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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专利提供一种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

系统和分选方法，其包括双分选闭式风系统，每

一分选闭式风系统包括循环风干燥系统、旋风除

尘系统、袋式除尘系统和振动分选系统。本发明

的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系统和分选方法将风作

为系统介质循环利用，达到环保目的。煤炭干选

闭式风系统工艺集成中添加了热泵除水系统，用

于去除煤炭中含有的水分，以确保循环风工作品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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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系统，其特征在于：其包括双分选闭式风系统，每一分选闭

式风系统包括循环风干燥系统、旋风除尘系统、袋式除尘系统和振动分选系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煤炭干法分选闭

式风系统仅仅使用一套分级筛对原煤进行筛分处理。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系统，其特征在于：循环风干燥系统用于

对风介质进行循环干燥，并将循环风干燥系统干燥之后的风鼓入振动分选系统作为振动分

选的风源，旋风除尘系统对来自于振动分选系统的含杂气体进行除尘，袋式除尘系统对经

由旋风除尘器粗除尘之后风进行二次除尘并将除尘之后的风输送到循环风干燥系统，进行

干燥处理；振动分选系统对煤炭进行振动分选。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系统，其特征在于：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

系统包括第一分选闭式风系统、第二分选闭式风系统和原煤初级处理系统，其中原煤初级

处理系统用于对原煤中的大块块煤进行破碎、分级筛分和分选矸石处理，第一分选闭式风

系统利用风作为系统介质循环利用来振动分选煤炭，同时第二分选闭式风系统利用风作为

系统介质循环利用来振动分选煤炭；第一分选闭式风系统和第二分选闭式风系统同时进行

工作，或其一进行工作且另一备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系统，其特征在于：原煤初级处理系统包

括第一皮带输送机(6)、机器人选矸机构(7)、分级筛(8)、齿辊式破碎机(13)、刮板输送机

(14)、落料斗(15)和第二皮带输送机(16)，原煤经由机器人选矸机构(7)进行矸石挑选之

后，使用第一皮带输送机(6)将小粒径的原煤输送到分级筛(8)，大粒径的块煤经由刮板输

送机(14)输运到齿辊式破碎机(13)进行破碎处理，破碎之后的块煤经由落料斗(15)降落到

第二皮带输送机(16)上，利用第二皮带输送机(16)输送到分级筛(8)进行筛分处理；经由分

级筛(8)筛分之后的含矸石的煤炭经由落料斗和储料仓进行振动分选前的储备。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系统，其特征在于：第一分选闭式风系统

和第二分选闭式风系统的结构相同。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系统，其特征在于：第二分选闭式风系统

包括第二袋式除尘器(20)、第二旋风除尘器(17)、第二精煤刮板输送机(18)、第二振动分选

摇床(19)、第二引风机(12)、第二振动分选床风机群(21)、第二分选摇床呼吸阀(23)和第二

循环风干燥系统，第二袋式除尘器(20)对来自第二旋风除尘器(17)的风流进行袋式除尘，

第二旋风除尘器(17)对含尘气体进行旋风除尘；第二振动分选摇床(19)在振动分选过程中

产生的含尘气体经由第二引风机(12)输送给第二旋风除尘器进行除尘处理；第二振动分选

摇床(19)分选出来的精煤经由第二精煤刮板输送机(18)输送至精煤料仓进行储存；经由第

二循环风干燥系统干燥的风流经由第二振动分选床风机群(21)分别自第二振动分选摇床

(19)底部送入第二振动分选摇床(19)中作为分选介质使用。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系统，其特征在于：第二循环风干燥系统

用于对风流进行除湿干燥，其包括第二热泵除水器(22)、第二分风板(24)、第二膨胀阀

(25)、第二蒸发器(26)、第二循环风机(27)、第二热泵(28和第二冷凝器(29)；第二分风板

(24)调节气流进入第二循环干燥系统的风量和强度，第二蒸发器(26)对气流进行除湿降温

处理，第二循环风机(27)用于调节气流在第二循环干燥系统的流向和强度；第二热泵除水

器(22)、第二膨胀阀(25、)第二热泵(28)和第二冷凝器(29)实施联动，调节风流的温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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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干燥之后的风流温度适合煤炭干选使用。

