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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粉尘的机制砂石工艺，它涉及砂石生

产工艺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机制砂石生产工艺。

本发明的目的是要解决现有机制砂石生产工艺

存在破碎流程长，使用的设备多、维护人员多和

易产生粉尘造成环境污染的问题。方法：一、碎磨

整形工序；二、第一次筛分工序；三、循环工序；

四、第二次筛分工序。本发明工艺流程短，比传统

流程少1～2次破碎，本发明所用的设备少，比传

统流程少30％以上的设备数量，本发明解决了人

力成本问题，维护人员可减少40％以上；本发明

比传统工艺可减少粉尘，更绿色环保。本发明适

用于机制砂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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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粉尘的机制砂石工艺，其特征在于一种低粉尘的机制砂石工艺是按以下步骤

完成的：

一、碎磨整形工序：

将矿石和水混合，再通过碎石整形机，得到混合物a；

二、第一次筛分工序：

使用筛分设备对步骤一得到的混合物a进行筛分，得到产物b1、产物b2和产物b3；

步骤二中所述的产物b1的粒度＞产物b2的粒度＞产物b3的粒度；

三、循环工序：

将步骤二得到的产物b1依次重复步骤一所述的碎磨整形工序和步骤二所述的第一次

筛分工序，得到产物c1、产物c2和产物c3；

步骤三中所述的产物c1的粒度＞产物c2的粒度＞产物c3的粒度；

四、第二次筛分工序：

将产物b3和产物c3混合，使用筛分设备对其进行第二次筛分，得到产物d1、产物d2和产

物d3；

步骤四中所述的产物d1的粒度＞产物d2的粒度＞产物d3的粒度；

将产物b2和产物c2混合作为一种产品；收集产物d1和产物d2分别作为两种产品，即完

成机制砂石。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粉尘的机制砂石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一中所述的碎

石整形机选自半自磨机和自磨机的一种或两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粉尘的机制砂石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一中将步骤一

中矿石和水的质量比为1:(0.65～0.9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粉尘的机制砂石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一中所述的混

合物a中矿石的粒度≤150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粉尘的机制砂石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所述的筛

分设备为筛子，筛子选自直线筛、圆振筛、共振筛和概率筛中的一种或两种；所述的筛子设

有双层筛网，筛子的上层筛网孔径为20mm～90mm，筛子的下层筛网孔径为5mm～75mm，且上

层筛网孔径大于下层筛网孔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粉尘的机制砂石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四中所述的筛

分设备为筛子，筛子选自直线筛、圆振筛、共振筛和概率筛中的一种或两种；所述的筛子设

有双层筛网，筛子的上层筛网孔径为0 .5mm～50mm，筛子的下层筛网孔径为0 .03mm～

37.5mm，且上层筛网孔径大于下层筛网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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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粉尘的机制砂石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砂石生产工艺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机制砂石生产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机制砂是指通过制砂机和其它附属设备加工而成的砂子，成品更加规则，可以根

据不同工艺要求加工成不同规则和大小的砂子，更能满足日常需求。机制砂生产线有振动

给料机、颚式破碎机、制砂机、振动筛和胶带传输机等设备组合而成。根据不同的工艺要求，

各种型号的设备进行组合，满足客户的不同工艺要求。首先，石料由粗碎机进行初步破碎，

然后，产成的粗料由胶带输送机输送至细碎机进行进一步破碎，细碎后的石料进振动筛筛

分出两种石子，满足制砂机进料粒度的石子进制砂机制砂，另一部分返料进细坡。进制砂机

的石子一部分制成砂，经洗砂机(可选)清洗后制成成品砂，另一部分进制砂机再次破碎。目

前，传统的机制砂石生产工艺需要3～4次破碎，破碎流程长，使用的设备多、维护人员多、易

产生粉尘造成环境污染的缺点明显。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要解决现有机制砂石生产工艺存在破碎流程长，使用的设备多、

维护人员多和易产生粉尘造成环境污染的问题，而提供一种低粉尘的机制砂石工艺。

[0004] 一种低粉尘的机制砂石工艺是按以下步骤完成的：

[0005] 一、碎磨整形工序：

[0006] 将矿石和水混合，再通过碎石整形机，得到混合物a；

[0007] 二、第一次筛分工序：

[0008] 使用筛分设备对步骤一得到的混合物a进行筛分，得到产物b1、产物b2和产物b3；

[0009] 步骤二中所述的产物b1的粒度＞产物b2的粒度＞产物b3的粒度；

[0010] 三、循环工序：

[0011] 将步骤二得到的产物b1依次重复步骤一所述的碎磨整形工序和步骤二所述的第

一次筛分工序，得到产物c1、产物c2和产物c3；

[0012] 步骤三中所述的产物c1的粒度＞产物c2的粒度＞产物c3的粒度；

[0013] 四、第二次筛分工序：

[0014] 将产物b3和产物c3混合，使用筛分设备对其进行第二次筛分，得到产物d1、产物d2

和产物d3；

[0015] 步骤四中所述的产物d1的粒度＞产物d2的粒度＞产物d3的粒度；

[0016] 将产物b2和产物c2混合作为一种产品；收集产物d1和产物d2分别作为两种产品，

即完成机制砂石。

[0017] 进一步地，步骤一中所述的碎石整形机选自半自磨机和自磨机的一种或两种。

[0018] 进一步地，步骤一中矿石和水的质量比为1:(0.65～0.95)。

[0019] 进一步地，步骤一中所述的混合物a中矿石的粒度≤1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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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进一步地，步骤二中所述的筛分设备为筛子，筛子选自直线筛、圆振筛、共振筛和

