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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二级炉渣铁粉筛选

装置，包括两个一级筛选床和二级筛选床，其特

征在于：所述两个一级筛选床相对设置，且所述

两个一级筛选床之间设置有第一蓄水槽，所述两

个一级筛选床均与垂直面形成一倾斜角度A，所

述两个一级筛选床上侧面均设置有第一齿状面

板，所述第一齿状面板后方设置有第一放水槽，

所述第一放水槽前侧面设置均匀有多个出水口，

所述第一放水槽上方设置有第一导料槽，所述第

一放水槽的上方设置有第一放置水管槽，所述第

一放置水管槽中放置有第一水管，所述第一放置

水管槽设置于所述第一导料槽的左侧；本实用新

型操作简单，能够对炉渣进行二级筛选，产出高

品质的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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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二级炉渣铁粉筛选装置，包括两个一级筛选床和二级筛选床，其特征在于：所述

两个一级筛选床相对设置，且所述两个一级筛选床之间设置有第一蓄水槽，所述两个一级

筛选床均与垂直面形成一倾斜角度A，所述两个一级筛选床上侧面均设置有第一齿状面板，

所述第一齿状面板后方设置有第一放水槽，所述第一放水槽前侧面设置均匀有多个出水

口，所述第一放水槽上方设置有第一导料槽，所述第一放水槽的上方设置有第一放置水管

槽，所述第一放置水管槽中放置有第一水管，所述第一放置水管槽设置于所述第一导料槽

的左侧；所述两个一级筛选床左侧面均设置有第一震荡机；所述两个一级筛选床的右侧面

下方均设置有盛料槽，所述两个一级筛选床的右侧面设置有第二导料槽，所述第二导料槽

设置于所述盛料槽之间，且第二导料槽位于盛料槽下方；所述二级筛选床的右侧与水平面

成一倾斜角B，所述二级筛选床上侧面设置有第二齿状面板，所述第二齿状面板的后方设置

有第二放水槽，所述第二放水槽前侧面设置有一条形开口，所述第二放水槽上方设置有第

二导料槽，所述第二放水槽上方设置有第二放置水管槽，所述第二放置水管槽内放置有第

二水管，所述第二放置水管槽设置于所述第二导料槽的左侧；所述二级筛选床左侧面设置

有第二震荡机，所述二级筛选床的左侧面设置有一立柱，所述立柱的前侧面设置有挂钩，所

述挂钩上挂设有电动铁粉清理软刷；所述二级筛选床的前下方设置有第二蓄水槽；所述二

级筛选床右端的上侧面设置有履带式磁选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二级炉渣铁粉筛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两个一级筛选

床和二级筛选床下侧面四周均设置有导向轮，所述两个一级筛选床和二级筛选床下方均设

置有两个导轨，所述导向轮嵌入两个导轨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二级炉渣铁粉筛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履带式磁选机

包括磁选机骨架、履带、磁铁、固定磁选机的吊柱和用于放置第三电机的支座，所述磁选机

骨架设置于所述二级筛选床的上侧面，所述履带设置于磁选机骨架中部，所述磁铁设置于

所述磁选机骨架的前侧面，所述吊柱设置于所述磁选机骨架的上侧面，所述用于放置第三

电机的支座固定设置于所述磁选机骨架的上侧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二级炉渣铁粉筛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柱的前侧面

固定设置有绕线架，所述挂钩位于所述绕线架的下方。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二级炉渣铁粉筛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动铁粉清理

软刷包括有钻孔机和软刷，所述钻孔机下方连接设置有一软刷。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二级炉渣铁粉筛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履带式磁选机

下方设置有一手推车，所述手推车设置于所述第二蓄水槽的前方。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二级炉渣铁粉筛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震荡机包

括第一皮带轮、第一横轴、第一偏心轴和第一连接杆，所述第一皮带轮和所述第一偏心轴悬

空设置，所述第一皮带轮经第一皮带与第一电机的转动轴相连接，所述第一皮带轮中部穿

过所述第一横轴的一端，所述第一横轴的另一端设置有所述第一偏心轴，所述第一偏心轴

的头部经所述第一连接杆与所述两个一级筛选床的左侧面相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二级炉渣铁粉筛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震荡机包

括第二皮带轮、第二横轴、第二偏心轴和第二连接杆，所述第二皮带轮和所述第二偏心轴悬

空设置，所述第二皮带轮经第二皮带与第二电机的转动轴相连接，所述第二皮带轮中部穿

过所述第二横轴的一端，所述第二横轴的另一端设置有所述第二偏心轴，所述第二偏心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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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头部经所述第二连接杆与所述二级筛选床的左侧面相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二级炉渣铁粉筛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倾斜角A的角

