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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环保的煤泥干燥再利用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利于环保的煤泥干燥再利

用设备，包括粉碎罐和干燥罐；粉碎罐内部设置

有一套粉碎装置；粉碎罐和干燥罐左侧外壁设置

有一套升料器；所述升料器由升料筒、升料绞龙、

导料管和连通管组成；导料管顶部开口处设置有

碎料装置；干燥罐内部由上之下焊接固定有第一

导料板、第二导料板和第三导料板；干燥罐内部

和外壁上设置有一套干燥装置；粉碎罐顶部外壁

设置有一套滤尘装置；本发明通过碎料装置将大

块煤泥剪切成小块，便于下一步进行高效且充分

的粉碎；通过粉碎装置对破碎后的煤泥进行旋转

研磨粉碎，对煤泥进行充分粉碎；通过第一导料

板、第二导料板和第三导料板延长煤泥的下落距

离，通过干燥装置对煤泥进行充分干燥，提高煤

泥的干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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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于环保的煤泥干燥再利用设备，包括粉碎罐(4)和干燥罐(7)；其特征在于，所述粉

碎罐(4)和干燥罐(7)均由钢板焊接制成两端连通的空心圆柱体，粉碎罐(4)顶部开口处设

置有顶盖(1)，粉碎罐(4)底部开口处与隔板(5)顶面连接，隔板(5)底面与干燥罐(7)顶部开

口处连接，干燥罐(7)底部开口处设置有底盖(12)；所述顶盖(1)、隔板(5)和底盖(12)均由

钢板制成圆盘形，通过螺栓与粉碎罐(4)和干燥罐(7)连接，连接处设置有密封圈；隔板(5)

左侧开设有扇形导料口(15)；粉碎罐(4)内部设置有一套粉碎装置(2)；粉碎罐(4)和干燥罐

(7)左侧外壁设置有一套升料器(16)；所述升料器(16)由升料筒(36)、升料绞龙(37)、导料

管(24)和连通管(35)组成；所述升料筒(36)由钢板焊接制成圆筒形，且升料筒(36)外壁通

过两层第一固定板固定粉碎罐(4)和干燥罐(7)外壁焊接固定；升料筒(36)内部设置有一套

升料绞龙(37)，升料绞龙(37)顶端伸出升料筒(36)，且端部焊接固定有第二传动轮(33)；所

述第二传动轮(33)通过传动带(34)与第一传动轮(39)连接；升料筒(36)顶部侧壁与连通管

(35)的一端焊接且连通，升料筒(36)的底部侧壁与导料管(24)的一端焊接且连通；所述连

通管(35)的另一端与粉碎罐(4)底部侧壁焊接且连通；所述导料管(24)设置成漏斗型，且导

料管(24)顶部开口处设置有碎料装置(14)；干燥罐(7)内部由上之下焊接固定有第一导料

板(6)、第二导料板(10)和第三导料板(11)；干燥罐(7)内部和外壁上设置有一套干燥装置

(8)；所述干燥装置(8)由热风机(60)、导气管(59)和布气盘(61)组成；所述热风机(60)通过

螺栓固定在干燥罐(7)外壁上，且热风机(60)的出风口与导气管(59)的一端连通；所述导气

管(59)为四通管，另外三通分别通过连接法兰盘(59)与布气盘(61)连接；所述布气盘(61)

由若干同心设置的布气管(63)和进气管(64)组成；多层同心设置的布气管(63)之间通过连

接杆(62)固定连接，且均与进气管(64)连通，进气管(64)与导气管(59)连接；布气管(63)底

面均布有若干布气孔(65)；底盖(12)右侧焊接固定有排料管(9)，且底盖(12)底面边缘处等

间距焊接固定有四套支架(13)；粉碎罐(4)顶部外壁设置有一套滤尘装置(3)。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于环保的煤泥干燥再利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粉碎装置

