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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的一种粉磨方法，采用按专利“循环

流化床设备”设计的循环流化床粉磨设备进行制

粉作业，由于磨机制成的细粉被及时分离，提高

了粉磨效率，降低了粉磨作业的能耗，用旋风除

尘器支路作为选粉装置，其结构比常用选粉设备

简单，设备造价低，粉磨和选粉操作集成在同一

套设备中完成，缩短了粉磨作业的流程，适用于

硬质物料如干燥的粮食、矿物性物料等的粉磨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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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粉磨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采用循环流化床粉磨设备进行粉磨作业，其中循

环流化床粉磨设备由风机、循环管I、旋风除尘器支路、循环管II、送料管、磨机、送料管后

段、袋式除尘器支路组成，旋风除尘器支路由一个用于物料分级的旋风除尘器组成，旋风除

尘器筒体直径与锥体高度比值为2.2,在筒体内设置有下涡旋气流与上涡旋气流的分隔筒，

分隔筒上端与旋风除尘器上端盖相接，分隔筒下端伸入到锥体内，旋风除尘器进风口是旋

风除尘器支路的进口，  旋风除尘器的排灰口是旋风除尘器支路的出口，旋风除尘器的排风

口是旋风除尘器支路的排风口，送料管上设置有加料口和旋风除尘器支路接口，加料口紧

靠出风口，磨机在常用磨机基础上取消篦网而成，送料管后段竖直设置，送料管后段是一根

变径管道，进口端管径大于出口端管径，上述组件按照风机出口、循环管I进口，循环管I出

口、旋风除尘器支路进口、旋风除尘器支路出口、送料管上的旋风除尘器支路接口、送料管

出口、磨机进料口、磨机出料口、送料管后段进口、送料管后段出口、风机进口的顺序连通构

成循环通道；袋式除尘器支路由袋式除尘器和行星排料阀组成，袋式除尘器的出口与行星

排料阀的进口相接，行星排料阀的出口是所述循环流化床粉磨设备的排料口，袋式除尘器

支路的进口与循环管II的出口相接，循环管II的进口与旋风除尘器的排风口相接；该粉磨

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

S1、设备启动：接通电源，启动风机、袋式除尘器的反吹装置、行星排料阀，启动磨机，在

风机的作用下循环通道内形成高速气流；

S2、加料：将需要粉磨的物料经加料口匀速加入设备内，控制加料量与磨机生产能力相

适应；

S3、  作业过程及过程中的操作：

S301、  粗磨：加入磨机的物料被磨机粉碎，粒径小到一定程度的物料在高速气流作用

下扬起随气流进入送料管后段；

S302、  初步分级：进入送料管后段的物料中，会损坏风机的大颗粒物料在重力作用下

沉降重新回到磨机再次粉碎，不会损坏风机的小颗粒物料随气流进入风机；改变送料管后

段进口端的直径和长度以及风机转速，可以调节进入风机的物料粒径；

S303、  细粉碎：进入风机的物料在风机叶轮，管壁及相互间的撞击作用下进一步被粉

碎后进入旋风除尘器，调节风机的转速可以调节粉碎细度和设备产量；

S304、  分级：物料进入旋风除尘器后，合格细粉被旋风除尘器分离出来随高速气流经

循环管II进入袋式除尘器支路，袋式除尘器支路将气流分离出来排出，合格细粉最终落到

袋式除尘器支路底部由行星排料阀排出，不合格粉料经旋风除尘器排灰口进入送料管重新

被粉碎；改变旋风除尘器内分隔筒的直径及其下端面与锥体的距离，改变排灰口的直径、风

机转速可以调节合格细粉的粒径；

作业过程中注意调节反吹装置的动作时间，动作周期和反吹气源压力，使袋式除尘器

支路内部处于尽可能低的压力状态；

S4、停机：停机前先停止加料，机内物料排完后，调节风机转速使风机工作电流到额定

电流的100%，以最大风速吹扫循环通道2分钟，吹扫完成后调节风机电源频率与供电频率相

同后关闭磨机、风机、反吹装置、行星排料阀，切断电源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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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粉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粉磨方法，属于循环流化床和粉磨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制粉是水泥生产中重要的生产过程，水泥生产中的制粉作业一般是用磨机将物料

粉磨，再通过选粉机将细粉分离出来，类似的制粉操作广泛存在于冶金，化工，建材等行业

中，现有的制粉工艺因不能及时将细粉分离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磨机的效率，增加了能

耗，磨粉和选粉作业在不同的设备中完成，工艺流程长，设备造价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目前制粉操作中能耗高，工艺流程长，设备造价高的问题，发

明一种具有一定节能效果，工艺流程短，设备造价低的粉磨方法。

[0004] 与本发明同日申请的专利“循环流化床设备”的第1项权利要求、第2项权利要求和

第7项权利要求如下：

[0005] 1.一种循环流化床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风机、循环管、功能支路和送料管，所述