度范围在15°~30°之间，所述倾斜角B的角度范围在15°~3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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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二级炉渣铁粉筛选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选矿设备领域，特别是一种二级炉渣铁粉筛选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选矿是根据矿石中不同矿物的物理、化学性质，把矿石破碎磨细以

后，采用重选法、浮选法、磁选法、电选法等，将有用矿物与脉石矿物分开，并使各种共生或

者伴生的有用矿物尽可能相互分离，除去或降低有害杂质，以获得冶炼或其他工业所需原

料的过程。

[0003] 选矿筛选设备是选矿过程中主要利用的工具。但是现有的筛选装置中大多都是设

备较少，通常是筛选过后再次在相同的装置中不断进行筛选，这样不仅会增加机器故障的

频率，增加了能量消耗，而且有时会存在一些夹杂的杂质，这样会影响筛选出来矿物的品

质。

发明内容

[0004] 为克服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二级炉渣铁粉筛选装置，能够对炉渣进

行二级筛选，在不同的装置进行不同程度的筛选，来进行提纯，产出高品质的矿物，来克服

现有技术的不足。

[0005] 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方法来实现：一种二级炉渣铁粉筛选装置，包括两个一级筛

选床和二级筛选床，其特征在于：所述两个一级筛选床相对设置，且所述两个一级筛选床之

间设置有第一蓄水槽，所述两个一级筛选床均与垂直面形成一倾斜角度A，所述两个一级筛

选床上侧面均设置有第一齿状面板，所述第一齿状面板后方设置有第一放水槽，所述第一

放水槽前侧面设置均匀有多个出水口，所述第一放水槽上方设置有第一导料槽，所述第一

放水槽的上方设置有第一放置水管槽，所述第一放置水管槽中放置有第一水管，所述第一

放置水管槽设置于所述第一导料槽的左侧；所述两个一级筛选床左侧面均设置有第一震荡

机；所述两个一级筛选床的右侧面下方均设置有盛料槽，所述两个一级筛选床的右侧面设

置有第二导料槽，所述第二导料槽设置于所述盛料槽之间，且第二导料槽位于盛料槽下方；

所述二级筛选床的右侧与水平面成一倾斜角B，所述二级筛选床上侧面设置有第二齿状面

板，所述第二齿状面板的后方设置有第二放水槽，所述第二放水槽前侧面设置有一条形开

口，所述第二放水槽上方设置有第二导料槽，所述第二放水槽上方设置有第二放置水管槽，

所述第二放置水管槽内放置有第二水管，所述第二放置水管槽设置于所述第二导料槽的左

侧；所述二级筛选床左侧面设置有第二震荡机，所述二级筛选床的左侧面设置有一立柱，所

述立柱的前侧面设置有挂钩，所述挂钩上挂设有电动铁粉清理软刷；所述二级筛选床的前

下方设置有第二蓄水槽；所述二级筛选床右端的上侧面设置有履带式磁选机。

[0006] 进一步的，所述两个一级筛选床和二级筛选床下侧面四周均设置有导向轮，所述

两个一级筛选床和二级筛选床下方均设置有两个导轨，所述导向轮嵌入两个导轨内。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履带式磁选机包括磁选机骨架、履带、磁铁、固定磁选机的吊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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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放置第三电机的支座，所述磁选机骨架设置于所述二级筛选床的上侧面，所述履带设

置于磁选机骨架中部，所述磁铁设置于所述磁选机骨架的前侧面，所述吊柱设置于所述磁

选机骨架的上侧面，所述用于放置第三电机的支座固定设置于所述磁选机骨架的上侧面。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立柱的前侧面固定设置有绕线架，所述挂钩位于所述绕线架的下

方。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电动铁粉清理软刷包括有钻孔机和软刷，所述钻孔机下方连接设

置有一软刷。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履带式磁选机下方设置有一手推车，所述手推车设置于所述第二

蓄水槽的前方。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震荡机包括第一皮带轮、第一横轴、第一偏心轴和第一连接

杆，所述第一皮带轮和所述第一偏心轴悬空设置，所述第一皮带轮经第一皮带与第一电机

的转动轴相连接，所述第一皮带轮中部穿过所述第一横轴的一端，所述第一横轴的另一端

设置有所述第一偏心轴，所述第一偏心轴的头部经所述第一连接杆与所述两个一级筛选床

的左侧面相连接。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第二震荡机包括第二皮带轮、第二横轴、第二偏心轴和第二连接