(2)由第二电机(41)、粉碎转轴(49)、固定粉碎筒(44)、旋转粉碎筒(52)和排料板(46)组成；

所述第二电机(41)外壁通过螺栓与第二固定架(40)固定连接，第二固定架(40)通过螺栓固

定在顶盖(1)上表面；第二电机(41)的主轴通过第二联轴器(42)与粉碎转轴(49)顶部连接；

所述粉碎转轴(49)通过滚动轴承与顶盖(1)中部连接，且粉碎转轴(49)中下部通过滚动轴

承与第三套筒(47)套接，第三套筒(47)外壁等间距焊接固定有四片第三连接板(48)，四片

第三连接板(48)的另一端与粉碎罐(4)内壁焊接固定；粉碎转轴(49)顶部外壁焊接固定有

第一传动轮(39)；粉碎转轴(49)中部焊接固定有旋转粉碎筒(52)；所述旋转粉碎筒(52)由

钢板焊接制成倒置的圆台型，且旋转粉碎筒(52)外壁均布有若干旋转粉碎块(51)；旋转粉

碎筒(52)顶部粘接固定有导料锥(43)；所述导料锥(43)由塑料板制成伞型；与旋转粉碎筒

(52)位于同一水平面的粉碎罐(4)内壁上焊接固定有固定粉碎筒(44)；所述固定粉碎筒

(44)由钢板焊接制成漏斗型，且固定粉碎筒(44)内壁均布有若干固定粉碎块(45)，固定粉

碎筒(44)外壁通过四根加强筋(50)加强与粉碎罐(4)内壁的连接；固定粉碎筒(44)与旋转

粉碎筒(52)之间的间隙与上至下减小；所述旋转粉碎块(51)和固定粉碎块(45)均设置成半

球形钢块；粉碎转轴(49)底部对称焊接固定有两片排料板(46)，且两片排料板(46)对称焊

接固定在粉碎转轴(49)上，且排料板(46)与粉碎转轴(49)之间成45度夹角。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于环保的煤泥干燥再利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碎料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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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由碎料罐(23)、第一电机(18)、碎料转轴(28)、旋转碎料刀片(22)和固定碎料刀片(29)

组成；所述碎料罐(23)由钢板制成圆筒形，且碎料罐(23)底部与导料管(24)顶部焊接固定，

碎料罐(23)顶部焊接固定有导料斗(17)，碎料罐(23)外壁通过第二固定板(20)与升料筒

(36)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电机(18)外壁通过螺栓与第一固定架(19)固定连接，第一固定架

(19)通过螺栓固定在碎料罐(23)内壁上；第一电机(18)的主轴通过第一联轴器(21)与碎料

转轴(28)顶部连接；所述碎料转轴(28)两端通过滚动轴承与第一套筒(30)和第二套筒(25)

连接，且第一套筒(30)外壁等间距焊接固定有四片第一连接板(31)，第二套筒(25)外壁等

间距焊接固定有四片第二连接板(27)，四片第一连接板(31)和四片第二连接板(27)的另一

端与碎料罐(23)内部焊接固定；第一套筒(30)上方的碎料转轴(28)外壁上焊接固定有第一

导料盘(32)，第二套筒(25)上方的碎料转轴(28)外壁上焊接固定有第二导料盘(26)；第一

套筒(30)和第二套筒(25)之间的碎料转轴(28)外壁上等间距焊接固定有多层旋转碎料刀

片(22)，每层旋转碎料刀片(22)设置有四片，且四片等角度焊接固定在碎料转轴(28)上；多

层旋转碎料刀片(22)之间的间隙中设置有多层固定碎料刀片(29)，每层固定碎料刀片(29)

设置有四片，且四片等间距焊接固定碎料罐(23)中。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于环保的煤泥干燥再利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滤尘装置

(3)由过滤罐(57)、第一排气管(53)、第二排气管(56)和抽风机(55)组成；所述过滤罐(57)

由钢板焊接制成截面为正方形的空心长方体，且过滤罐(57)外壁通过螺栓固定在粉碎罐

(4)外壁上；过滤罐(57)顶部与第一排气管(53)的一端焊接且连通，过滤罐57底部与第二排

气管56的一端焊接且连通；所述第一排气管(53)的另一端与顶盖(1)焊接且连通；所述第二

排气管(56)的另一端与抽风机(55)连接；所述抽风机(55)通过螺栓固定在粉碎罐(4)外壁

上；过滤罐(57)内部插接有三层吸附板(54)；所述吸附板(54)由纱布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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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环保的煤泥干燥再利用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医疗设备，尤其是一种利于环保的煤泥干燥再利用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煤泥泛指煤粉含水形成的半固体物，是煤炭生产过程中的一种产品，根据品种的

