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1141491.0

(22)申请日 2019.11.20

(71)申请人 攀枝花钢城集团瑞通制冷设备有限

公司

地址 617023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东风烂

泥田攀枝花钢城集团瑞通制冷设备有

限公司

(72)发明人 周道选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虹桥专利事务所(普通

合伙) 51124

代理人 刘扬

(51)Int.Cl.

F26B 11/06(2006.01)

F26B 21/00(2006.01)

F26B 21/04(2006.01)

F26B 21/08(2006.01)

F26B 21/10(2006.01)

F28C 1/00(2006.01)

B01D 47/06(2006.01)

 

(54)发明名称

矿粉烘干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工业矿粉烘干装备领域，尤其是

一种消除矿粉烘干时气体外逸，从而有效保护空

气环境的矿粉烘干装置，包括转筒干燥器，转筒

干燥器的中心轴线为倾斜设置，其中，转筒干燥

器的筒头高于筒尾，包括水源高温热泵、喷淋塔

和风冷冷水机组，水源高温热泵通过高温风管与

转筒干燥器的筒尾连通，转筒干燥器的筒头通过

转筒干燥器出风管道与喷淋塔底部连通，喷淋塔

顶部通过冷风出风管道与风冷冷水机组底部连

通，风冷冷水机组顶部通过回风管与水源高温热

泵连通，所述水源高温热泵、转筒干燥器、喷淋塔

和风冷冷水机组构成密闭的气体循环通道。本发

明节能效果明显，尤其适用于热泵烘干钛精矿、

球团矿及其它细颗粒以及粉状物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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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矿粉烘干装置，包括转筒干燥器(3)，转筒干燥器(3)的中心轴线为倾斜设置，其中，

转筒干燥器(3)的筒头(2)高于筒尾(6)，其特征在于：包括水源高温热泵(12)、喷淋塔(25)

和风冷冷水机组(41)，所述水源高温热泵(12)通过高温风管(21)与转筒干燥器(3)的筒尾

(6)连通，转筒干燥器(3)的筒头(2)通过转筒干燥器出风管道(22)与喷淋塔(25)底部连通，

喷淋塔(25)顶部通过冷风出风管道(24)与风冷冷水机组(41)底部连通，风冷冷水机组(41)

顶部通过回风管(11)与水源高温热泵(12)连通，所述水源高温热泵(12)、转筒干燥器(3)、

喷淋塔(25)和风冷冷水机组(41)构成密闭的气体循环通道。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矿粉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源高温热泵(12)与喷淋塔

(25)之间通过温水出水管道(31)和温水循环水出水管道(45)构成封闭的水循环通道。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矿粉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转筒干燥器(3)的筒尾(6)的出

料口(7)处设置有物料换热器(18)，所述物料换热器(18)设置于温水循环水出水管道(45)

的通道上。

4.如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矿粉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源高温热泵(12)包括彼

此连通的涡旋压缩机(16)、热泵冷凝器(15)、热泵膨胀阀(19)和热泵管壳蒸发器(14)，其

中，温水出水管道(31)和温水循环水出水管道(45)与热泵管壳蒸发器(14)连通。

5.如权利要求1、2或3所述的矿粉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喷淋塔(25)内包括温水喷头

(43)和冷水喷头(26)，其中，所述冷水喷头(26)设置于温水喷头(43)上方。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矿粉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温水喷头(43)和冷水喷头(26)

之间设置有单向气体通道(34)，单向气体通道(34)的气体流动方向为由温水喷头(43)一侧

流向冷水喷头(26)一侧。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矿粉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单向气体通道(34)将喷淋塔(25)分

割为温水喷头腔室和冷水喷头腔室，其中，冷水喷头(26)所在的冷水喷头腔室与风冷冷水

机组(41)之间通过冷水出水管(36)和冷水回水管(38)连通。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矿粉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风冷冷水机组(41)包括彼此连

通的风冷冷水机组压缩机(39)、风冷冷水机组冷凝器(40)、风冷冷水机组膨胀阀和风冷冷

水机组管壳式蒸发器(37)，其中，冷水出水管(36)和冷水回水管(38)与风冷冷水机组管壳

式蒸发器(37)连通。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矿粉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冷水出水管(36)上设置有冷水循环

