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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硅料遴选装置，属于光伏技

术领域，它解决了现有技术中硅料遴选纯度不高

的问题。本硅料遴选装置包括机架、箱体，所述的

箱体上设有进料斗，箱体内设有第一磁辊和驱动

第一磁辊转动的动力装置，第一磁辊逆时针转

动，第一磁辊包括第一滚筒和设置于磁辊左侧呈

弧形的第一磁系，第一磁辊下方位于左侧设有硅

料收集桶，第一磁辊下方位于右侧设有第一杂质

收集桶，第一磁辊右侧位于第一杂质收集桶上方

设有刮料板，第一磁辊右侧上方设有杂质收集

辊，杂质收集辊为呈筒状的电磁铁。本硅料遴选

装置通过第一磁辊进行初步磁选，通过落料板进

行二次磁选，使得被遴选后的回收硅料磁性杂质

做到最小，有效提高了硅料的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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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硅料遴选装置，包括机架、箱体，所述的箱体上设有进料斗，所述的箱体内设有

第一磁辊和驱动第一磁辊转动的动力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磁辊逆时针转动，所述

的第一磁辊包括第一滚筒和设置于磁辊左侧呈弧形的第一磁系，所述的第一磁辊下方位于

左侧设有硅料收集桶，所述的第一磁辊下方位于右侧设有第一杂质收集桶，所述的第一磁

辊右侧位于第一杂质收集桶上方设有刮料板，所述的第一磁辊右侧上方设有杂质收集辊，

所述的杂质收集辊为呈筒状的电磁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硅料遴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动力装置包括动力电

机、减速机和设置于第一滚筒上的轴承，所述减速机的输出轴与第一滚筒的中心轴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硅料遴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硅料收集桶底部设有

二次出料口，所述的二次出料口下方设有呈倾斜的落料板，所述的落料板后端设有长条形

电磁铁，所述的落料板上设有震动电机，所述的落料板末端设有成品收集桶，和第二杂质收

集桶，所述的机架上设有可切换成品收集桶和第二杂质收集桶的切换装置。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硅料遴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切换装置包括设置于

落料板末端的延伸板，所述的延伸板底部设有伸缩气缸，所述的延伸板末端设有上述第二

杂质收集桶，当所述的伸缩气缸伸出时，落料板与延伸板对接，落料板上的杂质可直接落入

第二杂质收集桶内，当所述的伸缩气缸收回时，延伸板和落料板之间分离，落料板上的硅料

可直接落入成品收集桶内。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硅料遴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切换装置包括设置于

机架上的切换气缸，所述的成品收集桶和第二杂质收集桶固连，且滑动设置于机架上的滑

轨上，所述的切换气缸的活塞杆与成品收集桶连接，当切换气缸伸出时成品收集桶沿滑轨

滑动至落料板末端，当气缸收回时，成品收集桶收回，第二杂质收集桶位于落料板末端。

6.一种如权利要求1-5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硅料遴选装置的遴选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开启第一磁辊，使得第一滚筒逆时针转动，向进料斗内倒入经破碎后的硅料，硅料随着