不同和形成机理的不同，其性质差别非常大，可利用性也有较大差别，其种类众多，用途广

泛。随着我国工业科技的不断发展，剩余的煤泥量也随之增加，大量煤泥的堆积也导致了环

保问题，因此煤泥需要得到很好的二次利用。经干燥处理后的煤泥主要可用于以下几个方

面：1、作为原料加工煤泥型煤，供工业锅炉或居民生活使用；2、作为电厂铸造行业的燃料，

提高燃料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收益；3、作为砖厂添加剂，提高砖的硬度和抗压强

度；4、作为水泥厂添加料，改善水泥性能；5、含有某些特定成份的煤泥可用作化工原料，因

此，对煤泥的充分干燥既符合环保的理念也创造了经济效益，但在实际生产过程对煤泥的

干燥，由于煤泥结块导致干燥不均匀不充分，不利于对煤泥进行再利用，干燥过程中随意飘

散的煤泥粉尘也会危害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工人的健康。

发明内容

[0003] 鉴于上述状况，有必要提供一种可以解决现有技术中煤泥干燥不均匀、不充分和

煤泥扬尘直接排放污染环境的问题。

[0004] 一种利于环保的煤泥干燥再利用设备，包括粉碎罐和干燥罐；所述粉碎罐和干燥

罐均由钢板焊接制成两端连通的空心圆柱体，粉碎罐顶部开口处设置有顶盖，粉碎罐底部

开口处与隔板顶面连接，隔板底面与干燥罐顶部开口处连接，干燥罐底部开口处设置有底

盖；所述顶盖、隔板和底盖均由钢板制成圆盘形，通过螺栓与粉碎罐和干燥罐连接，连接处

设置有密封圈；隔板左侧开设有扇形导料口；粉碎罐内部设置有一套粉碎装置；粉碎罐和干

燥罐左侧外壁设置有一套升料器；所述升料器由升料筒、升料绞龙、导料管和连通管组成；

所述升料筒由钢板焊接制成圆筒形，且升料筒外壁通过两层第一固定板固定粉碎罐和干燥

罐外壁焊接固定；升料筒内部设置有一套升料绞龙，升料绞龙顶端伸出升料筒，且端部焊接

固定有第二传动轮；所述第二传动轮通过传动带与第一传动轮连接；升料筒顶部侧壁与连

通管的一端焊接且连通，升料筒的底部侧壁与导料管的一端焊接且连通；所述连通管的另

一端与粉碎罐底部侧壁焊接且连通；所述导料管设置成漏斗型，且导料管顶部开口处设置

有碎料装置；干燥罐内部由上之下焊接固定有第一导料板、第二导料板和第三导料板；干燥

罐内部和外壁上设置有一套干燥装置；所述干燥装置由热风机、导气管和布气盘组成；所述

热风机通过螺栓固定在干燥罐外壁上，且热风机的出风口与导气管的一端连通；所述导气

管为四通管，另外三通分别通过连接法兰盘与布气盘连接；所述布气盘由若干同心设置的

布气管和进气管组成；多层同心设置的布气管之间通过连接杆固定连接，且均与进气管连

通，进气管与导气管连接；布气管底面均布有若干布气孔；底盖右侧焊接固定有排料管，且

底盖底面边缘处等间距焊接固定有四套支架；粉碎罐顶部外壁设置有一套滤尘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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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粉碎装置由第二电机、粉碎转轴、固定粉碎筒、旋

