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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废弃混凝土砂粉再生利用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废弃混凝土再生砂粉制备系统，解

决了传统制备系统产品的缺陷。包括粉磨系统、

风选系统、输送系统、收尘系统、筛选系统，风选

系统包括V型静态选粉机和高效动静态组合式砂

粉分级机，V型静态选粉机进料口连通提升机一

和三通分料阀，出料口分别连通振动筛和高效动

静态组合式砂粉分级机。输送系统包括提升机

一、提升机二、皮带输送机、斜槽一、斜槽二，预处

理后的废弃混凝土块经过皮带输送机进入到风

选系统，经过筛选系统筛分成各种产品，较粗的

物料进入到粉磨系统进行粉磨作业，该系统是将

废弃混凝土中的骨料、砂、粉分离提出成再生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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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废弃混凝土再生砂粉制备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粉磨系统、风选系统、输送系

统、收尘系统、筛分系统，粉磨系统由立式磨和高细球磨机组成，风选系统包括V型静态选粉

机和高效动静态组合式砂粉分级机，输送系统包括皮带输送机、提升机一、提升机二、斜槽

一、斜槽二，收尘系统由布袋收尘器一、布袋收尘器二、立式磨、高细球磨机、提升机一、振动

筛、高效动静态组合式砂粉分级机组成，筛分系统由振动筛组成。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废弃混凝土再生砂粉制备系统，其特征在于：在V型静态选

粉机入料口处设有三通分料阀，所述的三通分料阀与皮带输送机连接，且在所述的皮带输

送机上设有除铁器，所述的V型静态选粉机出料口分别连接高效动静态组合式砂粉分级机

和振动筛。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废弃混凝土再生砂粉制备系统，其特征在于：V型静态选粉

机的通风口与热风炉连通，并向通风口通入100~300℃的热风。

4.如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一种废弃混凝土再生砂粉制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振

动筛一出口筛选出混凝土块进入到立式磨再次粉磨，另一出口筛分的再生细粗骨料收集到

成品库。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废弃混凝土再生砂粉制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立式磨

进料口与振动筛连通，所述的立式磨出料口与提升机一连通，粉磨后的混凝土经提升机一

进入到V型静态选粉机中，所述的立式磨、提升机一、V型静态选粉机、振动筛共同组成一个

闭式循环系统。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废弃混凝土再生砂粉制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高效动

静态组合式砂粉分级机由动静态砂粉分级机和旋风筒组成，所述的动静态砂粉分级机与V

型静态选粉机出料口连接，所述的旋风筒与斜槽一连接，所述的高效动静态组合式砂粉分

级机与V型静态选粉机实现二次选粉，经旋风筒分级的细粉经过所述的斜槽一运至高细球

磨机进行再次破碎。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废弃混凝土再生砂粉制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再生细

粗骨料粒径为2~5mm；所述的细粉比表面积为300~500m
2/kg，经动静态砂粉分级机筛选的再

生砂为0.15~2mm。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废弃混凝土再生砂粉制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布袋收

尘器一分别与立式磨、提升机一、高效动静态组合式砂粉分级机、振动筛连接组成收尘系

统，所述的布袋收尘器一下方与斜槽一连接，收集的细粉经斜槽一运至高细球磨机内。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废弃混凝土再生砂粉制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高细球

磨机进料口分别与斜槽一、布袋收尘器一连接，所述的高细球磨机出料口分别与布袋收尘

器二、斜槽二连接，所述的联合活化微粉（比表面积600~800  m2/kg）经提升机二运至到微粉

库顶。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废弃混凝土再生砂粉制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联合

活化微粉比表面积为600~800  m
2/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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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废弃混凝土再生砂粉制备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废弃混凝土再生利用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废弃混凝土再生砂粉制备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建筑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建筑材料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在混凝土原材料中，骨

料占混凝土总量的75%左右，而骨料的来源主要是开山取石，经加工形成砂石料，或者直接

挖取河道中的砂、卵石及砾石。这样，使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也不利于建筑业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进行混凝土的回收利用便是重中之重。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将废弃混凝土再生技术

纳入到国家重大专项，致力于废弃混凝土中骨料、砂、粉的回收利用研究，虽然取得一定的

成绩，但面临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传统的废弃混凝土再生砂粉制备系统经历两级冲击