第一滚筒的转动，第一滚筒向左侧滑落，无磁性的硅料则沿第一滚筒外侧落入硅料收集桶

内，有磁性的杂质则因为第一磁系的磁场作用吸附于第一滚筒外侧；

2)、第一滚筒继续转动至带动杂质沿第一滚筒转动至第一磁系下方时，由于磁场强度

降低，低磁性的杂质则由于重力原因掉落至第一杂质收集桶内，未掉落的强磁性杂质继续

吸附于第一滚筒外侧；

3)、第一滚筒转动至刮料板位置，则在刮料板的作用力下，大颗粒强磁杂质被刮落掉入

第一杂质收集桶内；

4)、第一滚筒滚动至刮料板上方，第一滚筒上仅剩下一些强磁的小颗粒杂质，此时开启

电磁铁，杂质收集辊形成强磁场，将第一滚筒上的小颗粒杂质吸附至杂质收集辊上，完成第

一滚筒上最后杂质收集；

5)、杂质收集辊上吸附杂质后，关闭电磁铁，则由于杂质收集辊上的磁场消失，残余的

杂质自动掉落至第一杂质收集桶内；

6)、硅料收集桶内的回收硅料滑落至落料板上，开启震动电机，对滑落在落料板上的硅

料进行震动下料，此时开启长条形电磁铁，则在长条形电磁铁的磁场作用下，具有磁性的杂

质被吸附于落料板底部，不带磁性的硅料则继续滑落至落料板末端的成品收集桶内；

7)、完成成品收集后，切换装置开启，使得落料板的末端切换为第二杂质收集桶，然后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9248781 A

2



长条形电磁铁断电，在缺少磁场的情况下，落料板上的杂质在震动电机的震动下落入第二

杂质收集桶内，至此完成所有磁性杂质和硅料的分离。

以上步骤中，步骤2)、3)、4)、5)和步骤6)、7)可同时进行。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硅料遴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长条形电磁铁在杂质

回收时，往复切换电磁铁极性，然后再断开电磁铁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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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硅料遴选装置及遴选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光伏技术领域，涉及一种硅料的遴选装置，特别是一种去除硅料金属

杂质的遴选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太阳能发电是人类利用太阳能的重要手段，而太阳能电池则是实现光电转换的主

要装置，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决定了太阳能源的利用转化率。近年来，世界太阳能电

池的产量和装机容量每年都在30％的速度快速发展。目前，全球累计装机容量为25.4GW，预

计到2020年全球装机容量将达到278GW。

[0003] 近年来随着硅太阳能产业高速发展，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为降低硅片生产成本，

提高硅片在市场竞争了，需对生产过程产生的废硅料回收使用。回收使用的碎硅料中存在

磁性金属中铁、钴、镍污染，会导致硅片形成缺陷，严重影响硅片电池效率。因此对于回收硅

料的遴选成为了影响多晶硅片的重要一环。现有技术中大多采用干式多辊磁选机对硅料中

的金属杂质进行遴选，然而遴选过程中，若磁辊磁性较强，会导致磁辊上的杂质无法去除，

磁辊磁性较弱，又会影响遴选效率，导致磁性金属杂质遴选不干净。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的技术存在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方便金属杂质回收的

硅料遴选装置。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可通过下列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硅料遴选装置，包括机架、箱体，

所述的箱体上设有进料斗，所述的箱体内设有第一磁辊和驱动第一磁辊转动的动力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磁辊逆时针转动，所述的第一磁辊包括第一滚筒和设置于磁辊左

侧呈弧形的第一磁系，所述的第一磁辊下方位于左侧设有硅料收集桶，所述的第一磁辊下

方位于右侧设有第一杂质收集桶，所述的第一磁辊右侧位于第一杂质收集桶上方设有刮料

板，所述的第一磁辊右侧上方设有杂质收集辊，所述的杂质收集辊为呈筒状的电磁铁。

[0006] 在上述的硅料遴选装置中，所述的动力装置包括动力电机、减速机和设置于第一

滚筒上的轴承，所述减速机的输出轴与第一滚筒的中心轴连接。

[0007] 第一磁辊的磁系位于左侧，由进料斗进入的箱体的硅料在第一滚筒的转动下带动

硅料向左运动，硅料由于不含磁性，则顺着第一滚筒外侧落入硅料收集桶内，硅料中的金属

杂质则因为第一磁系的磁场作用紧贴于第一滚筒外侧，待第一滚筒转动时，由于紧贴于第

一滚筒外侧的金属杂质逐渐远离第一磁系所在磁场，则弱磁性的金属杂质在重力作用下自

动落入第一杂质收集桶内，强磁性的大颗粒杂质在刮料板的作用下也落入第一杂质收集桶

内。对于一些强磁性小颗粒杂质，既没有因重力原因掉落也没有被刮料板刮下的，则利用杂

质收集辊上的电磁铁通电后形成强磁场，将残留的杂质吸附至杂质收集辊上，完成收集后，

电磁铁断电的，因杂质收集辊没有磁性使得吸附于杂质收集辊上的杂质自动掉落至第一杂

质收集桶内，自此所有硅料中的大小颗粒强弱磁性的金属杂质全部被收集至第一杂质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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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内。