转粉碎筒和排料板组成；所述第二电机外壁通过螺栓与第二固定架固定连接，第二固定架

通过螺栓固定在顶盖上表面；第二电机的主轴通过第二联轴器与粉碎转轴顶部连接；所述

粉碎转轴通过滚动轴承与顶盖中部连接，且粉碎转轴中下部通过滚动轴承与第三套筒套

接，第三套筒外壁等间距焊接固定有四片第三连接板，四片第三连接板的另一端与粉碎罐

内壁焊接固定；粉碎转轴顶部外壁焊接固定有第一传动轮；粉碎转轴中部焊接固定有旋转

粉碎筒；所述旋转粉碎筒由钢板焊接制成倒置的圆台型，且旋转粉碎筒外壁均布有若干旋

转粉碎块；旋转粉碎筒顶部粘接固定有导料锥；所述导料锥由塑料板制成伞型；与旋转粉碎

筒位于同一水平面的粉碎罐内壁上焊接固定有固定粉碎筒；所述固定粉碎筒由钢板焊接制

成漏斗型，且固定粉碎筒内壁均布有若干固定粉碎块，固定粉碎筒外壁通过四根加强筋加

强与粉碎罐内壁的连接；固定粉碎筒与旋转粉碎筒之间的间隙与上至下减小；所述旋转粉

碎块和固定粉碎块均设置成半球形钢块；粉碎转轴底部对称焊接固定有两片排料板，且两

片排料板对称焊接固定在粉碎转轴上，且排料板与粉碎转轴之间成45度夹角。

[0006]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碎料装置由碎料罐、第一电机、碎料转轴、旋转碎

料刀片和固定碎料刀片组成；所述碎料罐由钢板制成圆筒形，且碎料罐底部与导料管顶部

焊接固定，碎料罐顶部焊接固定有导料斗，碎料罐外壁通过第二固定板与升料筒固定连接；

所述第一电机外壁通过螺栓与第一固定架固定连接，第一固定架通过螺栓固定在碎料罐内

壁上；第一电机的主轴通过第一联轴器与碎料转轴顶部连接；所述碎料转轴两端通过滚动

轴承与第一套筒和第二套筒连接，且第一套筒外壁等间距焊接固定有四片第一连接板，第

二套筒外壁等间距焊接固定有四片第二连接板，四片第一连接板和四片第二连接板的另一

端与碎料罐内部焊接固定；第一套筒上方的碎料转轴外壁上焊接固定有第一导料盘，第二

套筒上方的碎料转轴外壁上焊接固定有第二导料盘；第一套筒和第二套筒之间的碎料转轴

外壁上等间距焊接固定有多层旋转碎料刀片，每层旋转碎料刀片设置有四片，且四片等角

度焊接固定在碎料转轴上；多层旋转碎料刀片之间的间隙中设置有多层固定碎料刀片，每

层固定碎料刀片设置有四片，且四片等间距焊接固定碎料罐中。

[0007]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滤尘装置由过滤罐、第一排气管、第二排气管和抽

风机组成；所述过滤罐由钢板焊接制成截面为正方形的空心长方体，且过滤罐外壁通过螺

栓固定在粉碎罐外壁上；过滤罐顶部与第一排气管的一端焊接且连通，过滤罐底部与第二

排气管的一端焊接且连通；所述第一排气管的另一端与顶盖焊接且连通；所述第二排气管

的另一端与抽风机连接；所述抽风机通过螺栓固定在粉碎罐外壁上；过滤罐内部插接有三

层吸附板；所述吸附板由纱布制成。

[000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09] 本发明通过碎料装置的设置，对加入进料的煤泥进行剪切破碎，将大块煤泥剪切

成小块，便于下一步进行高效且充分的粉碎；破碎后的煤泥通过升料器的设置，将破碎后的

煤泥向上提升，起到方便进料减轻工人劳动强度的目的；进入到粉碎罐中的小块煤泥，通过

粉碎装置的设置，对破碎后的煤泥进行旋转研磨粉碎，便于对煤泥进行充分粉碎；进入到干

燥罐中的煤泥，通过第一导料板、第二导料板和第三导料板延长煤泥的下落距离，在煤泥下

落的过程中，通过干燥装置对煤泥进行充分干燥，提高煤泥的干燥质量；干燥过程中产生的

湿气通过滤尘装置的设置，将粉碎罐和干燥罐内部由干燥产生的湿气抽出抽出，利于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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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泥的干燥速度且利于防止煤泥扬尘直接排放污染环境。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中碎料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中升料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中粉碎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滤尘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中干燥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中布气盘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中：1-顶盖，2-粉碎装置，3-滤尘装置，4-粉碎罐，5-隔板，6-第一导料板，7-干燥