9.一种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选方法，其特征在于：其包括以下步骤：

分级筛分步骤S1，其包括物料准备步骤S11，其将经由来料刮板输送机供给的物料中的

大块物料使用齿辊式破碎机进行破碎；

振动分选步骤S2，其将分级筛分步骤S1中得到大颗粒物料输送到大颗粒料仓，将得到

小颗粒物料输送到小颗粒料仓，将大颗粒料仓连接到大颗粒分选床，经由大颗粒分选床进

行分选；将小颗粒料仓连接到小颗粒分选床，经由小颗粒分选床进行分选；

循环风干燥除尘步骤S3，其将来自大颗粒分选床和小颗粒分选床的含尘含湿气气体进

行干燥除湿处理，将处理之后的干燥气流输送给大颗粒分选床和小颗粒分选床循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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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系统及分选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煤炭干法分选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系统及分

选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和消费国，煤炭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

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煤炭为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

污染，选煤可从源头治理煤炭引起的污染，是洁净煤技术中最经济和有效的方法。但现行的

煤炭分选普遍采用湿法方法，需要消耗大量的水。我国西北地区水资源短缺，湿法选煤方法

受限，同时，褐煤、次烟煤等低阶煤种遇水易泥化。因此，现行湿法分选的分选过程具有消耗

水量大，投资高，工艺复杂，产品结构较为固定不够灵活等缺点。

[0003] 现行湿法分选需要用大量的水来松散床层和输送分层后的煤，动力消耗极大，且

由于大量水和轻产物混合排出，增加了系统的分离环节，使整个系统复杂化。亟需干法分选

技术对煤炭、矿石等资源进行分选提质。干法分选比湿法分选的优势在于，可以节约大量的

水，不会增加产物水份，产物不会发生冻结，储运方便，避免了对地下水和生态环境的污染。

在煤炭干法分选过程中，能够保证煤炭热值只增不减，且没有煤泥水排放。然而，干法分选

技术发展与当前迫切需求没有同步，煤炭、矿石等行业从业人员意识与我国资源利用现状

没有同步，使得干旱缺水地区大量未经分选的煤炭、矿石等资源直接进入市场，造成了严重

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这种现状也凸显了大力研究、推广高效干法分选技术的意义和紧迫

性。

[0004] 干法分选煤炭、矿石及其它固体物料的方法有很多，常见有风力跳汰分选法、风力

重介质分选法、筛分法和复合式分选法等。其中风力跳汰分选法是在上下脉动为主的空气

中实现物料分选的重力分选方法，它不改变固体物料的物理性质，是最主要的分选方法之

一。但风力跳汰机也存在明显的缺点：对物料要求高、分选效率比较低、分选精度低、结构比

较复杂。

发明内容

[0005] 基于现实和生产实践的需要，本申请人经过长期研究，提供了一种煤炭干法分选

闭式风系统及分选方法。

[0006] 依据本发明专利技术方案的第一方面，提供一种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系统，其包

括双分选闭式风系统，每一分选闭式风系统包括循环风干燥系统、旋风除尘系统、袋式除尘

系统和振动分选系统。

[0007] 其中，所述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系统仅仅使用一套分级筛对原煤进行筛分处理。

[0008] 进一步地，循环风干燥系统用于对风介质进行循环干燥，并将循环风干燥系统干

燥之后的风鼓入振动分选系统作为振动分选的风源，旋风除尘系统对来自于振动分选系统

的含杂气体进行除尘，袋式除尘系统对经由旋风除尘器粗除尘之后风进行二次除尘并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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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之后的风输送到循环风干燥系统，进行干燥处理；振动分选系统对煤炭进行振动分选。

[0009] 优选地，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系统包括第一分选闭式风系统、第二分选闭式风系