杆，所述第二皮带轮和所述第二偏心轴悬空设置，所述第二皮带轮经第二皮带与第二电机

的转动轴相连接，所述第二皮带轮中部穿过所述第二横轴的一端，所述第二横轴的另一端

设置有所述第二偏心轴，所述第二偏心轴的头部经所述第二连接杆与所述二级筛选床的左

侧面相连接。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倾斜角A的角度范围在15°~30°之间，所述倾斜角B的角度范围在

15°~30°之间。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装置中设置有一级筛选床和二级筛选床，这样能够

进行分级筛选，这样能够经过二级筛选后提高炉渣的品质和精纯度，而且这样能够降低机

器故障的频率，还能够将杂质进行一个筛选，这样大大的保证了精纯度；装置中加入了电动

铁粉清理软刷，这样能够在使用后有专门的用具人工进行清理，不会造成下次使用的不便；

能够从水中筛选出铁粉，铁粉的回收率高，可以节省工程投资，降低生产成本。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两个一级筛选床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二级筛选床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电动铁粉清理软刷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第一齿状面板和第二齿状面板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说明。

[0020] 根据图1至图4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实施例：一种二级炉渣铁粉筛选装置，包

括两个一级筛选床1和二级筛选床2，所述两个一级筛选床1相对设置，且所述两个一级筛选

床1之间设置有第一蓄水槽11，使得两个一级筛选床1的水能够流进第一蓄水槽11中，所述

两个一级筛选床1均与垂直面形成一倾斜角度A（未图示），使得两个一级筛选床1中的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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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通过倾斜都流入第一蓄水槽11中，所述两个一级筛选床1上侧面均设置有第一齿状面板