罐，8-干燥装置，9-排料管，10-第二导料板，11-第三导料板，12-底盖，13-支架，14-碎料装

置，15-导料口，16-升料器，17-进料斗，18-第一电机，19-第一固定架，20-第二固定板，21-

第一联轴器，22-旋转碎料刀片，23-碎料罐，24-导料管，25-第二套筒，26-第二导料盘，27-

第二连接板，28-碎料转轴，29-固定刀片，30-第一套筒，31-第一连接板，32-第一导料盘，

33-第二传动轮，34-传动带，35-连通管，36-升料筒，37-升料绞龙，38-第一固定板，39-第一

传动轮，40-第二固定架，41-第二电机，42-第二联轴器，43-导料锥，44-固定碎料筒，45-固

定碎料块，46-排料板，47-第三套筒，48-第三连接板，49-碎料转轴，50-加强筋，51-旋转碎

料块，52-旋转碎料筒，53-第一排气管，54-吸附板，55-抽风机，56-第二排气管，57-过滤罐，

58-连接法兰盘，59-导气管，60-热风机，61-布气盘，62-连接杆，63-布气管，64-进气管，65-

布气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利于环保的煤泥干燥再利用设备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

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19] 请参见图1-7，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利于环保的煤泥干燥再利用设备，包括粉碎罐

4和干燥罐7；所述粉碎罐4和干燥罐7均由钢板焊接制成两端连通的空心圆柱体，粉碎罐4顶

部开口处设置有顶盖1，粉碎罐4底部开口处与隔板5顶面连接，隔板5底面与干燥罐7顶部开

口处连接，干燥罐7底部开口处设置有底盖12；所述顶盖1、隔板5和底盖12均由钢板制成圆

盘形，通过螺栓与粉碎罐4和干燥罐7连接，连接处设置有密封圈；隔板5左侧开设有扇形导

料口15，导料口15的设置，用于连通粉碎罐4和干燥罐7，便于将粉碎后的煤泥导入到干燥罐

7中；粉碎罐4内部设置有一套粉碎装置2；所述粉碎装置2由第二电机41、粉碎转轴49、固定

粉碎筒44、旋转粉碎筒52和排料板46组成；所述第二电机41外壁通过螺栓与第二固定架40

固定连接，第二固定架40通过螺栓固定在顶盖1上表面；第二电机41的主轴通过第二联轴器

42与粉碎转轴49顶部连接；所述粉碎转轴49通过滚动轴承与顶盖1中部连接，且粉碎转轴49

中下部通过滚动轴承与第三套筒47套接，第三套筒47外壁等间距焊接固定有四片第三连接

板48，四片第三连接板48的另一端与粉碎罐4内壁焊接固定；粉碎转轴49顶部外壁焊接固定

有第一传动轮39；粉碎转轴49中部焊接固定有旋转粉碎筒52；所述旋转粉碎筒52由钢板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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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制成倒置的圆台型，且旋转粉碎筒52外壁均布有若干旋转粉碎块51；旋转粉碎筒52顶部