泵(32)。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矿粉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冷水循环泵(32)与冷水喷头(26)

所在的冷水喷头腔室之间设置有冷水过滤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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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粉烘干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工业矿粉烘干装备领域，尤其是一种矿粉烘干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工业矿粉烘干一般采用开式回转窑干燥器工艺，其回转窑转筒略带倾斜，

按一定的转速旋转，湿物料从一端上部进入，干物料从另一端下部收集。热风从进料端或出

料端进入，从另一端上部排出。筒内装有顺向抄板，滚筒转动时使物料在筒体回转过程中不

断抄起又洒下，使其充分与热气流接触，以提高干燥效率并使物料向前移动。热空气的产生

是通过燃烧煤炭、天然气、人工煤气、重油等化石燃料，近年来，也有部分采用生物质燃料。

这种工艺的缺点主要是能耗高、烟气和尾气对大气产生污染。随着国家对节能环保的要求

提高，传统的靠燃烧燃料的烘干工艺，烟气的净化需要脱硝、脱硫、脱白等措施，不但增加了

投资，而且还增加了运行成本，有些物料比如‘浮选钛精矿’，在选矿时添加的柴油和其他浮

选剂在高温烘干时分解的气体很难处理，弥漫到大气中，带来严重的空气污染。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消除矿粉烘干时气体外逸，从而有效保护

空气环境的矿粉烘干装置。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矿粉烘干装置，包括转筒干燥器，转

筒干燥器的中心轴线为倾斜设置，其中，转筒干燥器的筒头高于筒尾，包括水源高温热泵、

喷淋塔和风冷冷水机组，所述水源高温热泵通过高温风管与转筒干燥器的筒尾连通，转筒

干燥器的筒头通过转筒干燥器出风管道与喷淋塔底部连通，喷淋塔顶部通过冷风出风管道

与风冷冷水机组底部连通，风冷冷水机组顶部通过回风管与水源高温热泵连通，所述水源

高温热泵、转筒干燥器、喷淋塔和风冷冷水机组构成密闭的气体循环通道。

[0005] 进一步的是，所述水源高温热泵与喷淋塔之间通过温水出水管道和温水循环水出

水管道构成封闭的水循环通道。

[0006] 进一步的是，所述转筒干燥器的筒尾的出料口处设置有物料换热器，所述物料换

热器设置于温水循环水出水管道的通道上。

[0007] 进一步的是，所述水源高温热泵包括彼此连通的涡旋压缩机、热泵冷凝器、热泵膨

胀阀和热泵管壳蒸发器，其中，温水出水管道和温水循环水出水管道与热泵管壳蒸发器连

通。

[0008] 进一步的是，喷淋塔内包括温水喷头和冷水喷头，其中，所述冷水喷头设置于温水

喷头上方。

[0009] 进一步的是，所述温水喷头和冷水喷头之间设置有单向气体通道，单向气体通道

的气体流动方向为由温水喷头一侧流向冷水喷头一侧。

[0010] 进一步的是，单向气体通道将喷淋塔分割为温水喷头腔室和冷水喷头腔室，其中，

冷水喷头所在的冷水喷头腔室与风冷冷水机组之间通过冷水出水管和冷水回水管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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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一步的是，所述风冷冷水机组包括彼此连通的风冷冷水机组压缩机、风冷冷水

机组冷凝器、风冷冷水机组膨胀阀和风冷冷水机组管壳式蒸发器，其中，冷水出水管和冷水

回水管与风冷冷水机组管壳式蒸发器连通。

[0012] 进一步的是，冷水出水管上设置有冷水循环泵。

[0013] 进一步的是，冷水循环泵与冷水喷头所在的冷水喷头腔室之间设置有冷水过滤

器。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在实际使用时，转筒干燥器内的物料随着转筒干燥器的旋

转而由筒头向筒尾翻滚运动，此时，源自水源高温热泵的干燥热风逆向物料移动方向对物

料进行加热烘干，之后，携带水分的热风进入喷淋塔底部，并在喷淋塔内完成除尘、冷却和

脱水，然后气体进入风冷冷水机组初步预热升温，并在随后再次进入水源高温热泵升温、加

压后返回转筒干燥器，由于烘干气体首先实现了密闭循环，彻底杜绝了气体的外排，大大降

低了整个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本发明由于是闭式循环，效率与外界环境温度无关，不