概率筛中的一种或两种；所述的筛子设有双层筛网，筛子的上层筛网孔径为20mm～90mm，筛

子的下层筛网孔径为5mm～75mm，且上层筛网孔径大于下层筛网孔径。

[0021] 进一步地，步骤四中所述的筛分设备为筛子，筛子选自直线筛、圆振筛、共振筛和

概率筛中的一种或两种；所述的筛子设有双层筛网，筛子的上层筛网孔径为0.5mm～50mm，

筛子的下层筛网孔径为0.03mm～37.5mm，且上层筛网孔径大于下层筛网孔径。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3] 1、本发明工艺流程短，比传统流程少1～2次破碎；

[0024] 2、本发明所用的设备少，比传统流程少30％以上的设备数量；

[0025] 3、本发明解决了人力成本问题，维护人员可减少40％以上；

[0026] 4、本发明比传统工艺可减少粉尘，更绿色环保。

[0027] 本发明适用于机制砂石。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具体实施方式一：本实施方式是一种低粉尘的机制砂石工艺是按以下步骤完成

的：

[0029] 一、碎磨整形工序：

[0030] 将矿石和水混合，再通过碎石整形机，得到混合物a；

[0031] 二、第一次筛分工序：

[0032] 使用筛分设备对步骤一得到的混合物a进行筛分，得到产物b1、产物b2和产物b3；

[0033] 步骤二中所述的产物b1的粒度＞产物b2的粒度＞产物b3的粒度；

[0034] 三、循环工序：

[0035] 将步骤二得到的产物b1依次重复步骤一所述的碎磨整形工序和步骤二所述的第

一次筛分工序，得到产物c1、产物c2和产物c3；

[0036] 步骤三中所述的产物c1的粒度＞产物c2的粒度＞产物c3的粒度；

[0037] 四、第二次筛分工序：

[0038] 将产物b3和产物c3混合，使用筛分设备对其进行第二次筛分，得到产物d1、产物d2

和产物d3；

[0039] 步骤四中所述的产物d1的粒度＞产物d2的粒度＞产物d3的粒度；

[0040] 将产物b2和产物c2混合作为一种产品；收集产物d1和产物d2分别作为两种产品，

即完成机制砂石。

[004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施方式的有益效果是：

[0042] 1、本实施方式工艺流程短，比传统流程少1～2次破碎；

[0043] 2、本实施方式所用的设备少，比传统流程少30％以上的设备数量；

[0044] 3、本实施方式解决了人力成本问题，维护人员可减少40％以上；

[0045] 4、本实施方式比传统工艺可减少粉尘，更绿色环保。

[0046] 本实施方式适用于机制砂石。

[0047] 具体实施方式二：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点是：步骤一中所述的碎石

整形机选自半自磨机和自磨机的一种或两种。其它步骤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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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具体实施方式三：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之一不同点是：步骤一中矿

石和水的质量比为1:(0.65～0.95)。其它步骤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相同。

[0049] 具体实施方式四：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三之一不同点是：步骤一中所

述的混合物a中矿石的粒度≤150mm。其它步骤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三相同。

[0050] 具体实施方式五：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不同点是：步骤二中所

述的筛分设备为筛子，筛子选自直线筛、圆振筛、共振筛和概率筛中的一种或两种；所述的

筛子设有双层筛网，筛子的上层筛网孔径为20mm～90mm，筛子的下层筛网孔径为5mm～

75mm，且上层筛网孔径大于下层筛网孔径。其它步骤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相同。

[0051] 具体实施方式六：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五之一不同点是：步骤四中所

述的筛分设备为筛子，筛子选自直线筛、圆振筛、共振筛和概率筛中的一种或两种；所述的

筛子设有双层筛网，筛子的上层筛网孔径为0.5mm～50mm，筛子的下层筛网孔径为0.03mm～

37.5mm，且上层筛网孔径大于下层筛网孔径。其它步骤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五相同。