粘接固定有导料锥43；所述导料锥43由塑料板制成伞型，用于导料，防止煤泥堆积在旋转粉

碎筒52顶面，防止造成煤泥的堆积；与旋转粉碎筒52位于同一水平面的粉碎罐4内壁上焊接

固定有固定粉碎筒44；所述固定粉碎筒44由钢板焊接制成漏斗型，且固定粉碎筒44内壁均

布有若干固定粉碎块45，固定粉碎筒44外壁通过四根加强筋50加强与粉碎罐4内壁的连接；

固定粉碎筒44与旋转粉碎筒52之间的间隙与上至下减小；所述旋转粉碎块51和固定粉碎块

45均设置成半球形钢块；粉碎转轴49底部对称焊接固定有两片排料板46，且两片排料板46

对称焊接固定在粉碎转轴49上，且排料板46与粉碎转轴49之间成45度夹角；通过粉碎装置2

的设置，利用第二电机41提供驱动力，带动粉碎转轴49旋转，粉碎转轴49带动旋转粉碎筒52

和排料板46旋转，旋转粉碎筒52带动其表面均布的旋转粉碎块51旋转，利用旋转粉碎块51

和固定粉碎块45的相对转动，对破碎后的煤泥进行旋转研磨粉碎，便于对煤泥进行充分粉

碎，利用旋转的排料板46将落到粉碎罐4底部煤泥导向排料口15，并将煤泥通过排料口15导

入到干燥罐7中，防止粉碎后的煤泥残留在粉碎罐4中；粉碎罐4和干燥罐7左侧外壁设置有

一套升料器16；所述升料器16由升料筒36、升料绞龙37、导料管24和连通管35组成；所述升

料筒36由钢板焊接制成圆筒形，且升料筒36外壁通过两层第一固定板固定粉碎罐4和干燥

罐7外壁焊接固定；升料筒36内部设置有一套升料绞龙37，升料绞龙37顶端伸出升料筒36，

且端部焊接固定有第二传动轮33；所述第二传动轮33通过传动带34与第一传动轮39连接；

升料筒36顶部侧壁与连通管35的一端焊接且连通，升料筒36的底部侧壁与导料管24的一端

焊接且连通；所述连通管35的另一端与粉碎罐4底部侧壁焊接且连通；通过升料器16的设

置，经过第二电机41带动第一传动轮39旋转，第一传动轮39通过传动带34带动第二传动轮

33旋转，第二传动轮33带动升料绞龙37旋转，将导料管24导入进来的破碎后的煤泥向上提

升，并通过连通管35导入到粉碎罐4中进行粉碎处理，起到方便进料减轻工人劳动强度的目

的；所述导料管24设置成漏斗型，且导料管24顶部开口处设置有碎料装置14；所述碎料装置

14由碎料罐23、第一电机18、碎料转轴28、旋转碎料刀片22和固定碎料刀片29组成；所述碎

料罐23由钢板制成圆筒形，且碎料罐23底部与导料管24顶部焊接固定，碎料罐23顶部焊接

固定有导料斗17，碎料罐23外壁通过第二固定板20与升料筒36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电机18

