得到稠油井防砂稀采专用砾石。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稠油井防砂稀采专用砾石制作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锷式破

碎机（1）包括支架（1.1）、定锷板（1.2）、调整螺丝（1.3）、动锷板（1.4）、动力凸轮（1.5）、动力

传动轴（1.6）、电动机（1.7），所述支架（1.1）包括横向支撑板和纵向支撑板组成L形结构，在

纵向支撑板的一侧通过调整螺丝（1.3）固定定锷板（1.2），在横向支撑板上设有出料口

（1.8），且位于定锷板（1.2）的底部，所述支架（1.1）的底部设有支腿（1.10），在定锷板（1.2）

的旁边安装动锷板（1.4），所述动锷板（1.4）的一侧安设动力凸轮（1.5），所述动力凸轮

（1.5）通过动力传动轴（1.6）与电动机（1.7）连接，通过动力传动轴（1.6）带动动力凸轮

（1.5）旋转，进而带动动锷板（1.4）上下移动，将位于动锷板（1.4）和定锷板（1.2）之间的碎

瓷片进行破碎。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稠油井防砂稀采专用砾石制作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支架

（1.1）的横向支撑板上安装两组动锷板运动导轨（1.9），动锷板运动导轨（1.9）的两侧设有

凹下的导轨槽（1.9.1），动锷板（1.4）沿着凹下的导轨槽安装在两组动锷板运动导轨（1.9）

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稠油井防砂稀采专用砾石制作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动锷

板（1.4）的截面为直角梯形结构，斜面与定锷板（1.2）相对应，直角一侧的外壁设有椭圆形

凹槽（1.4.1），在椭圆形凹槽（1.4.1）内安设动力凸轮（1.5），通过动力凸轮（1.5）的旋转带

动动锷板（1.4）上下移动。

5.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稠油井防砂稀采专用砾石制作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动力

凸轮（1.5）的动力端的外径大于驱动端的外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稠油井防砂稀采专用砾石制作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自行球

磨机（5）包括球磨支架（5.1）、旋转托辊（5.2）、旋转轨道（5.3）、球磨衬板组（5.4）、球磨壳体

（5.5）、大齿圈（5.6）、动力齿轮（5.7）、球磨电动机（5.8）、物料入口（5.9）、物料出口（5.10），

所述球磨支架（5.1）上侧安装动力齿轮（5.7）、球磨电动机（5.8）和旋转托辊（5.2），在动力

齿轮（5.7）和旋转托辊（5.2）之间安装球磨壳体（5.5），所述球磨壳体（5.5）的一侧设有大齿

圈（5.6），另一侧设有旋转轨道（5.3），球磨壳体（5.5）的内腔设有球磨衬板组（5.4）；所述动

力齿轮（5.7）与大齿圈（5.6）啮合，带动球磨壳体（5.5）旋转，另一侧通过旋转轨道（5.3）沿

着旋转托辊（5.2）。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稠油井防砂稀采专用砾石制作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球磨衬

板组（5.4）安装在球磨壳体（5.5）的内腔，且球磨衬板组（5.4）由多组耐磨板组成，分别固定

在球磨壳体（5.5）的内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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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稠油井防砂稀采专用砾石制作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耐磨板

为长条形结构，且依次倾斜一定角度安装在球磨壳体（5.5）的内壁，且所述耐磨板的两侧设

有粗糙面。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稠油井防砂稀采专用砾石制作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耐磨板

为弧形条状结构，且依次倾斜一定角度安装在球磨壳体（5.5）的内壁，且所述耐磨板的两侧

设有粗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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稠油井防砂稀采专用砾石制作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稠油井开采辅助装置，特别涉及一种稠油井防砂稀采专用砾石制

作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石油的开采过程中，稠油由于分子量大，粘性大，开采难，因此，多采用注气防蜡