[0008] 在上述的硅料遴选装置中，所述的硅料收集桶底部设有二次出料口，所述的二次

出料口下方设有呈倾斜的落料板，所述的落料板后端设有长条形电磁铁，所述的落料板上

设有震动电机，所述的落料板末端设有成品收集桶，和第二杂质收集桶，所述的机架上设有

可切换成品收集桶和第二杂质收集桶的切换装置。

[0009] 通过长条形电磁铁的开启，使得硅料和杂质沿落料板下滑时，杂质被吸附于落料

板上，硅料自动落入成品收集桶内，待完成落料后，需要清理落料板上吸附的杂质时，只需

将落料板末端切换成第二杂质收集桶，然后切断电磁铁的电源，并开启震动电机将杂质滑

落至第二杂质收集桶内即可。第一磁辊对硅料中的磁性杂质进行第一步遴选，落料板对硅

料中的磁性杂质进行第二次遴选，因此二次遴选时其杂质含量较少，可以在长时间工作后，

停机维护之前切换第二杂质收集桶，对落料板上的杂质进行回收。

[0010] 在上述的硅料遴选装置中，所述的切换装置包括设置于落料板末端的延伸板，所

述的延伸板底部设有伸缩气缸，所述的延伸板末端设有上述第二杂质收集桶，当所述的伸

缩气缸伸出时，落料板与延伸板对接，落料板上的杂质可直接落入第二杂质收集桶内，当所

述的伸缩气缸收回时，延伸板和落料板之间分离，落料板上的硅料可直接落入成品收集桶

内。

[0011] 作为另一种方案，在上述的硅料遴选装置中，所述的切换装置包括设置于机架上

的切换气缸，所述的成品收集桶和第二杂质收集桶固连，且滑动设置于机架上的滑轨上，所

述的切换气缸的活塞杆与成品收集桶连接，当切换气缸伸出时成品收集桶沿滑轨滑动至落

料板末端，当气缸收回时，成品收集桶收回，第二杂质收集桶位于落料板末端。

[0012]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上述硅料遴选装置的遴选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开启第一磁辊，使得第一滚筒逆时针转动，向进料斗内倒入经破碎后的硅料，硅料随着第

一滚筒的转动，第一滚筒向左侧滑落，无磁性的硅料则沿第一滚筒外侧落入硅料收集桶内，

有磁性的杂质则因为第一磁系的磁场作用吸附于第一滚筒外侧；

[0013] 2、第一滚筒继续转动至带动杂质沿第一滚筒转动至第一磁系下方时，由于磁场强

度降低，低磁性的杂质则由于重力原因掉落至第一杂质收集桶内，未掉落的强磁性杂质继

续吸附于第一滚筒外侧；

[0014] 3、第一滚筒转动至刮料板位置，则在刮料板的作用力下，大颗粒强磁杂质被刮落

掉入第一杂质收集桶内；

[0015] 4、第一滚筒滚动至刮料板上方，第一滚筒上仅剩下一些强磁的小颗粒杂质，此时

开启电磁铁，杂质收集辊形成强磁场，将第一滚筒上的小颗粒杂质吸附至杂质收集辊上，完

成第一滚筒上最后杂质收集；

[0016] 5、杂质收集辊上吸附杂质后，关闭电磁铁，则由于杂质收集辊上的磁场消失，残余

的杂质自动掉落至第一杂质收集桶内；

[0017] 6、硅料收集桶内的回收硅料滑落至落料板上，开启震动电机，对滑落在落料板上

的硅料进行震动下料，此时开启长条形电磁铁，则在长条形电磁铁的磁场作用下，具有磁性

的杂质被吸附于落料板底部，不带磁性的硅料则继续滑落至落料板末端的成品收集桶内；

[0018] 7、完成成品收集后，切换装置开启，使得落料板的末端切换为第二杂质收集桶，然

后长条形电磁铁断电，在缺少磁场的情况下，落料板上的杂质在震动电机的震动下落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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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杂质收集桶内，至此完成所有磁性杂质和硅料的分离。