统和原煤初级处理系统，其中原煤初级处理系统用于对原煤中的大块块煤进行破碎、分级

筛分和分选矸石处理，第一分选闭式风系统利用风作为系统介质循环利用来振动分选煤

炭，同时第二分选闭式风系统利用风作为系统介质循环利用来振动分选煤炭；第一分选闭

式风系统和第二分选闭式风系统同时进行工作，或其一进行工作且另一备用。

[0010] 其中，原煤初级处理系统包括第一皮带输送机、机器人选矸机构、分级筛、齿辊式

破碎机、刮板输送机、落料斗和第二皮带输送机，原煤经由机器人选矸机构进行矸石挑选之

后，使用第一皮带输送机将小粒径的原煤输送到分级筛，大粒径的块煤经由刮板输送机输

运到齿辊式破碎机进行破碎处理，破碎之后的块煤经由落料斗降落到第二皮带输送机上，

利用第二皮带输送机输送到分级筛进行筛分处理；经由分级筛筛分之后的含矸石的煤炭经

由落料斗和储料仓进行振动分选前的储备。

[0011] 另外地，第一分选闭式风系统和第二分选闭式风系统的结构相同。

[0012] 具体地，第二分选闭式风系统包括第二袋式除尘器、第二旋风除尘器、第二精煤刮

板输送机、第二振动分选摇床、第二引风机、第二振动分选床风机群、第二分选摇床呼吸阀

和第二循环风干燥系统，第二袋式除尘器对来自第二旋风除尘器的风流进行袋式除尘，第

二旋风除尘器对含尘气体进行旋风除尘；第二振动分选摇床在振动分选过程中产生的含尘

气体经由第二引风机输送给第二旋风除尘器进行除尘处理；第二振动分选摇床分选出来的

精煤经由第二精煤刮板输送机输送至精煤料仓进行储存；经由第二循环风干燥系统干燥的

风流经由第二振动分选床风机群分别自第二振动分选摇床底部送入第二振动分选摇床中

作为分选介质使用。

[0013] 优选地，第二循环风干燥系统用于对风流进行除湿干燥，其包括第二热泵除水器、

第二分风板、第二膨胀阀、第二蒸发器、第二循环风机、第二热泵和第二冷凝器；第二分风板

调节气流进入第二循环干燥系统的风量和强度，第二蒸发器对气流进行除湿降温处理，第

二循环风机用于调节气流在第二循环干燥系统的流向和强度；第二热泵除水器、第二膨胀

阀、第二热泵和第二冷凝器实施联动，调节风流的温度，以使干燥之后的风流温度适合煤炭

干选使用。

[0014] 依据本发明专利技术方案的第二方面，提供一种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选方法，其

包括以下步骤：

[0015] 分级筛分步骤S1，其包括物料准备步骤S11，其将经由来料刮板输送机供给的物料

中的大块物料使用齿辊式破碎机进行破碎；

[0016] 振动分选步骤S2，其将分级筛分步骤S1中得到大颗粒物料输送到大颗粒料仓，将

得到小颗粒物料输送到小颗粒料仓，将大颗粒料仓连接到大颗粒分选床，经由大颗粒分选

床进行分选；将小颗粒料仓连接到小颗粒分选床，经由小颗粒分选床进行分选；

[0017] 循环风干燥除尘步骤S3，其将来自大颗粒分选床和小颗粒分选床的含尘含湿气气

体进行干燥除湿处理，将处理之后的干燥气流输送给大颗粒分选床和小颗粒分选床循环使

用。

[0018] 相比于现有技术，本发明的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系统和分选方法将风作为系统介

质循环利用，达到环保目的。煤炭干选闭式风系统工艺集成中添加了热泵除水系统，用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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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煤炭中含有的水分，以确保循环风工作品质。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依据本发明的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系统的左半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依据本发明的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系统的右半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是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选的流程左半部分示意图。

[0022] 图4是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选的流程右半部分示意图。

[0023] 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如下：

[0024] 1、第一循环风机；2、第一蒸发器；3、第一膨胀阀；4、第一热泵；5、矸石刮板输送机；

6、第一皮带输送机；7、机器人选矸机构；8、分级筛；9、第二落料斗；10、第二储料仓；11、第二

布料机；12、第二引风机；13、齿辊式破碎机；14、刮板输送机；15、落料斗；16、第二皮带输送

机；17、第二旋风除尘器；18、第二精煤刮板输送机；19、第二振动分选摇床；20、第二袋式除

尘器；21、第二振动分选床风机群；22、第二热泵除水器；23、第二分选摇床呼吸阀；24、第二

分风板；25、第二膨胀阀；26、第二蒸发器；27、第二循环风机；28、第二热泵；29、第二冷凝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专利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专利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专利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

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专利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

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专利保护的范围。

[0026] 本发明的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系统将风作为系统介质循环利用，达到环保目的。

煤炭干选闭式风系统工艺集成中添加了热泵除水系统，用于去除煤炭中含有的水分，以确

保循环风工作品质。循环风系统在引风机控制下为微负压运行。

[0027] 本发明的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系统包括双分选闭式风系统，每一个分选闭式风系

