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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用于海泡石的螺旋搅拌磨机，它主要是

解决现有海泡石研磨机研磨效率低、研磨不彻底

等技术问题。其技术方案要点是：它包括外筒（1）

和螺旋椎体（2），螺旋椎体（2）设置在外筒（1）内，

螺旋椎体（2）的小头端设置在外筒（1）入口一端，

螺旋椎体（2）的大头端设置在外筒（1）出口一端。

它主要是应用于海泡石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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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海泡石的螺旋搅拌磨机，其特征是：它包括外筒（1）和螺旋椎体（2），螺旋椎

体（2）设置在外筒（1）内，螺旋椎体（2）的小头端设置在外筒（1）入口一端，螺旋椎体（2）的大

头端设置在外筒（1）出口一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海泡石的螺旋搅拌磨机，其特征是：所述螺旋椎体（2）外

壁上设置有螺旋凹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海泡石的螺旋搅拌磨机，其特征是：所述外筒（1）出口附

近的内壁为斜壁，离出口越近，壁厚越小。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海泡石的螺旋搅拌磨机，其特征是：还包括有机架（11），

所述机架（11）上固设有大支撑架（4）和小支撑架（5），外筒（1）安装在大支撑架（4）上，可以

沿螺旋椎体（2）的轴向调节位置并进行固定，小支撑架（5）上设置有收集箱（12）。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海泡石的螺旋搅拌磨机，其特征是：所述收集箱（12）上方

设置有振动筛（14），振动筛（14）设置在外筒（1）下方。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海泡石的螺旋搅拌磨机，其特征是：所述螺旋椎体（2）中

心处安装有转轴（6），转轴（6）通过传动装置与电机（10）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海泡石的螺旋搅拌磨机，其特征是：转轴（6）一端通过轴

承安装在大支撑架（4）上，另一端通过轴承安装在机架（11）上。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海泡石的螺旋搅拌磨机其特征是：所述传动装置包括大

带轮（7）、V带（8）和小带轮（9），电机（10）安装于机架（11）上，并通过大带轮（7）带动V带（8），

V带（8）带动小带轮（9），从而带动转轴（6）旋转，进一步带动螺旋椎体（2）转动。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海泡石的螺旋搅拌磨机其特征是：机架（11）的底部安装

有万向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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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海泡石的螺旋搅拌磨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矿石粉碎设备领域，具体是一种用于海泡石破碎的用于海泡石的螺旋

搅拌磨机。

背景技术

[0002] 海泡石是一种稀有非金属矿，其分布不广，主要分布在西班牙、中国、美国、土耳其

等少数国家。其中，中国海泡石85%分布在湘潭，湘潭海泡石现已探明储量2203万吨，享有

“世界海泡石之都”的美誉，海泡石已成为湘潭非金属矿优势矿种，发展潜力巨大。

[0003] 但是海泡石原矿品位低，应用范围狭窄；经过研磨、提纯、精加工后，往往会出现很

多新的优良性能。由于超细粉体粒度极细，所以比表面积大，表面活性高，化学反应速度快，

溶解度大，填充补强性能好，广泛用于空气净化、水体过滤和土壤治理。研磨效果的好坏直

接影响海泡石矿粉的附加值的提高，这就使得研磨的意义更加重大。

[0004] 现用于海泡石研磨的设备主要是球磨机，因机体笨重、工作效率低，本发明针对上

述不足，发明了一款螺旋搅拌磨机，从而可以使研磨后的颗粒粒径更小更均匀。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海泡石的螺旋搅拌磨机，其结构简单，研磨效率高，

体积小，实用性强。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它包括外筒1和螺旋椎体2，螺旋椎

体2设置在外筒1内，螺旋椎体2的小头端设置在外筒1入口一端，螺旋椎体2的大头端设置在

外筒1出口一端。

[0007] 所述螺旋椎体2外壁上设置有螺旋凹槽。

[0008] 所述外筒1出口附近的内壁为斜壁，离出口越近，壁厚越小。

[0009] 还包括机架11，所述机架11上固设有大支撑架4和小支撑架5，外筒1安装在大支撑

架4上，可以沿螺旋椎体2的轴向调节位置并进行固定，小支撑架5上设置有收集箱12。

[0010] 所述收集箱12上方设置有振动筛14，振动筛14设置在外筒1下方。

[0011] 所述螺旋椎体2中心处安装有转轴6，转轴6通过传动装置与电机10连接。

[0012] 转轴6一端通过轴承安装在大支撑架4上，另一端通过轴承安装在机架11上。

[0013] 所述传动装置包括大带轮7、V带8和小带轮9，电机10安装于机架11上，并通过大带

轮7带动V带8，V带8带动小带轮9，从而带动转轴6旋转，进一步带动螺旋椎体2转动。

[0014] 机架11的底部安装有万向轮12。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海泡石矿石在螺旋椎体旋转带动作用下，快速到达下部窄

研磨区，在螺旋椎体凹槽和外筒内壁的挤压以及研磨介质的碰撞共同作用下进行破碎，使

得研磨效率更高，实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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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图1的剖视图；