[0019] 以上步骤中，步骤2、3、4、5和步骤6、7可同时进行。

[0020] 在上述的硅料遴选装置的遴选方法中，所述的长条形电磁铁在杂质回收时，往复

切换电磁铁极性，然后再断开电磁铁电源，这样可以使得吸附于落料板上的杂质磁场紊乱，

不会因为杂质长期吸附同一位置而无法滑落，提升杂质落料效率，使得杂质收集更加干净。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硅料遴选装置通过第一磁辊进行初步磁选，通过落料板进行

二次磁选，第一磁辊上进重力筛选、刮板筛选和杂质收集辊三轮筛选，将第一磁辊上的杂质

收集干净，二次磁选采用震动下料过程中缓慢收集并吸附杂质，进一步提高杂质收集成功

率，使得被遴选后的回收硅料磁性杂质做到最小，有效提高了硅料的纯度。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硅料遴选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1、机架；11、箱体；2、进料斗；3、第一磁辊；31、第一磁系；4、第一杂质收集桶；

41、硅料收集桶；411、二次出料口；42、刮料板；5、杂质收集辊；6、落料板；61、长条形电磁铁；

62、震动电机；7、成品收集桶；8、第二杂质收集桶；9、延伸板；91、伸缩气缸。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描述，

但本发明并不限于这些实施例。

[0025] 如图1所示，本硅料遴选装置，包括机架1、箱体11，所述的箱体11上设有进料斗2，

所述的箱体11内设有第一磁辊3和驱动第一磁辊3转动的动力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

一磁辊3逆时针转动，所述的第一磁辊3包括第一滚筒和设置于磁辊左侧呈弧形的第一磁系

31，所述的所述的第一磁辊3下方位于左侧设有硅料收集桶41，所述的第一磁辊3下方位于

右侧设有第一杂质收集桶4，所述的第一磁辊3右侧位于第一杂质收集桶4上方设有刮料板

42，所述的第一磁辊3右侧上方设有杂质收集辊5，所述的杂质收集辊5为呈筒状的电磁铁。

所述的动力装置包括动力电机、减速机和设置于第一滚筒上的轴承，所述减速机的输出轴

与第一滚筒的中心轴连接。

[0026] 第一磁辊3的磁系位于左侧，由进料斗2进入的箱体11的硅料在第一滚筒的转动下

带动硅料向左运动，硅料由于不含磁性，则顺着第一滚筒外侧落入硅料收集桶41内，硅料中

的金属杂质则因为第一磁系31的磁场作用紧贴于第一滚筒外侧，待第一滚筒转动时，由于

紧贴于第一滚筒外侧的金属杂质逐渐远离第一磁系31所在磁场，则弱磁性的金属杂质在重

力作用下自动落入第一杂质收集桶4内，强磁性的大颗粒杂质在刮料板42的作用下也落入

第一杂质收集桶4内。对于一些强磁性小颗粒杂质，既没有因重力原因掉落也没有被刮料板

42刮下的，则利用杂质收集辊5上的电磁铁通电后形成强磁场，将残留的杂质吸附至杂质收

集辊5上，完成收集后，电磁铁断电的，因杂质收集辊5没有磁性使得吸附于杂质收集辊5上

的杂质自动掉落至第一杂质收集桶4内，自此所有硅料中的大小颗粒强弱磁性的金属杂质

全部被收集至第一杂质收集桶4内。

[0027] 本硅料遴选装置中，所述的硅料收集桶41底部设有二次出料口411，所述的二次出

料口411下方设有呈倾斜的落料板6，所述的落料板6后端设有长条形电磁铁61，所述的落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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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6上设有震动电机62，所述的落料板6末端设有成品收集桶7，和第二杂质收集桶8，所述的