统包括循环风干燥系统、旋风除尘系统、袋式除尘系统和振动分选系统，其中循环风干燥系

统用于对风介质进行循环干燥，并将循环风干燥系统干燥之后的风鼓入振动分选系统作为

振动分选的风力来源，旋风除尘系统对来自于振动分选系统的含杂气体进行除尘，袋式除

尘系统对经由旋风除尘器粗除尘之后风进行二次除尘并将除尘之后的风输送到循环风干

燥系统，进行干燥处理。振动分选系统对煤炭进行振动分选。进一步地，本发明煤炭干法分

选闭式风系统选用一套分级筛对原煤进行筛分处理。

[0028] 如图1和图2所示，其表示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系统整个系统结构图。其中图1为煤

炭干法分选闭式风系统的左半结构示意图，图2为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系统的右半结构示

意图，左半图与右半图是对称关系，二者共用第一皮带输送机6、机器人选矸机构7、分级筛

8、齿辊式破碎机13、刮板输送机14、落料斗15和第二皮带输送机16。

[0029]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的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系统包括第一分选闭式风系统、

第二分选闭式风系统和原煤初级处理系统，其中原煤初级处理系统用于对原煤中的大块块

煤进行破碎、分级筛分和分选矸石处理，第一分选闭式风系统利用风作为系统介质循环利

用来振动分选煤炭，同时第二分选闭式风系统利用风作为系统介质循环利用来振动分选煤

炭；第一分选闭式风系统和第二分选闭式风系统可以同时进行工作，也可以一个进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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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作为备份。

[0030] 如图1和图2中所示，原煤初级处理系统包括第一皮带输送机6、机器人选矸机构7、

分级筛8、齿辊式破碎机13、刮板输送机14、落料斗15和第二皮带输送机16，原煤经由机器人

选矸机构7进行矸石挑选之后，使用第一皮带输送机6将小粒径的原煤输送到分级筛8，大粒

径的块煤经由刮板输送机14输运到齿辊式破碎机13进行破碎处理，破碎之后的块煤经由落

料斗15降落到第二皮带输送机16上，利用第二皮带输送机16输送到分级筛8进行筛分处理。

经由分级筛8筛分之后的含矸石的煤炭经由落料斗和储料仓进行振动分选前的储备。优选

地第一分选闭式风系统的物料来源自第一落料斗和第一储料仓，第二分选闭式风系统的物

料来源自第二落料斗9和第二储料仓10。优选地，经由分级筛9筛出的矸石直接经由矸石刮

板输送机5输送到矸石处理工地。

[0031] 第一分选闭式风系统和第二分选闭式风系统的结构相类似或相同，其工作原理也

相同，现在以第二分选闭式风系统来说明分选闭式风系统的结构。第二分选闭式风系统包

括第二袋式除尘器20、第二旋风除尘器17、第二精煤刮板输送机18、第二振动分选摇床19、

第二引风机12、第二振动分选床风机群21、第二分选摇床呼吸阀23和第二循环风干燥系统，

第二袋式除尘器20对来自第二旋风除尘器17的风流进行袋式除尘，第二旋风除尘器17对含

尘气体进行旋风除尘；第二振动分选摇床19在振动分选过程中产生的含尘气体经由第二引

风机12输送给第二旋风除尘器进行除尘处理。第二振动分选摇床19分选出来的精煤经由第

二精煤刮板输送机18输送至精煤料仓进行储存。经由第二循环风干燥系统干燥的风流经由

第二振动分选床风机群21分别自第二振动分选摇床19底部送入第二振动分选摇床19中作

为分选介质使用。优选地，在自第二循环风干燥系统干燥的风流输送给第二振动分选床风

机群21的管路上，设置第二分选摇床呼吸阀23，用于调节气流的浓度和强度。

[0032] 进一步地，第二循环风干燥系统用于对风流进行除湿干燥，其包括第二热泵除水

器22、第二分风板24、第二膨胀阀25、第二蒸发器26、第二循环风机27、第二热泵28和第二冷

凝器29。第二分风板24调节气流进入第二循环干燥系统的风量和强度，第二蒸发器26对气

流进行除湿降温处理，第二循环风机27用于调节气流在第二循环干燥系统的流向和强度；

第二热泵除水器22、第二膨胀阀25、第二热泵28和第二冷凝器29实施联动，调节风流的温

度，以使干燥之后的风流温度适合煤炭干选使用；如果温度过度，则对风流进行加热；如果

风流温度过高，则对风流进行降温处理。

[0033] 如图1所示，第一循环干燥系统包括第一循环风机1、第一蒸发器2、第一膨胀阀3和

第一热泵4，其功能及工作原理与第二循环干燥系统相同。

[0034] 如图3和图4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选方法，图3为煤炭干法分

选闭式风选流程左半部分示意，图4为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选的流程右半部分示意。