风机是动力装置，用于使物料分散形成流化态并在循环管道内高速循环流动，所述循环管

的首端是其进口，所述循环管上设置有功能支路接口，所述功能支路用于实现特定的工艺

目的，功能支路的首端是进口，尾端是出口，所述送料管用于将功能支路出口排出的物料送

入所述循环管，所述送料管的首端是其进口，也是所述循环流化床设备的进风口，尾端是其

出口，所述送料管上设置有功能支路接口和加料口，所述加料口上有加料装置，上述组件按

照所述风机的出风口、所述循环管的进口、所述循环管的功能支路接口、所述功能支路的进

口、所述功能支路的出口、所述送料管的功能支路接口、所述送料管的出口、所述风机的进

风口的顺序连通构成循环通道；

[000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循环流化床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功能支路是旋风除尘

器支路、袋式除尘器支路、筛筒支路、分子筛干燥器支路的一种或多种；所述旋风除尘器支

路至少含有一个旋风除尘器，且由进口阀、所述旋风除尘器、安装在所述旋风除尘器的排灰

口上的排灰阀三种组件的部分或全部依次相连而成，旋风除尘器的进风口是所述旋风除尘

器的进口，旋风除尘器的排灰口是所述旋风除尘器的出口，旋风除尘器的排风口是所述旋

风除尘器的排风口，也是旋风除尘器支路的排风口；所述袋式除尘器支路至少含有一个袋

式除尘器，且由进口阀、输料三通、所述袋式除尘器、排料三通、调节阀五种组件的部分或全

部依次相连而成，所述输料三通的第三个口上设置有输料阀，所述排料三通的第三个口上

设置有排料阀，袋式除尘器的进风口是所述袋式除尘器的进口，袋式除尘器的排灰口是所

述袋式除尘器的出口，袋式除尘器的排风口是袋式除尘器的排风口，也是袋式除尘器支路

的排风口；所述筛筒支路至少含有一个筛筒，且由进口阀、筛筒、排渣三通、调节阀四种组件

的部分或全部依次相连而成，所述排渣三通的第三个口上设置有排渣阀，筛筒的进风口是

所述筛筒的进口，筛筒的排灰口是所述筛筒的出口，筛筒的排风口是筛筒的排风口，也是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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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物的排出口，也是筛筒支路的排风口，所述分子筛干燥器支路至少含有一个分子筛干燥

器，且由进口阀、分子筛干燥器、调节阀三种组件的部分或全部依次相连而成；功能支路首

端组件的进口是功能支路的进口，功能支路尾端组件的出口是功能支路的出口；

[0007]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循环流化床设备，其特征在于：在所述送料管的出口

和所述风机的进风口之间设置有磨机和送料管后段，所述送料管后段竖直设置，所述送料

管后段是一根变径管道，进口端管径大于出口端管径，所述送料管的出口与所述磨机的进

料口相连，所述磨机的出料口与所述送料管后段的进口相连，所述送料管后段的出口与所

述风机的进风口相连，所述送料管上的加料口紧邻所述送料管的出口。

[0008] 附图1是根据该专利设计的一种循环流化床设备的结构图，由风机1、循环管2、袋

式除尘器支路3、送料管4组成，循环管2上有功能支路接口和排料口，排料口上安装有排料

阀5,袋式除尘器支路3由第一袋式除尘器7、第二袋式除尘器8、调节阀9依次相连而成，第一

袋式除尘器7的进口是袋式除尘器支路3的进口，调节阀9的出口是袋式除尘器支路3的出

口，送料管4首端是本实施例设备的进风口10,尾端是出口，送料管4上有功能支路接口和两

个加料口，一个加料口上有加料阀11，另一个加料口上有雾化器12，上述组件按照风机1出

风口，循环管2进口，循环管2功能支路接口，袋式除尘器支路3进口，袋式除尘器支路3出口，

送料管4功能支路接口，送料管4出口，风机1进风口的顺序连通构成循环通道。第一袋式除

尘器7和第二袋式除尘器8与发明专利2013107484627所述袋式除尘器的结构相同。所述循

环流化床设备以风机和调节阀为分界，循环管和袋式除尘器为正压，送料管内为负压，风机

的结构强度应满足使用要求，风机电机和管道的配置使其在供电频率条件下空载运转时电

机工作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10—25%且循环管内风速为30米/秒以上；该设备能够用于对低