等工艺，同时，还存在着大量的出砂问题，因而必须防砂，有的防砂井，由于出砂量大，还需

要进行地填，同时，为了充填的防砂层的稳定还要进行环填。

[0003] 在目前的防砂工艺中，一般采用的砾石，多为石英砂或金钢砂，利用固砂树脂作为

支持剂，利用携砂液，通过砾石充填工艺，将它们充填到油藏及套管内，形成防砂渗透固定

防砂层，来完成的，  但是这种工艺完成以后，由于油藏中的石油分子量较大，粘性较高，流

动性较差，不易开采，因此还需要再开采过程中实施注气工艺，同时，由于稠油分子量较大，

还要再次进行防蜡，这为之后的输油也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缺陷，提供一种稠油井防砂稀采专用

砾石制作装置，通过添加中粒瓷的砾石，既满足了防砂需要，又含有Al2O3，适用于稠油的稀

化开采，并且中粒瓷经过机械改进，将添加进入的中粒瓷通过专用球磨机，经过特殊研磨后

的不会损伤填充工具。

[0005] 本发明提到的一种稠油井防砂稀采专用砾石制作装置，其技术方案是：包括锷式

破碎机（1）、双筛选粒机（2）、粗瓷皮带输送机（3）、球磨输送机（4）、自行球磨机（5）、均化绞

笼（6）、砾石计量添加仓（7）、流速计量仪（8）、细瓷粉储备仓（9），所述锷式破碎机（1）的底部

出料口下方设有双筛选粒机（2），双筛选粒机（2）的下方设有细瓷粉储备仓（9），在所述双筛

选粒机（2）的一侧设有粗瓷皮带输送机（3）和球磨输送机（4），所述粗瓷皮带输送机（3）用于

将大粒瓷输送至锷式破碎机（1）继续破碎，所述球磨输送机（4）将中粒瓷输送至自行球磨机

（5）进行球磨，自行球磨机（5）的出料口连接到均化绞笼（6），球磨后的中粒瓷经过流速计量

仪（8）输送至均化绞笼（6），所述均化绞笼（6）上方设有砾石计量添加仓（7），球磨后的中粒

瓷与常规砾石按体积比为1:4混合，得到稠油井防砂稀采专用砾石。

[0006] 优选的，上述的锷式破碎机（1）包括支架（1.1）、定锷板（1.2）、调整螺丝（1.3）、动

锷板（1.4）、动力凸轮（1.5）、动力传动轴（1.6）、电动机（1.7），所述支架（1.1）包括横向支撑

板和纵向支撑板组成L形结构，在纵向支撑板的一侧通过调整螺丝（1.3）固定定锷板（1.2），

在横向支撑板上设有出料口（1.8），且位于定锷板（1.2）的底部，所述支架（1.1）的底部设有

支腿（1.10），在定锷板（1.2）的旁边安装动锷板（1.4），所述动锷板（1.4）的一侧安设动力凸

轮（1.5），所述动力凸轮（1.5）通过动力传动轴（1.6）与电动机（1.7）连接，通过动力传动轴

（1.6）带动动力凸轮（1.5）旋转，进而带动动锷板（1.4）上下移动，将位于动锷板（1.4）和定

锷板（1.2）之间的碎瓷片进行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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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优选的，上述的支架（1.1）的横向支撑板上安装两组动锷板运动导轨（1.9），动锷