受地域和季节的限制。另外，由于用于烘干的介质是热风，不像燃烧燃料的烟气那样污染被

干燥的物料，外排烟气污染环境，对在干燥时有挥发性气体的物料尤为适宜，节能效果明

显。本发明尤其适用于热泵烘干钛精矿、球团矿及其它细颗粒以及粉状物料之中。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中标记为：进料口1、筒头2、转筒干燥器3、支撑环4、驱动齿环5、筒尾6、出料口7、

变频驱动电机8、上支撑柱9、下支撑柱10、回风管11、水源高温热泵12、物料换热器出水管

13、热泵管壳蒸发器14、热泵冷凝器15、涡旋压缩机16、高温送风机17、物料换热器18、热泵

膨胀阀19、温水冷凝水溢流管20、高温风管21、转筒干燥器出风管道22、中温送风机23、冷风

出风管道24、喷淋塔25、冷水喷头26、冷水喷头填料27、全自动过滤嘴器28、温水循环水泵

29、固体粉尘排出管30、温水出水管道31、冷水循环泵32、冷水过滤器33、单向气体通道34、

冷水冷凝水溢流管35、冷水出水管36、风冷冷水机组管壳式蒸发器37、冷水回水管38、风冷

冷水机组压缩机39、风冷冷水机组冷凝器40、风冷冷水机组41、风冷冷水机组出风口42、温

水喷头43、温水喷头填料44、温水循环水出水管道45。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8] 如图1所示的矿粉烘干装置，包括转筒干燥器3，转筒干燥器3的中心轴线为倾斜设

置，其中，转筒干燥器3的筒头2高于筒尾6，包括水源高温热泵12、喷淋塔25和风冷冷水机组

41，所述水源高温热泵12通过高温风管21与转筒干燥器3的筒尾6连通，转筒干燥器3的筒头

2通过转筒干燥器出风管道22与喷淋塔25底部连通，喷淋塔25顶部通过冷风出风管道24与

风冷冷水机组41底部连通，风冷冷水机组41顶部通过回风管11与水源高温热泵12连通，所

述水源高温热泵12、转筒干燥器3、喷淋塔25和风冷冷水机组41构成密闭的气体循环通道。

[0019] 本发明的核心构成为转筒干燥器3、水源高温热泵12、喷淋塔25和风冷冷水机组

41，正是由于水源高温热泵12、转筒干燥器3、喷淋塔25和风冷冷水机组41构成密闭的气体

循环通道，保证了在烘干物料的同时，也防止了气体的外逸，从而兼顾了生产效率和环保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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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实际使用时，物料通过转筒干燥器3的进料口1进入，通过转筒干燥器3的出料口7排