[0052]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详细说明。

[0053] 实施例一：一种低粉尘的机制砂石工艺是按以下步骤完成的：

[0054] 一、碎磨整形工序：

[0055] 将矿石和水混合，再通过半自磨机，得到混合物a；矿石和水的质量比为1:0.85；步

骤一中所述的混合物a中矿石的粒度≤70mm；

[0056] 二、第一次筛分工序：

[0057] 使用筛分设备对步骤一得到的混合物a进行筛分，得到产物b1、产物b2和产物b3；

所述的筛分设备为直线筛；筛子设有双层筛网，筛子的上层筛网孔径为37.5mm，筛子的下层

筛网孔径为19mm；

[0058] 三、循环工序：

[0059] 将步骤二得到的产物b1依次重复步骤一所述的碎磨整形工序和步骤二所述的第

一次筛分工序，得到产物c1、产物c2和产物c3；

[0060] 四、第二次筛分工序：

[0061] 将产物b3和产物c3混合，使用筛分设备对其进行第二次筛分，得到产物d1、产物d2

和产物d3；所述的筛分设备为直线筛；筛子设有双层筛网，筛子的上层筛网孔径为5mm，筛子

的下层筛网孔径为0.074mm；

[0062] 将19mm＜粒度≤37.5mm的产物b2和产物c2混合作为一种产品；收集5mm＜粒度≤

19mm的产物d1和0.074mm＜粒度≤5mm的产物d2分别作为两种产品，即完成机制砂石。

[0063] 实施例二：一种低粉尘的机制砂石工艺是按以下步骤完成的：

[0064] 一、碎磨整形工序：

[0065] 将矿石和水混合，再通过半自磨机，得到混合物a；矿石和水的质量比为1:0.78；步

骤一中所述的混合物a中矿石的粒度≤60mm；

[0066] 二、第一次筛分工序：

[0067] 使用筛分设备对步骤一得到的混合物a进行筛分，得到产物b1、产物b2和产物b3；

所述的筛分设备为圆振筛；筛子设有双层筛网，筛子的上层筛网孔径为31.5mm，筛子的下层

筛网孔径为9.5mm；

[0068] 三、循环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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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将步骤二得到的产物b1依次重复步骤一所述的碎磨整形工序和步骤二所述的第

一次筛分工序，得到产物c1、产物c2和产物c3；

[0070] 四、第二次筛分工序：

[0071] 将产物b3和产物c3混合，使用筛分设备对其进行第二次筛分，得到产物d1、产物d2

和产物d3；所述的筛分设备为圆振筛；筛子设有双层筛网，筛子的上层筛网孔径为5mm，筛子

的下层筛网孔径为0.074mm；

[0072] 将9.5mm＜粒度≤31.5mm的产物b2和产物c2混合作为一种产品；收集5mm＜粒度≤

9.5mm的产物d1和0.074mm＜粒度≤5mm的产物d2分别作为两种产品，即完成机制砂石。

[0073] 实施例三：一种低粉尘的机制砂石工艺是按以下步骤完成的：

[0074] 一、碎磨整形工序：

[0075] 将矿石和水混合，再通过半自磨机，得到混合物a；矿石和水的质量比为1:0.85；步

骤一中所述的混合物a中矿石的粒度≤70mm；

[0076] 二、第一次筛分工序：

[0077] 使用筛分设备对步骤一得到的混合物a进行筛分，得到产物b1、产物b2和产物b3；

所述的筛分设备为共振筛；筛子设有双层筛网，筛子的上层筛网孔径为63mm，筛子的下层筛

网孔径为26.5mm；

[0078] 三、循环工序：

[0079] 将步骤二得到的产物b1依次重复步骤一所述的碎磨整形工序和步骤二所述的第

一次筛分工序，得到产物c1、产物c2和产物c3；

[0080] 四、第二次筛分工序：

[0081] 将产物b3和产物c3混合，使用筛分设备对其进行第二次筛分，得到产物d1、产物d2

和产物d3；所述的筛分设备为共振筛；筛子设有双层筛网，筛子的上层筛网孔径为5mm，筛子

的下层筛网孔径为0.15mm；

[0082] 将26.5mm＜粒度≤63mm的产物b2和产物c2混合作为一种产品；收集5mm＜粒度≤

26.5mm的产物d1和0.15mm＜粒度≤5mm的产物d2分别作为两种产品，即完成机制砂石。

[0083] 实施例四：一种低粉尘的机制砂石工艺是按以下步骤完成的：

[0084] 一、碎磨整形工序：

[0085] 将矿石和水混合，再通过半自磨机，得到混合物a；矿石和水的质量比为1:0.82；步

骤一中所述的混合物a中矿石的粒度≤60mm；

[0086] 二、第一次筛分工序：

[0087] 使用筛分设备对步骤一得到的混合物a进行筛分，得到产物b1、产物b2和产物b3；

所述的筛分设备为概率筛；筛子设有双层筛网，筛子的上层筛网孔径为20mm，筛子的下层筛

网孔径为10mm；

[0088] 三、循环工序：

[0089] 将步骤二得到的产物b1依次重复步骤一所述的碎磨整形工序和步骤二所述的第

一次筛分工序，得到产物c1、产物c2和产物c3；

[0090] 四、第二次筛分工序：

[0091] 将产物b3和产物c3混合，使用筛分设备对其进行第二次筛分，得到产物d1、产物d2

和产物d3；所述的筛分设备为概率筛；筛子设有双层筛网，筛子的上层筛网孔径为4mm，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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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层筛网孔径为0.074mm；

[0092] 将10mm＜粒度≤20mm的产物b2和产物c2混合作为一种产品；收集4mm＜粒度≤

10mm的产物d1和0.074mm＜粒度≤4mm的产物d2分别作为两种产品，即完成机制砂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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