板运动导轨（1.9）的两侧设有凹下的导轨槽，动锷板（1.4）沿着凹下的导轨槽安装在两组动

锷板运动导轨（1.9）之间。

[0008] 优选的，上述动锷板（1.4）的截面为直角梯形结构，斜面与定锷板（1.2）相对应，直

角一侧的外壁设有椭圆形凹槽（1.4.1），在椭圆形凹槽（1.4.1）内安设动力凸轮（1.5），通过

动力凸轮（1.5）的旋转带动动锷板（1.4）上下移动。

[0009] 优选的，上述动力凸轮（1.5）的动力端的外径大于驱动端的外径。

[0010] 优选的，上述的自行球磨机（5）包括球磨支架（5.1）、旋转托辊（5.2）、旋转轨道

（5.3）、球磨衬板组（5.4）、球磨壳体（5.5）、大齿圈（5.6）、动力齿轮（5.7）、球磨电动机

（5.8）、物料入口（5.9）、物料出口（5.10），所述球磨支架（5.1）上侧安装动力齿轮（5.7）、球

磨电动机（5.8）和旋转托辊（5.2），在动力齿轮（5.7）和旋转托辊（5.2）之间安装球磨壳体

（5.5），所述球磨壳体（5.5）的一侧设有大齿圈（5.6），另一侧设有旋转轨道（5.3），球磨壳体

（5.5）的内腔设有球磨衬板组（5.4）；所述动力齿轮（5.7）与大齿圈（5.6）啮合，带动球磨壳

体（5.5）旋转，另一侧通过旋转轨道（5.3）沿着旋转托辊（5.2）。

[0011] 优选的，上述的球磨衬板组（5.4）安装在球磨壳体（5.5）的内腔，且球磨衬板组

（5.4）由多组耐磨板组成，分别固定在球磨壳体（5.5）的内壁。

[0012] 优选的，上述的耐磨板为长条形结构，且依次倾斜一定角度安装在球磨壳体（5.5）

的内壁，且所述耐磨板的两侧设有粗糙面。

[0013] 优选的，上述的耐磨板为弧形条状结构，且依次倾斜一定角度安装在球磨壳体

（5.5）的内壁，且所述耐磨板的两侧设有粗糙面。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利用碎瓷片中含有的Al2O3，可以用于稠油的稀化开

采，由于Al2O3可以作为催化剂，在稠油开采中向井下注入高温CO2，这样，在高温焖井时，地

层中将发生稠油高分子的裂解反应，由于稠油高分子的裂解，因此，可以实现稠油稀采的目

的；另外，由于油田井下填充用的砾石是有要求的，这需要专用的设备来完成大碎瓷到符合

规格要求的小碎瓷的破碎，而且为了避免小碎瓷的形状对井下填充工具的破坏，还需要设

计专用的球磨装置来对小碎瓷进行球磨，使小碎瓷的外形趋于球形且圆滑，该结构在油井

充填中不至于损坏滤砂管等填充工具；最终，通过开发设计的碎瓷装置和球磨装置，将富含

Al2O3的中粒瓷混合均匀，还满足了井下填充防砂需要，使其在井下长期为稠油的稀化提供

催化作用，该制作装置可以实现专用砾石的生产，整个装置结构紧凑，装置简单可靠，一次

性投资小，适用于规模化推广生产。

附图说明

[0015] 附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附图2是锷式破碎机的结构示意图；

附图3是锷式破碎机的支架的结构示意图；

附图4是图2的A-A的结构示意图；

附图5是锷式破碎机的动力凸轮的结构示意图；

附图6是第一种实施例的自行球磨机的局部剖面示意图；

附图7是球磨衬板组的第一种实施例的展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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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8是球磨衬板组的第二种实施例的展开示意图；

附图9是自行球磨机的第二种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上图中：锷式破碎机1、双筛选粒机2、粗瓷皮带输送机3、球磨输送机4、自行球磨机5、均

化绞笼6、砾石计量添加仓7、流速计量仪8、细瓷粉储备仓9，

支架1.1、定锷板1.2、调整螺丝1.3、动锷板1.4、动力凸轮1.5、动力传动轴1.6、电动机

1.7、出料口1.8、动锷板运动导轨1.9、支腿1.10、椭圆形凹槽1.4.1、导轨槽1.9.1，

球磨支架5.1、旋转托辊5.2、旋转轨道5.3、球磨衬板组5.4、球磨壳体5.5、大齿圈5.6、

动力齿轮5.7、球磨电动机5.8、物料入口5.9、物料出口5.10。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优选实

施例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17] 实施例1，参照附图1，本发明提到的一种稠油井防砂稀采专用砾石制作装置，包括