硬度的块状物料和小颗粒物料进行粉碎，通过适当选材，风机叶轮能够承受低硬度的块状

物料如植物性物料和粒径0.5mm以下小颗粒硬质矿物性物料的撞击，高速循环流动的物料

在风机叶轮、管壁及相互间的撞击作用下被粉碎，粉碎速度和所得物料粒径可以通过风机

转速调节装置增减风机转速而调节；附图2是附图3中用于物料分级的旋风除尘器的结构

图，附图3是根据该专利设计的一种循环流化床粉磨设备的结构图，由风机41、循环管 42、

旋风除尘器支路43、循环管 51、送料管45、磨机46、送料管后段47、袋式除尘器支路组成，

旋风除尘器支路43由一个用于物料分级的旋风除尘器组成，筒体56直径与锥体58高度比值

为2.2,在筒体56内设置有下涡旋气流与上涡旋气流的分隔筒57,分隔筒57上端与旋风除尘

器上端盖相接，分隔筒57下端伸入到锥体58内，调节分隔筒57的直径及其下端面与椎体58

的距离可以调节旋风除尘器分离出来的细粉的粒径，旋风除尘器进风口是旋风除尘器支路

43的进口，旋风除尘器的排灰口是旋风除尘器支路43的出口，旋风除尘器的排风口是旋风

除尘器支路43的排风口，送料管上设置有加料口55和旋风除尘器支路接口，加料口紧靠出

风口，磨机46在常用磨机基础上取消篦网而成，送料管后段47竖直设置，送料管后段47是一

根变径管道，进口端管径大于出口端管径，上述组件按照风机41出口、循环管I42进口，循环

管I42出口、旋风除尘器支路43进风口、旋风除尘器支路出口、送料管45上的旋风除尘器支

路接口、送料管45出口、磨机46进料口、磨机46出料口、送料管后段47进口、送料管后段47出

口、风机41进口的顺序连通构成循环通道；袋式除尘器支路由袋式除尘器50和行星排料阀

380组成，袋式除尘器50的出口与行星排料阀380的进口相接，行星排料阀380的出口是所述

循环流化床粉磨设备的排料口，袋式除尘器支路的进口与循环管II51的出口相接，循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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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51的进口与旋风除尘器43的排风口相接；所述循环流化床粉磨设备通过将磨机串联在循