3，所述第一齿状面板3后方设置有第一放水槽12，使得外部的水能够进入第一放水槽12中，

所述第一放水槽12前侧面设置均匀有多个出水口13，外部的水进入第一放水槽12后，再由

出水口13均匀的流入第一齿状面板3中，所述第一放水槽12上方设置有第一导料槽14，使得

泥浆能够通过第一导料槽14流入第一齿状面板3上，所述第一放水槽12的上方设置有第一

放置水管槽15，所述第一放置水管槽15中放置有第一水管16，使得外部的水能够通过第一

水管16流入第一放水槽12中，所述第一放置水管槽15设置于所述第一导料槽14的左侧；所

述两个一级筛选床1左侧面均设置有第一震荡机4，所述第一震荡机4的方向为左右震荡，使

得第一震荡机4能够带动第一齿状面板3进行左右震荡；所述两个一级筛选床1的右侧面下

方均设置有盛料槽17，使得泥浆能够放入盛料槽17内，这样能够去掉泥浆中的石块部分，所

述两个一级筛选床1的右侧面设置有第二导料槽5，所述第二导料槽5设置于所述盛料槽17

之间，且第二导料槽5位于盛料槽17下方，盛料槽17中的泥浆会流入第二导料槽5中，再由第

二导料槽5流入二级筛选床2中；所述二级筛选床2的右侧与水平面成一倾斜角B，使得水能

够更好的往下流，所述二级筛选床2上侧面设置有第二齿状面板21，所述第二齿状面板21的

后方设置有第二放水槽22，所述第二放水槽22前侧面设置有一条形开口23，使得第二放水

槽22中的水能够均匀的流到第二齿状面板21上，所述第二放水槽22上方设置有第二导料槽

5，使得由一级筛选床1筛选出的泥浆通过第二导料槽5流入二级筛选床2中，所述第二放水

槽22上方设置有第二放置水管槽24，所述第二放置水管槽24内放置有第二水管25，使得外

部的水通过第二水管25流入第二放水槽22中，所述第二放置水管槽24设置于所述第二导料

槽5的左侧；所述二级筛选床2左侧面设置有第二震荡机6，所述第二震荡机6为前后震荡，使

得能够带动二级筛选床2进行前后震荡，所述二级筛选床2的左侧面设置有一立柱26，所述

立柱26的前侧面设置有挂钩27，所述挂钩27上挂设有电动铁粉清理软刷7，用于清理筛选过

后沉积在第二齿状面板21上的铁粉，方便下次使用；所述二级筛选床2的前下方设置有第二

蓄水槽28，使得在第二震荡机6进行震动时，第二齿状面板21上的水和泥沙之类的流状物体

流入蓄水槽28中；所述二级筛选床2右端的上侧面设置有履带式磁选机8（所述履带式磁选

机的型号的GTB600*900），用于筛选出泥浆内的磁性物质；所述两个一级筛选床1和二级筛

选床2下侧面四周均设置有导向轮（未图示），用于支撑，所述两个一级筛选床1和二级筛选

床2下方均设置有两个导轨9，所述导向轮嵌入两个导轨9内，使得导向轮能够在导轨9内进

行移动；所述履带式磁选机8包括磁选机骨架81、履带82、磁铁83、固定磁选机的吊柱84和用

于放置第三电机的支座85，所述磁选机骨架81设置于所述二级筛选床2的上侧面，所述履带

82设置于磁选机骨架81中部，所述磁铁83设置于所述磁选机骨架81的前侧面，所述吊柱84

设置于所述磁选机骨架81的上侧面，所述用于放置第三电机的支座85固定设置于所述磁选

机骨架81的上侧面，第三电机86设置于支座85上方，第三电机86带动履带82进行运动，第三

电机86与履带82进行连接；所述立柱26的前侧面固定设置有绕线架29，所述挂钩27位于所

述绕线架29的下方；所述电动铁粉清理软刷7包括有钻孔机71和软刷72，所述钻孔机71下方

连接设置有一软刷72；所述履带式磁选机8下方设置有一手推车10，所述手推车10设置于所

述第二蓄水槽29的前方；所述第一震荡机4包括第一皮带轮41、第一横轴42、第一偏心轴43

和第一连接杆44，所述第一皮带轮41和所述第一偏心轴43悬空设置（用支撑座将第一偏心

轴和第一皮带轮进行悬空设置），所述第一皮带轮41经第一皮带45与第一电机46的转动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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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连接，所述第一皮带轮41中部穿过所述第一横轴42的一端，所述第一横轴42的另一端设

置有所述第一偏心轴43，所述第一偏心轴43的头部经所述第一连接杆44与所述两个一级筛

选床1的左侧面相连接，使得通过第一偏心轴43的转动第一偏心轴43能够带动两个一级筛

选床1进行左右震动；所述第二震荡机6包括第二皮带轮61、第二横轴62、第二偏心轴63和第

二连接杆64，所述第二皮带轮61和所述第二偏心轴63悬空设置（用支撑座将第二偏心轴和

第二皮带轮进行悬空设置），所述第二皮带轮61经第二皮带65与第二电机66的转动轴相连

接，所述第二皮带轮61中部穿过所述第二横轴62的一端，所述第二横轴62的另一端设置有

所述第二偏心轴63，所述第二偏心轴63的头部经所述第二连接杆64与所述二级筛选床2的

左侧面相连接，使得通过第二偏心轴63的转动第二偏心轴63能够带动二级筛选床2进行前

后震动；所述倾斜角A的角度范围在15°~30°之间，所述倾斜角B的角度范围在15°~30°之间。

[0021]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将混有磁性物质的泥浆倒入第一导料槽中，泥浆就会由

第一导料槽进入两个一级筛选床中，在泥浆进入两个一级筛选床的同时，水就会由第一放

置水管槽中的第一水管上流入第一放水槽中，再由第一放水槽中的多个均匀出水口中流入

两个一级筛选床中，这样混有铁粉的泥浆和水就会均匀的流入第一齿状面板上，然后打开

第一震荡机，第一皮带轮就会开始转动，带动第一偏心轴进行转动，这样就会带动两个一级

筛选床进行前后震荡，震荡的同时水和泥沙类的流状物质就会由于两个一级筛选床倾斜的

倾斜角的角度A原因，水会流入第一蓄水槽中，而混有铁粉类物质的泥浆就会由于震荡一直

向前，流入盛料槽内，由于盛料槽是倾斜的，盛料槽中的泥浆就会流入第二导料槽中，再由

第二导料槽传输给二级筛选床，泥浆从第二导料槽中倒下流入二级筛选床的第二齿状面板

的同时，第二放置水管槽中的第二水管将水放入第二放水槽中，再由第二放水槽均匀的流

入二级筛选床的第二齿状面板上，然后打开第二震荡机，第二皮带轮就会开始转动，带动第

二偏心轴进行转动，这样就会带动二级筛选床进行前后震荡，震荡的同时水和泥沙类的流

状物质就会由于二级筛选床倾斜的倾斜角的角度B原因，水会流入第二蓄水槽中，而铁粉类

还有大块的石子类物质就会由于震荡一直向前，铁粉类的物质进入磁选机后大部分就会被

磁铁吸走，而少部分没有被磁铁吸走在履带上的，就会由于履带的运行，落入手推车中，至

于大块的石子类物质就会由于第二震荡机一直不断的向前进行震动向前传输进入另一个

步骤，筛选结束后，装置停止运行，由于齿状面板的原因，有些许铁粉会残留在齿内，这样就

可以人工将电动铁粉清理软刷在挂钩上取下，对齿状面板进行清理，将铁粉清扫到手推车

中之后使用。

[0022]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实用新型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均

等变化与修饰，皆应属本实用新型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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