锷式破碎机1、双筛选粒机2、粗瓷皮带输送机3、球磨输送机4、自行球磨机5、均化绞笼6、砾

石计量添加仓7、流速计量仪8、细瓷粉储备仓9，所述锷式破碎机1的底部出料口下方设有双

筛选粒机2，双筛选粒机2的下方设有细瓷粉储备仓9，在所述双筛选粒机2的一侧设有粗瓷

皮带输送机3和球磨输送机4，所述粗瓷皮带输送机3用于将大粒瓷输送至锷式破碎机1继续

破碎，所述球磨输送机4将中粒瓷输送至自行球磨机5进行球磨，自行球磨机5的出料口连接

到均化绞笼6，球磨后的中粒瓷经过流速计量仪8输送至均化绞笼6，所述均化绞笼6上方设

有砾石计量添加仓7，球磨后的中粒瓷与常规砾石按体积比为1:4混合，得到稠油井防砂稀

采专用砾石。

[0018] 参照附图2-5，本发明提到的锷式破碎机1包括支架1.1、定锷板1.2、调整螺丝1.3、

动锷板1.4、动力凸轮1.5、动力传动轴1.6、电动机1.7，所述支架1.1包括横向支撑板和纵向

支撑板组成L形结构，在纵向支撑板的一侧通过调整螺丝1.3固定定锷板1.2，在横向支撑板

上设有出料口1.8，且位于定锷板1.2的底部，所述支架1.1的底部设有支腿1.10，在定锷板

1.2的旁边安装动锷板1.4，所述动锷板1.4的一侧安设动力凸轮1.5，所述动力凸轮1.5通过

动力传动轴1.6与电动机1.7连接，通过动力传动轴1.6带动动力凸轮1.5旋转，进而带动动

锷板1.4上下移动，将位于动锷板1.4和定锷板1.2之间的碎瓷片进行破碎。

[0019] 参照附图3，本发明的支架1.1的横向支撑板上安装两组动锷板运动导轨1.9，动锷

板运动导轨1.9的两侧设有凹下的导轨槽1.9.1，动锷板1.4沿着凹下的导轨槽安装在两组

动锷板运动导轨1.9之间。

[0020] 参照附3-4，本发明的动锷板1.4的截面为直角梯形结构，斜面与定锷板1.2相对

应，直角一侧的外壁设有椭圆形凹槽1.4.1，椭圆形凹槽为左右宽，上下窄的形状，在椭圆形

凹槽1.4.1内安设动力凸轮1.5，通过动力凸轮1.5的旋转带动动锷板1.4上下移动；定锷板

1.2上设有多个不同高度的螺丝穿越孔1.3.1，用于固定和调整高度。

[0021] 参照附图5，本发明的动力凸轮1.5的动力端的外径大于驱动端的外径，动力传动

轴1.6与动力端连接，且动力端位于动锷板1.4的中上部位。工作时，动力凸轮1.5以动力传

动轴1.6为轴心，进行旋转，从而带动动锷板1.4上下运动，即动锷板1.4做受迫振动，由动锷

板1.4的上下运动使得进入喂料口的瓷片，在动锷板1.4与定锷板的作用下，使瓷片变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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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碎瓷。