破碎和两级选粉，冲击破碎设备主要是颚式破碎机和圆锥破碎机为主，这样一种制备系统，

导致骨料产生大量的微裂纹、再生砂粉活性低、再生砂粉吸水性强、骨料强度低、环境污染

严重等众多缺陷。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的技术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废弃混凝土再生砂粉制备系统。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废弃混凝土再生砂粉制备

系统，包括粉磨系统、风选系统、输送系统、收尘系统、筛分系统，粉磨系统由立式磨和高细

球磨机组成，风选系统包括V型静态选粉机和高效动静态组合式砂粉分级机，输送系统包括

皮带输送机、提升机一、提升机二、斜槽一、斜槽二，收尘系统由布袋收尘器一、布袋收尘器

二、立式磨、高细球磨机、提升机一、振动筛、高效动静态组合式砂粉分级机组成，筛分系统

由振动筛组成。

[0005] 优选的，所述的三通分料阀与皮带输送机连接，且在所述的皮带输送机上设有除

铁器，所述的V型静态选粉机出料口分别连接高效动静态组合式砂粉分级机和振动筛，进料

口连通所述的提升机一和三通分料阀，通风口与热风炉连通，并向通风口通入100~300℃的

热风。

[0006] 优选的，所述的振动筛一出口筛选出较大的混凝土块进入到立式磨再次粉磨，另

一出口筛分的再生细粗骨料（2~5mm）收集到成品库。

[0007] 优选的，所述的立式磨进料口与振动筛连通，所述的立式磨出料口与提升机一连

通，粉磨后的混凝土经提升机一进入到V型静态选粉机中，所述的立式磨、提升机一、V型静

态选粉机、振动筛共同组成一个闭式循环系统。

[0008] 优选的，所述的高效动静态组合式砂粉分级机由动静态砂粉分级机和旋风筒组

成，所述的动静态砂粉分级机与V型静态选粉机出料口连接，所述的旋风筒与斜槽一连接，

所述的高效动静态组合式砂粉分级机与V型静态选粉机实现二次选粉，经旋风筒分级的细

粉经过所述的斜槽一运至高细球磨机进行再次破碎，所述的细粉比表面积为300~5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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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经动静态砂粉分级机筛选的再生砂为0.15~2mm。

[0009] 优选的，所述的布袋收尘器一分别与立式磨、提升机一、高效动静态组合式砂粉分

级机、振动筛连接组成收尘系统，所述的布袋收尘器一下方与斜槽一连接，收集的细粉经斜

槽一运至高细球磨机内。

[0010] 优选的，所述的高细球磨机进料口分别与斜槽一、布袋收尘器一连接，所述的高细

球磨机出料口分别与布袋收尘器二、斜槽二连接，所述的联合活化微粉（比表面积600~800 

m2/kg）经提升机二运至到微粉库顶。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废弃混凝土再生砂粉制备系统，该制备系

统采用挤压、剪切破碎方式，再生颗粒产生的微裂纹少，还采用热风剥离技术，可获得清洁

的再生骨料，与原生骨料物理性能差异极小，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良好的使用效果，值得

推广应用。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废弃混凝土再生砂粉制备系统，有效地解决了传统制备系

统的不足之处，比表面积＞600㎡/kg再生微粉28天活性指数大于75%，再生砂浆中再生砂占

细骨料的比例高于85%，抗压强度大于15MPa，保水率大于90%，再生粉、再生砂和再生粗骨料

总替代率高于50%，抗压强度大于40  MPa，取得了良好的使用效果，本发明具有优越的推广

价值。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工艺系统示意图。

[0013] 1、皮带输送机；2、除铁器；3、三通分料阀；4、V型静态选粉机；5、热风炉；6、振动筛；

7、立式磨；8、提升机一；9、高效动静态组合式砂粉分级机；10、斜槽一；11、布袋收尘器一；

12、高细球磨机；13、布袋收尘器二；14、斜槽二；15、提升机二；a、预处理后的废弃混凝土块；

b、再生细骨料（2~5mm）；c、再生砂（0.15~2mm）；d、细粉（比表面积300~500m
2/kg）；e、联合活

化再生微粉（比表面积600~800m
2/kg）。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如图1所示的一种废弃混凝土再生砂粉制备系统，包括粉磨系统、风选系统、输送