[0035] 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选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6] 分级筛分步骤S1，其包括物料准备步骤S11，具体为将经由来料刮板输送机供给的

物料中的大块物料使用齿辊式破碎机进行破碎；还包括矸石分选步骤S12，其具体为使用机

器人分拣矸石；

[0037] 振动分选步骤S2，其将分级筛分步骤S1中得到大颗粒物料输送到大颗粒料仓，将

得到小颗粒物料输送到小颗粒料仓，将大颗粒料仓连接到大颗粒分选床，经由大颗粒分选

床进行分选；将小颗粒料仓连接到小颗粒分选床，经由小颗粒分选床进行分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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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循环风干燥除尘步骤S3，其将来自大颗粒分选床和小颗粒分选床的含尘含湿气气

体进行干燥除湿处理，将处理之后的干燥气流输送给大颗粒分选床和小颗粒分选床循环使

用。

[0039] 进一步地，循环风干燥除尘步骤S3包括以下步骤：

[0040] 矸石排放步骤S31，其将大颗粒分选床和小颗粒分选床分选出来的矸石经由矸石

到刮板输送机进行排放；

[0041] 精煤排放步骤S32，其将大颗粒分选床和小颗粒分选床分选出来的精煤经由精煤

到刮板输送机输送到精煤仓库进行储存；

[0042] 循环气流除尘步骤S33，其将来自分选床的气流进行除尘除湿干燥处理。

[0043] 循环气流除尘步骤S33包括第一循环气流除尘步骤S331和第二循环气流除尘步骤

S332；

[0044] 第一循环气流除尘步骤S331，其将来自大颗粒分选床的含尘气体经由第一引风机

输送到第一旋风除尘器进行旋风除尘，然后将第一旋风除尘器输出的气流输送到第一带式

除尘器进行布袋式除尘；此后将经由第一带式除尘器布袋式除尘的气流输送到第一热泵除

水器进行除水和温度调节，自第一热泵除水器生成适合第一振动分选床风机群使用的合适

温度和湿度的风流；所述合适温度和湿度的风流返回供给给大颗粒分选床。

[0045] 第二循环气流除尘步骤S332，其将来自大颗粒分选床的含尘气体经由第二引风机

输送到第二旋风除尘器进行旋风除尘，然后将第二旋风除尘器输出的气流输送到第二带式

除尘器进行布袋式除尘；此后将经由第二带式除尘器布袋式除尘的气流输送到第二热泵除

水器进行除水和温度调节，自第二热泵除水器生成适合第二振动分选床风机群使用的合适

温度和湿度的风流；所述合适温度和湿度的风流返回供给给大颗粒分选床。

[0046] 更进一步地，在原煤送入原煤初级处理系统之前，针对含水量大的煤炭，还可以进

行单独的选煤炭预干燥处理。原煤初级处理系统对来煤首先进行破碎，将来煤进行整理；经

分级筛后，筛余大块煤适宜于机器人分拣。分级筛可设计为多个粒度级别，便利于振动分选

摇床的分选。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系统中的除尘器集合的飞灰，随空气经旋风除尘器、布袋

除尘器分离后有螺旋输送机集合后进入制球机压制煤球；较小颗粒煤炭经振动分选摇床下

部进风口落入底部螺旋输送机排出，经集合后进入细颗粒振动分选摇床再进行分选。

[0047] 本发明煤炭干法分选闭式风系统中引风机会因袋式除尘器的污堵而出现风量和

风压变化，为保证风系统运行在振动分选摇床中的风压、风量稳定，在引风机进风口设置风

压传感器，风压传感器信号经PLC编辑设定，控制引风机的变频电机转速，以实现风压稳定；

对于风系统运行中微小变化量，设置分选摇床呼吸阀进行补偿。

[004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专利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并不

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专利实施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

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

围应该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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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11

CN 113245052 A

11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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