[0022] 参照附图6，本发明的自行球磨机5包括球磨支架5.1、旋转托辊5.2、旋转轨道5.3、

球磨衬板组5.4、球磨壳体5.5、大齿圈5.6、动力齿轮5.7、球磨电动机5.8、物料入口5.9、物

料出口5.10，所述球磨支架5.1上侧安装动力齿轮5.7、球磨电动机5.8和旋转托辊5.2，在动

力齿轮5.7和旋转托辊5.2之间安装球磨壳体5.5，所述球磨壳体5.5的一侧设有大齿圈5.6，

另一侧设有旋转轨道5.3，球磨壳体5.5的内腔设有球磨衬板组5.4；所述动力齿轮5.7与大

齿圈5.6啮合，带动球磨壳体5.5旋转，另一侧通过旋转轨道5.3沿着旋转托辊5.2。

[0023] 优选的，上述的球磨衬板组5.4安装在球磨壳体5.5的内腔，且球磨衬板组5.4由多

组耐磨板组成，分别固定在球磨壳体5.5的内壁。

[0024] 参照附图7，本发明的耐磨板为长条形结构，且依次倾斜一定角度安装在球磨壳体

5.5的内壁，且所述耐磨板的两侧设有粗糙面5.4.1，这样在自行球磨机5滚动时，中粒瓷会

压着具有粗糙面的耐磨板斜向滚动，直至球磨壳体滚动90度以上时，中粒瓷会自然掉下，反

复滚动研磨，最终使中粒瓷趋于球形，且圆滑，采用砾石的粒度为0.4~0.5mm，中粒瓷在0.4~
0.6mm。

[0025] 本发明提到的稠油井防砂稀采专用砾石制作方法，包括以下过程：

首先，碎瓷的制取：a将大块碎瓷块，清洗并晾干；b将晾干后的碎瓷块，放入锷式破碎机

1中进行破碎；c将由锷式破碎机1挤压出来的碎瓷，在双筛选粒机2里的双层振动筛内进行

筛选，这样碎瓷就分成了三类：一是粒度大于所选的大粒瓷，二是合适的粒度，即满足所选

的中粒瓷，三是粒度较小的小粒瓷，即瓷粉；d将大粒瓷反送到锷式破碎机再次破瓷筛选，将

粒度合适的中粒瓷输送到自行球磨机内进行球磨，使所选的中瓷粒满足油井充填用的粒度

与圆度；e将瓷粉收集在一起以做他用；

其次，砾石与中粒瓷的均化：将常规砾石与中粒瓷按体积比为4:1进行均化搅拌，通过

在均化绞笼6实现均匀搅拌，得到稠油井防砂稀采专用砾石。

[0026] 其中，在锷式破碎机1的工作过程如下：

碎瓷块放入在动锷板1.4与定锷板1.2之间的进料口，启动电动机1.7，电动机1.7通过

动力传动轴1.6带着动力凸轮1.5旋转，动力凸轮1.5的驱动端在椭圆形凹槽1.4.1内甩动旋

转，进而带动动锷板1.4移动，并且动锷板1.4限制在两组动锷板运动导轨1.9内上下移动，

碎瓷块经过挤压，变成大粒瓷、中粒瓷和瓷粉。

[0027] 在自行球磨机的工作过程如下：

筛选的中粒瓷通过物料入口5.9进入球磨壳体5.5内，由于球磨壳体5.5的内表面安设

有球磨衬板组5.4，再通过球磨壳体5.5的旋转运动，从而带动中粒瓷沿着球磨衬板组5.4滚

动摩擦一段距离，当球磨壳体5.5旋转至一定高度时，中粒瓷从顶部翻落到底部，再次沿着

底部的球磨衬板组5.4滚动摩擦，经过多次循环研磨后，中粒瓷的外形趋于球形且圆滑，该

结构在油井充填中不至于损坏滤砂管。

[0028] 所述球磨衬板组5.4的由多组耐磨板组成，分别固定在球磨壳体5.5的内壁，耐磨

板采用长条形结构，且依次倾斜一定角度安装在球磨壳体5.5的内壁，且所述耐磨板的两侧

设有粗糙面，这样，中粒瓷在沿着长条形结构的耐磨板滚动时被研磨，得到的中粒瓷趋于球

形，且四边圆滑，该结构在油井充填中不至于损坏滤砂管。采用的砾石粒度为0.3~0.4mm碎

瓷粒度为0.3~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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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本发明提到的稠油井防砂稀采专用砾石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过程：

.一、充填：1将携砂液配好，利用混砂车，将稠油井防砂稀采专用砾石与携砂液按比例

根据地质情况打入油井下的地层中，形成稠油专用防砂层；

二、充填完成后，进行完井作业，完井作业完成，由于防砂层中含有中粒瓷，中粒瓷内含

有三氧化二铝，与防砂层混合后还可以作为催化剂，在向井下注入高温二氧化碳气体，从而

携带有大量的热能，注汽完成后进行焖井，将发生稠油高分子的裂解反应，长链变成短链；

三、井口采油：由于稠油高分子的裂解，因此，可以实现稠油稀采的目的；另外，由于富

含Al2O3的中粒瓷是均匀混合的方式存在于专用稠油充填砾石中，从而在井下形成较为稳定

的挡矿墙，长期提供催化作用。

[0030] 本发明的技术优势如下：

1.由于中粒瓷加入形成稠油井防砂稀采专用砾石，使整个油井的充填层变成了一个巨

大的稠油裂解的化学反应场，为稠油的充分裂解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场所，这样就为稠油的