图3为螺旋椎体结构示意图；

图4 为外筒剖视图；

图5为下部研磨区放大图；

图6 为大支撑架结构示意图；

图7 为振动筛示意图；

图中：1-外筒  2-螺旋椎体  3-环形扣  4-大支撑架  5-小支撑架  6-转轴  7-大带轮  8-V

带  9-  小带轮  10-电机  11-机架  12-万向轮  13-轴承  14-振动筛  15-收集箱。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8] 实施例1，参阅图1至图7，本发明包括外筒1、螺旋椎体2、传动装置、收集箱15和机

架11，所述机架11上固设有大支撑架4和小支撑架5，外筒1安装在大支撑架4上，收集箱12通

过小支撑架5固定在机架11上，螺旋椎体2套装在外筒1内，螺旋椎体2的小头端设置在外筒1

入口一端，螺旋椎体2的大头端设置在外筒1出口一端，螺旋椎体2中心处安装有转轴6，转轴

6通过传动装置与电机10连接。外筒1和螺旋椎体2之间的区域称为研磨区，螺旋椎体2的小

头端设置在外筒1入口一端，螺旋椎体2的大头端设置在外筒1出口一端，从而形成上宽下窄

的研磨区，使得研磨后的海泡石粉末粒径更小。

[0019] 实施例2，参阅图1至图7，所述螺旋椎体2外壁上设置有螺旋凹槽，便于带动海泡石

大颗粒快速进入下部窄研磨区，使得研磨效率更高。矿石颗粒在外筒和螺旋锥体下部的窄

研磨区受到挤压和磨介的碰撞作用而粉碎。其余同本发明的其它任一实施例或2个以上实

施例的组合。

[0020] 实施例3，参阅图1至图7，所述外筒1出口附近的内壁为斜壁，离出口越近，壁厚越

小，以便于和螺旋椎体下部形成窄的研磨区，增大有效研磨区域的面积。其余同本发明的其

它任一实施例或2个以上实施例的组合。

[0021] 实施例4，参阅图1至图7，所述收集箱12上方设置有振动筛14，振动筛14设置在外

筒1下方，由振动电机带动，被粉碎后的颗粒的在重力的作用下通过振动筛落入收集箱内，

未能通过振动筛的颗粒继续留在研磨区受到挤压和研磨介质碰撞而粉碎，直到粉碎完为

止。其余同本发明的其它任一实施例或2个以上实施例的组合。

[0022] 实施例5，参阅图1至图7，大支撑架4两侧边设置有凸沿，并在大支撑架4两侧边以

及两侧凸沿上开有方形通槽，在凸沿的上部和下部装有螺栓，环形扣3套装在方形通槽内，

通过上下螺栓固定，旋进和旋退螺栓可以实现外筒1位置的上下调节，从而改变窄研磨区的

横向间隔，使得研磨效率更高。具体是旋进上螺栓同时旋退下螺栓，可以降低外筒1的位置

并固定，使窄研磨区的横向间隔减小；反之旋退上螺栓同时旋进下螺栓，可以升高外筒1的

位置并固定，使窄研磨区的横向间隔增大。需要说明的是，也可以采用螺钉、螺纹丝杆等其

他方式调节外筒1位置，总之实现改变窄研磨区的横向间隔就行。其余同本发明的其它任一

实施例或2个以上实施例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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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实施例6，参阅图1至图7，转轴6一端通过轴承安装在大支撑架4上，另一端通过轴

承安装在机架11上。其余同本发明的其它任一实施例或2个以上实施例的组合。

[0024] 实施例7，参阅图1至图7，所述传动装置包括大带轮7、和V带8、小带轮9，电机10安

装于机架11上，为了便于工作，电机10可以竖直安装于机架11侧边，并通过大带轮7带动V带

8，V带8带动小带轮9，从而带动转轴6旋转，进一步带动螺旋椎体2转动。其余同本发明的其

它任一实施例或2个以上实施例的组合。

[0025] 实施例8，参阅图1至图7，机架11的底部安装有万向轮12，可实现整个研磨机任意

方向移动，同时万向轮设有固定装置，方便机器固定。其余同本发明的其它任一实施例或2

个以上实施例的组合。

[0026]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如图5所示，螺旋椎体和外筒下部形成窄的研磨区，调节外筒

的上下距离可使得研磨区横向间隔改变，最窄间隔距离可调置外筒和椎体贴合，可使得研

磨粒径更小。将矿石颗粒和磨介从外筒入口放入研磨区后，在重力和螺旋椎体旋转带动的

共同作用下矿石颗粒和磨介快速落入下部窄研磨区，矿石同时受到螺旋锥体凹槽和外筒内

壁的挤压以及研磨介质的碰撞作用被粉碎，被粉碎后的颗粒的在重力的作用下通过振动筛

落入收集箱内，未能通过振动筛的颗粒继续留在研磨区受到挤压和研磨介质碰撞而粉碎，

直到粉碎完为止。

[0027]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仅局限于上述任意实施例所示技术方案的内容，只要是采

用本发明相通或相似的工作原理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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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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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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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7 页

8

CN 110860346 A

8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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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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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6/7 页

11

CN 110860346 A

11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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