机架1上设有可切换成品收集桶7和第二杂质收集桶8的切换装置。所述的切换装置包括设

置于落料板6末端的延伸板9，所述的延伸板9底部设有伸缩气缸91，所述的延伸板9末端设

有上述第二杂质收集桶8，当所述的伸缩气缸91伸出时，落料板6与延伸板9对接，落料板6上

的杂质可直接落入第二杂质收集桶8内，当所述的伸缩气缸91收回时，延伸板9和落料板6之

间分离，落料板6上的硅料可直接落入成品收集桶7内。

[0028] 通过长条形电磁铁61的开启，使得硅料和杂质沿落料板6下滑时，杂质被吸附于落

料板6上，硅料自动落入成品收集桶7内，待完成落料后，需要清理落料板6上吸附的杂质时，

只需将落料板6末端切换成第二杂质收集桶8，然后切断电磁铁的电源，并开启震动电机62

将杂质滑落至第二杂质收集桶8内即可。第一磁辊3对硅料中的磁性杂质进行第一步遴选，

落料板6对硅料中的磁性杂质进行第二次遴选，因此二次遴选时其杂质含量较少，可以在长

时间工作后，停机维护之前切换第二杂质收集桶8，对落料板6上的杂质进行回收。

[0029] 本硅料遴选装置的工作过程如下：1、开启第一磁辊3，使得第一滚筒逆时针转动，

向进料斗2内倒入经破碎后的硅料，硅料随着第一滚筒的转动，第一滚筒向左侧滑落，无磁

性的硅料则沿第一滚筒外侧落入硅料收集桶41内，有磁性的杂质则因为第一磁系31的磁场

作用吸附于第一滚筒外侧；

[0030] 2、第一滚筒继续转动至带动杂质沿第一滚筒转动至第一磁系31下方时，由于磁场

强度降低，低磁性的杂质则由于重力原因掉落至第一杂质收集桶4内，未掉落的强磁性杂质

继续吸附于第一滚筒外侧；

[0031] 3、第一滚筒转动至刮料板42位置，则在刮料板42的作用力下，大颗粒强磁杂质被

刮落掉入第一杂质收集桶4内；

[0032] 4、第一滚筒滚动至刮料板42上方，第一滚筒上仅剩下一些强磁的小颗粒杂质，此

时开启电磁铁，杂质收集辊5形成强磁场，将第一滚筒上的小颗粒杂质吸附至杂质收集辊5

上，完成第一滚筒上最后杂质收集；

[0033] 5、杂质收集辊5上吸附杂质后，关闭电磁铁，则由于杂质收集辊5上的磁场消失，残

余的杂质自动掉落至第一杂质收集桶4内；

[0034] 6、硅料收集桶41内的回收硅料滑落至落料板6上，开启震动电机62，对滑落在落料

板6上的硅料进行震动下料，此时开启长条形电磁铁61，则在长条形电磁铁61的磁场作用

下，具有磁性的杂质被吸附于落料板6底部，不带磁性的硅料则继续滑落至落料板6末端的

成品收集桶7内；

[0035] 7、完成成品收集后，切换装置开启，使得落料板6的末端切换为第二杂质收集桶8，

然后长条形电磁铁61断电，在缺少磁场的情况下，落料板6上的杂质在震动电机62的震动下

落入第二杂质收集桶8内，至此完成所有磁性杂质和硅料的分离。

[0036] 以上步骤中，步骤2、3、4、5和步骤6、7可同时进行。

[0037] 为进一步加强杂质的落料，在所述的长条形电磁铁61在杂质回收时，往复切换电

磁铁极性，然后再断开电磁铁电源，这样可以使得吸附于落料板6上的杂质磁场紊乱，不会

因为杂质长期吸附同一位置而无法滑落，提升杂质落料效率，使得杂质收集更加干净。

[0038] 本硅料遴选装置通过第一磁辊3进行初步磁选，通过落料板6进行二次磁选，第一

磁辊3上进重力筛选、刮板筛选和杂质收集辊5三轮筛选，将第一磁辊3上的杂质收集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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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磁选采用震动下料过程中缓慢收集并吸附杂质，进一步提高杂质收集成功率，使得被

遴选后的回收硅料磁性杂质做到最小，有效提高了硅料的纯度。

[0039]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

代，但并不会偏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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