稀采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方案，且有利于稠油的开采与输送，避免了稠油开采与输送中的二

次结蜡带来的困难；

2.由于该方案是与防砂与注气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该方案的实施较为简便，没

有增加复杂的工艺工序等，只是增加了一个工艺，即将一般性的砾石砂改为了稠油井的专

用砾石，这样，就总体而言，该工艺会产生投入小，收益高的经济效果；

3.由于在  C17H36→C9H18+C8H18及C8H18→C4H10+C4H8的反应中三氧化二铝是催化剂，但是

催化剂不是反应物，而会因为反应次多而减少，它只是起到一个降低“活化能”的作用，而在

该工艺中，又由于三氧化二铝是固定地存储在碎瓷块中的，而碎瓷块又是均匀混合的方式

存在于专用稠油充填砾石中，且是较为稳定的挡矿墙，因此，该工艺是一个“一次性投资，而

终生受益的好工艺”是值得推广的；

4.由于该工艺使用制瓷行业中的“废料”，有利于环保，另外，常规的破碎装置如砸碎，

不能满足油井填充用的砾石的要求，还有，常规的研磨方式也不能适应油井填充用砾石的

要求，所以专门设计的上述制备装置，可以满足油井填充需要。

[0031] 实施例2，本发明提到的一种稠油井防砂稀采专用砾石制作装置，与实施例1不同

之处是：

参照附图9，本发明提到的自行球磨机（5）包括球磨支架（5.1）、旋转托辊（5.2）、旋转轨

道（5.3）、球磨衬板组（5.4）、球磨壳体（5.5）、大齿圈（5.6）、动力齿轮（5.7）、球磨电动机

（5.8）、物料入口（5.9）、物料出口（5.10），所述球磨支架（5.1）上侧安装动力齿轮（5.7）、球

磨电动机（5.8）和旋转托辊（5.2），在动力齿轮（5.7）和旋转托辊（5.2）之间安装球磨壳体

（5.5），所述球磨壳体（5.5）的一侧设有大齿圈（5.6），另一侧设有旋转轨道（5.3），球磨壳体

（5.5）的内腔设有球磨衬板组（5.4）；所述动力齿轮（5.7）与大齿圈（5.6）啮合，带动球磨壳

体（5.5）旋转，另一侧通过旋转轨道（5.3）沿着旋转托辊（5.2）。

[0032] 其中，球磨衬板组（5.4）安装在球磨壳体（5.5）的内腔，且球磨衬板组（5.4）由多组

耐磨板组成，分别固定在球磨壳体（5.5）的内壁，球磨壳体（5.5）采用滚筒形状，该结构可以

提高研磨衬板组的数量，提高产能，而且制作成本也可得到一定程度降低。

[0033] 另外，与实施例1不同之处还有：

本发明采用的耐磨板为弧形条状结构，且依次倾斜一定角度安装在球磨壳体（5.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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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壁，且所述耐磨板的一侧设有粗糙面5.4.1，采用的倾斜设置的弧形结构的耐磨板，可以

使碎瓷在滚动时更容易，特别是在转动时的离心力的作用下，中粒瓷可以得到更好的研磨，

另外，电动机一般顺时针旋转，这样，耐磨板的一侧设有粗糙面5.4.1就可以满足要求。

[0034]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部分较佳实施例，任何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均可能利

用上述阐述的技术方案加以修改或将其修改为等同的技术方案。因此，依据本发明的技术

方案所进行的任何简单修改或等同置换，尽属于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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