系统、收尘系统、筛分系统，粉磨系统由立式磨和高细球磨机组成，风选系统包括V型静态选

粉机4和高效动静态组合式砂粉分级机9，输送系统包括皮带输送机1、提升机一8、提升机二

15、斜槽一10、斜槽二14，收尘系统由布袋收尘器一11、布袋收尘器二13、立式磨7、高细球磨

机12、提升机一8、振动筛6、高效动静态组合式砂粉分级机9组成，筛分系统由振动筛6组成。

[0015] 所述的三通分料阀与皮带输送机连接，且在所述的皮带输送机1上设有除铁器2，

所述的V型静态选粉机4出料口分别连接高效动静态组合式砂粉分级机9和振动筛6，进料口

连通所述的提升机一8和三通分料阀3，通风口与热风炉5连通，并向通风口通入100~300℃

的热风。

[0016] 所述的振动筛一6出口筛选出较大的混凝土块进入到立式磨再次粉磨，另一出口

筛分的再生细粗骨料（2~5mm）收集到成品库。

[0017] 所述的立式磨7进料口与振动筛6连通，所述的立式磨7出料口与提升机一8连通，

粉磨后的混凝土经提升机一8进入到V型静态选粉机4中，所述的立式磨7、提升机一8、V型静

态选粉机4、振动筛6共同组成一个闭式循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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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所述的高效动静态组合式砂粉分级机9由动静态砂粉分级机和旋风筒组成，所述

的动静态砂粉分级机与V型静态选粉机4出料口连接，所述的旋风筒与斜槽一10连接，所述

的高效动静态组合式砂粉分级机9与V型静态选粉机4实现二次选粉，经旋风筒分级的细粉

经过所述的斜槽一10运至高细球磨机12进行再次破碎，所述的细粉比表面积为300~500m
2/

kg，经动静态砂粉分级机筛选的再生砂为0.15~2mm。

[0019] 所述的布袋收尘器一11分别与立式磨7、提升机一8、高效动静态组合式砂粉分级

机9、振动筛6连接组成收尘系统，所述的布袋收尘器一11下方与斜槽一10连接，收集的细粉

经斜槽一10运至高细球磨机12内。

[0020] 所述的高细球磨机12进料口分别与斜槽一10、布袋收尘器一11连接，所述的高细

球磨机12出料口分别与布袋收尘器二13、斜槽二14连接，所述的联合活化微粉（比表面积

600~800  m
2/kg）经提升机二15运至到微粉库顶。

[0021] 原理概述：本发明是针对传统工艺系统缺陷设计的，预处理后的废弃混凝土块依

次经过皮带输送机1、除铁器2、三通分料阀3运至V型静态选粉机4中，在V型静态选粉机4中

通风口由热风炉5送入100~300℃的热风，不仅可以实现混凝土的烘干、分选、输送功能，还

可以在重力场和温度场中高效地实现骨料、砂、粉相互分离，可获得清洁的混凝土再生骨

料，较大的混凝土块经过振动筛6筛选，大的料块进入到立式磨7中进行再次研磨，小的形成

再生细骨料（2~5mm）收集起来，经立式磨7挤压、剪切作用下的混凝土经提升机一8运至到V

型静态选粉机4中，V型选粉机4分选出较细的砂粉进入到高效动静态组合式砂粉分级机9

中，细粉经旋风筒收集，经过斜槽一10运至到高细球磨机12中。经过高细球磨机12粉碎得到

联合活化再生微粉，经斜槽二14、提升机二15运至到微粉库顶，再生微粉和再生砂的比例和

规格可根据需求灵活调整。

[0022] 表1为本发明与传统工艺系统各内容的对比：
对比内容 本项目工艺系统 传统工艺系统

处理方法 破碎+研磨+热风、磁、筛组合分选+联合活化 破碎+筛分

再生微粉活性 高 低

再生砂颗粒级配 优 差

再生细骨料损伤程度 微裂纹少 微裂纹多

再生细骨料吸水性 弱 强

再生细骨料孔隙率 低 高

再生细骨料抗压强度 高 低

骨料-砂-粉分离程度 优 差

再生微粉和再生砂的比例和规格调整灵活性 高 低

环境污染 小 大

所列效果见表1所示，根据表1可知，本发明取得良好的效果，不仅解决了传统系统制备

砂粉性能的弊端，还有效地保护了环境，达到了设计的目的。

[0023]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领域内的技术人员的简单更改和替

换都是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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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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