环流化床设备的送料管上，利用磨机粉碎大块硬质物料，磨机制成的粉料在风机作用下形

成流化态，随气流进入风机在风机叶轮的撞击作用下再次被粉碎，流化态物料进入旋风除

尘器后，合格细粉经循环管II进入袋式除尘器支路从流化态物料中分离出来落入袋式除尘

器底部由行星排料阀排出，不合格粉料由旋风除尘器排灰口进入送料管再次粉碎，由于磨

机制成的细粉被及时分离，提高了粉磨效率，降低了粉磨作业的能耗，用旋风除尘器支路作

为选粉装置，其结构比常用选粉设备简单，设备造价低，也解决了图1所述循环流化床设备

不能用于大块径矿物性硬质物料粉碎的问题；

[0009] 为实现本发明目的而采取的技术措施是这样的，一种粉磨方法，采用附图3所示的

一种循环流化床粉磨设备进行粉磨作业，按以下步骤进行：

[0010] S1、设备启动：接通电源，启动风机、袋式除尘器的反吹装置、行星排料阀，启动磨

机，在风机的作用下循环通道内形成高速气流；

[0011] S2、加料：将需要粉磨的物料经加料口匀速加入设备内，控制加料量与磨机生产能

力相适应；

[0012] S3、  作业过程及过程中的操作：

[0013] S301、  粗磨：加入磨机的物料被磨机粉碎，粒径小到一定程度的物料在高速气流

作用下扬起随气流进入送料管后段；

[0014] S302、  初步分级：进入送料管后段的物料中，会损坏风机的大颗粒物料在重力作

用下沉降重新回到磨机再次粉碎，不会损坏风机的小颗粒物料随气流进入风机；改变送料

管后段进口端的直径和长度以及风机转速，可以调节进入风机的物料粒径；

[0015] S303、  细粉碎：进入风机的物料在风机叶轮，管壁及相互间的撞击作用下进一步

被粉碎后进入旋风除尘器，调节风机的转速可以调节粉碎细度和设备产量；

[0016] S304、  分级：物料进入旋风除尘器后，合格细粉被旋风除尘器分离出来随高速气

流经循环管II进入袋式除尘器支路，袋式除尘器支路将气流分离出来排出，合格细粉最终

落到袋式除尘器支路底部由行星排料阀排出，不合格粉料经旋风除尘器排灰口进入送料管

重新被粉碎；改变旋风除尘器内分隔筒的直径及其下端面与锥体的距离，改变排灰口的直

径、风机转速可以调节合格细粉的粒径；

[0017] 作业过程中注意调节反吹装置的动作时间，动作周期和反吹气源压力，使袋式除

尘器支路内部处于尽可能低的压力状态；

[0018] S4、/停机：停机前先停止加料，机内物料排完后，调节风机转速使风机工作电流到

额定电流的100%，以最大风速吹扫循环通道2分钟，吹扫完成后调节风机电源频率与供电频

率相同后关闭磨机、风机、反吹装置、行星排料阀，切断电源停机。

[0019] 本发明的一种粉磨方法，采用按专利“循环流化床设备”设计的循环流化床粉磨设

备进行制粉作业，由于磨机制成的细粉被及时分离，提高了粉磨效率，降低了粉磨作业的能

耗，用旋风除尘器支路作为选粉装置，其结构比常用选粉设备简单，设备造价低，粉磨和选

粉操作集成在同一套设备中完成，缩短了粉磨作业的流程，适用于硬质物料如干燥的粮食、

矿物性物料等的粉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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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0] 附图1是根据专利“循环流化床设备”设计的一种循环流化床设备的结构图；

[0021] 附图2是附图3中用于物料分级的旋风除尘器的结构图；

[0022] 附图3是根据专利“循环流化床设备”设计的一种循环流化床粉磨设备的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实施例1:一种粉磨方法

[0024] 一种粉磨方法，采用循环流化床粉磨设备进行粉磨作业，其中循环流化床粉磨设

备由风机、循环管I、旋风除尘器支路、循环管II、送料管、磨机、送料管后段、袋式除尘器支

路组成，旋风除尘器支路由一个用于物料分级的旋风除尘器组成，旋风除尘器筒体直径与

锥体高度比值为2.2,在筒体内设置有下涡旋气流与上涡旋气流的分隔筒，分隔筒上端与旋

风除  尘器上端盖相接，分隔筒下端伸入到锥体内，旋风除尘器进风口是旋风除尘器支路的

进口，  旋风除尘器的排灰口是旋风除尘器支路的出口，旋风除尘器的排风口是旋风除尘器

支路的排风口，送料管上设置有加料口和旋风除尘器支路接口，加料口紧靠出风口，磨机在

常用磨机基础上取消篦网而成，送料管后段竖直设置，送料管后段是一根变径管道，进口端

管径大于出口端管径，上述组件按照风机出口、循环管I进口，循环管I出口、旋风除尘器支

路进口、旋风除尘器支路出口、送料管上的旋风除尘器支路接口、送料管出口、磨机进料口、

磨机出料口、送料管后段进口、送料管后段出口、风机进口的顺序连通构成循环通道；袋式

除尘器支路由袋式除尘器和行星排料阀组成，袋式除尘器的出口与行星排料阀的进口相

接，行星排料阀的出口是所述循环流化床粉磨设备的排料口，袋式除尘器支路的进口与循

环管II的出口相接，循环管II的进口与旋风除尘器的排风口相接；该粉磨方法按以下步骤

进行：

[0025] S1、设备启动：接通电源，启动风机、袋式除尘器的反吹装置、行星排料阀，启动磨

机，在风机的作用下循环通道内形成高速气流；

[0026] S2、加料：将需要粉磨的物料经加料口匀速加入设备内，控制加料量与磨机生产能

力相适应；

[0027] S3、作业过程及过程中的操作：

[0028] S301、  粗磨：加入磨机的物料被磨机粉碎，粒径小到一定程度的物料在高速气流

作用下扬起随气流进入送料管后段；

[0029] S302、  初步分级：进入送料管后段的物料中，会损坏风机的大颗粒物料在重力作

用下沉降重新回到磨机再次粉碎，不会损坏风机的小颗粒物料随气流进入风机；改变送料

管后段进口端的直径和长度以及风机转速，可以调节进入风机的物料粒径；

[0030] S303、  细粉碎：进入风机的物料在风机叶轮，管壁及相互间的撞击作用下进一步

被粉碎后进入旋风除尘器，调节风机的转速可以调节粉碎细度和设备产量；

[0031] S304、  分级：物料进入旋风除尘器后，合格细粉被旋风除尘器分离出来随高速气

流经循环管II进入袋式除尘器支路，袋式除尘器支路将气流分离出来排出，合格细粉最终

落到袋式除尘器支路底部由行星排料阀排出，不合格粉料经旋风除尘器排灰口进入送料管

重新被粉碎；改变旋风除尘器内分隔筒的直径及其下端面与锥体的距离，改变排灰口的直

径、风机转速可以调节合格细粉的粒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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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作业过程中注意调节反吹装置的动作时间，动作周期和反吹气源压力，使袋式除

尘器支路内部处于尽可能低的压力状态；

[0033] S4、停机：停机前先停止加料，机内物料排完后，调节风机转速使风机工作电流到

额定电流的100%，以最大风速吹扫循环通道2分钟，吹扫完成后调节风机电源频率与供电频

率相同后关闭磨机、风机、反吹装置、行星排料阀，切断电源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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