出，整个过程中，转筒干燥器3内的逆向流动的干燥气体对物料进行干燥，从而保证了整个

烘干过程的高效率和烘干品质。

[0020] 为了实现水源高温热泵12与喷淋塔25之间能量的传递，可以选择这样的方案：所

述水源高温热泵12与喷淋塔25之间通过温水出水管道31和温水循环水出水管道45构成封

闭的水循环通道。在上述方案基础上，为了进一步优化能量传递的效率，优选所述转筒干燥

器3的筒尾6的出料口7处设置物料换热器18，所述物料换热器18设置于温水循环水出水管

道45的通道上。一般的，优选所述水源高温热泵12包括彼此连通的涡旋压缩机16、热泵冷凝

器15、热泵膨胀阀19和热泵管壳蒸发器14，其中，温水出水管道31和温水循环水出水管道45

与热泵管壳蒸发器14连通。

[0021] 为了实现更好的喷淋除尘、脱水效果，可以选择这样的方案：喷淋塔25内包括温水

喷头43和冷水喷头26，其中，所述冷水喷头26设置于温水喷头43上方。一般，下段塔的温水

喷头43可将由转筒干燥器3出来的含有水分和粉尘的热风喷淋降温、除尘，上段塔的冷水喷

头26的循环冷水通过喷淋进一步降温，达到脱除循环风水分的目的。为了保证气体流动效

率，优选所述温水喷头43和冷水喷头26之间设置单向气体通道34，单向气体通道34的气体

流动方向为由温水喷头43一侧流向冷水喷头26一侧。

[0022] 为了实现冷水喷头腔室与风冷冷水机组41之间的能量交换，可以选择这样的方

案：单向气体通道34将喷淋塔25分割为温水喷头腔室和冷水喷头腔室，其中，冷水喷头26所

在的冷水喷头腔室与风冷冷水机组41之间通过冷水出水管36和冷水回水管38连通。其中，

优选所述风冷冷水机组41包括彼此连通的风冷冷水机组压缩机39、风冷冷水机组冷凝器

40、风冷冷水机组膨胀阀和风冷冷水机组管壳式蒸发器37，其中，冷水出水管36和冷水回水

管38与风冷冷水机组管壳式蒸发器37连通。

[0023] 为了保证冷水的循环效率，优选冷水出水管36上设置冷水循环泵32。为了防止杂

质堵塞管路，优选冷水循环泵32与冷水喷头26所在的冷水喷头腔室之间设置有冷水过滤器

33。

[0024] 就具体的设计构思而言，本发明的水源高温热泵12，是干燥系统的热源，将由风冷

冷水机组41送来的经过脱除水分并预热的循环风由40℃加热到70℃，由高温送风机17输送

到转筒干燥器3干燥物料，此过程压缩机消耗电能压缩制冷剂蒸汽产生高温。涡旋压缩机16

将管热泵管壳蒸发器14出来的制冷剂蒸汽压缩成高温高压的制冷剂气体，该制冷剂气体通

过热泵冷凝器15冷凝，同时放出热量通过加热循环风用于干燥物料，冷凝后的制冷剂通过

热泵膨胀阀19节流降压再次回到热泵管壳蒸发器14。其中，优选水源高温热泵12本体带有

PLC，同时整个系统设有工控机，包括各点的温度、湿度、流量、转速等，通过程序自动控制。

工控机采集各部位的参数按设定的程序自动运行，并根据进来的物料含水量和需要最终物

料的干燥度自动调整各个系统的参数。而且，还可以故障报警以及数据储存，以及远程监

控。

[0025] 所述转筒干燥器3，在变频驱动电机8的带动下，按一定的转速转动，使物料在内部

流态化；由于配有变频驱动电机8带动转筒干燥器3旋转，而且可以根据物料的湿度调整转

速，转筒干燥器3内设有不同角度的抄板，使物料均匀翻抄，此过程干燥的热风和物料进行

传热传质，干燥热空气吸收物料的水蒸气，达到干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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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所述喷淋塔，将转筒干燥器3出来的含有粉尘的热空气，通过循环系统的喷淋，除

去粉尘、初步降温，同时喷淋系统也吸收了循环风的热量。可以把循环风由50℃降低到30℃

左右。喷淋塔25上下两段分别设有冷水喷头填料27和温水喷头填料44，可增加气液接触面

积和时间，更好的传热传质。喷淋塔采用外部保温，防止热量损失。

[0027] 所述风冷冷水机组41，产生7℃冷水供喷淋塔25喷淋，同时可以将喷淋塔25出来的

除去水分的循环风进行预热。通过制冷循环，产生7℃冷水，可以把循环风降温到15℃左右，

此过程脱除循环风的水分，达到干燥循环风的目的，同时循环冷水吸收循环风的热量，再把

这部分热量通过风冷冷水机组冷凝器40传递到循环风里，将循环风预热到40℃。

[0028] 本发明所涉及的闭环式热泵连续烘干矿粉装置，其热量循环使用，不外排热量，也

不再外逸气体，符合当下环保的要求，市场推广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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