外壁通过螺栓与第一固定架19固定连接，第一固定架19通过螺栓固定在碎料罐23内壁上；

第一电机18的主轴通过第一联轴器21与碎料转轴28顶部连接；所述碎料转轴28两端通过滚

动轴承与第一套筒30和第二套筒25连接，且第一套筒30外壁等间距焊接固定有四片第一连

接板31，第二套筒25外壁等间距焊接固定有四片第二连接板27，四片第一连接板31和四片

第二连接板27的另一端与碎料罐23内部焊接固定；第一套筒30上方的碎料转轴28外壁上焊

接固定有第一导料盘32，第二套筒25上方的碎料转轴28外壁上焊接固定有第二导料盘26；

第一导料盘32和第二导料盘26的设置，用于防止煤泥进入到第一套筒30和第二套筒25中；

第一套筒30和第二套筒25之间的碎料转轴28外壁上等间距焊接固定有多层旋转碎料刀片

22，每层旋转碎料刀片22设置有四片，且四片等角度焊接固定在碎料转轴28上；多层旋转碎

料刀片22之间的间隙中设置有多层固定碎料刀片29，每层固定碎料刀片29设置有四片，且

四片等间距焊接固定碎料罐23中；通过碎料装置14的设置，利用第一电机18带动碎料转轴

28旋转，碎料转轴28带动多层旋转碎料刀片22旋转，利用多层旋转碎料刀片22和多层固定

碎料刀片29的相对转动，对加入进料的煤泥进行剪切破碎，利用将大块煤泥剪切成小块，便

说　明　书 4/6 页

7

CN 109269238 A

7



于下一步进行高效且充分的粉碎；干燥罐7内部由上之下焊接固定有第一导料板6、第二导

料板10和第三导料板11；第一导料板6、第二导料板10和第三导料板11的设置，用于在干燥

罐7中延长延长煤泥的下落距离，便于煤泥与热空气充分接触，提高煤泥的干燥质量；干燥

罐7内部和外壁上设置有一套干燥装置8；所述干燥装置8由热风机60、导气管59和布气盘61

组成；所述热风机60通过螺栓固定在干燥罐7外壁上，且热风机60的出风口与导气管59的一

端连通；所述导气管59为四通管，另外三通分别通过连接法兰盘59与布气盘61连接；所述布

气盘61由若干同心设置的布气管63和进气管64组成；多层同心设置的布气管63之间通过连

接杆62固定连接，且均与进气管64连通，进气管64与导气管59连接；布气管63底面均布有若

干布气孔65；通过干燥装置8的设置，利用热风机60向导气管59中鼓入热空气，热空气通过

导气管59导入到三套布气盘61中，并通过布气盘61底面均布的布气孔65喷出，扩大热空气

的喷洒面积，便于和第一导料板6、第二导料板10和第三导料板11上的煤泥进行充分接触，

利于对煤泥进行充分干燥，提高煤泥的干燥质量；底盖12右侧焊接固定有排料管9，且底盖

12底面边缘处等间距焊接固定有四套支架13；粉碎罐4顶部外壁设置有一套滤尘装置3；所

述滤尘装置3由过滤罐57、第一排气管53、第二排气管56和抽风机55组成；所述过滤罐57由

钢板焊接制成截面为正方形的空心长方体，且过滤罐57外壁通过螺栓固定在粉碎罐4外壁

上；过滤罐57顶部与第一排气管53的一端焊接且连通，过滤罐57底部与第二排气管56的一

端焊接且连通；所述第一排气管53的另一端与顶盖1焊接且连通；所述第二排气管56的另一

端与抽风机55连接；所述抽风机55通过螺栓固定在粉碎罐4外壁上；过滤罐57内部插接有三

层吸附板54；所述吸附板54由纱布制成；通过滤尘装置3的设置，利用抽风机55产生吸力，将

粉碎罐4和干燥罐7内部由干燥产生的湿气抽出抽出，利于加快煤泥的干燥速度且利于防止

煤泥扬尘直接排放污染环境。

[0020] 工作原理：在使用时，人工将块状煤泥加入到碎料装置14中，通过碎料装置14的设

置，利用第一电机18带动碎料转轴28旋转，碎料转轴28带动多层旋转碎料刀片22旋转，利用

多层旋转碎料刀片22和多层固定碎料刀片29的相对转动，对加入进料的煤泥进行剪切破

碎，利用将大块煤泥剪切成小块，便于下一步进行高效且充分的粉碎；破碎后的煤泥通过升

料器16的设置，经过第二电机41带动第一传动轮39旋转，第一传动轮39通过传动带34带动

第二传动轮33旋转，第二传动轮33带动升料绞龙37旋转，将导料管24导入进来的破碎后的

煤泥向上提升，并通过连通管35导入到粉碎罐4中进行粉碎处理，起到方便进料减轻工人劳

动强度的目的；进入到粉碎罐4中的小块煤泥，通过粉碎装置2的设置，利用第二电机41提供

驱动力，带动粉碎转轴49旋转，粉碎转轴49带动旋转粉碎筒52和排料板46旋转，旋转粉碎筒

52带动其表面均布的旋转粉碎块51旋转，利用旋转粉碎块51和固定粉碎块45的相对转动，

对破碎后的煤泥进行旋转研磨粉碎，便于对煤泥进行充分粉碎，利用旋转的排料板46将落

到粉碎罐4底部煤泥导向排料口15，并将煤泥通过排料口15导入到干燥罐7中，防止粉碎后

的煤泥残留在粉碎罐4中；进入到干燥罐7中的煤泥，通过第一导料板6、第二导料板10和第

三导料板11延长煤泥的下落距离，在煤泥下落的过程中，通过干燥装置8的设置，利用热风

机60向导气管59中鼓入热空气，热空气通过导气管59导入到三套布气盘61中，并通过布气

盘61底面均布的布气孔65喷出，扩大热空气的喷洒面积，便于和第一导料板6、第二导料板

10和第三导料板11上的煤泥进行充分接触，利于对煤泥进行充分干燥，提高煤泥的干燥质

量；干燥过程中产生的湿气通过滤尘装置3的设置，利用抽风机55产生吸力，将粉碎罐4和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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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罐7内部由干燥产生的湿气抽出抽出，利于加快煤泥的干燥速度且利于防止煤泥扬尘直

接排放污染环境。

[0021]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虽

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内，当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做出些许更动或修饰

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但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

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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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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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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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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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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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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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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