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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石灰消化风选生产线，它包括消化装

置、干燥装置和风选粉碎装置，消化装置包括环

形收集槽(201)、进料锥桶(202)、旋转锥桶

(203)、传动轴(204)和支撑架(205)，环形收集槽

(201)底部开有出料口(206)，环形收集槽(201)

固定安装在支撑架(205)上，进料锥桶(202)内壁

上设有多组呈放射状排列的A搅拌块(207)，进料

锥桶(202)的顶部设有进料管(208)；优点是：反

应速度快，降温效果明显，销石灰转化率高。干燥

速度快，能够打散大块的消石灰。磨粉速度快，消

石灰粉粒径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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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石灰消化风选生产线，其特征在于它包括消化装置、干燥装置和风选粉碎装置，

消化装置包括环形收集槽(201)、进料锥桶(202)、旋转锥桶(203)、传动轴(204)和支撑

架(205)，

环形收集槽(201)底部开有出料口(206)，环形收集槽(201)固定安装在支撑架(205)

上，

进料锥桶(202)内壁上设有多组呈放射状排列的A搅拌块(207)，进料锥桶(202)的顶部

设有进料管(208)，进料管(208)的外壁上呈环形均布设有一组进水管(209)，进料锥桶

(202)固定安装在环形收集槽(201)顶部，

旋转锥桶(203)的外壁上设有多组与A搅拌块(207)配合使用的B搅拌块(210)，B搅拌块

(210)呈放射状排列，旋转锥桶(203)位于进料锥桶(202)和环形收集槽(201)之间，旋转锥

桶(203)的外壁与进料锥桶(202)的内壁之间形成消化反应区域，旋转锥桶(203)的内壁与

环形收集槽(201)直径较小的内壁之间形成旋转间隙，传动轴(204)穿过环形收集槽(201)，

传动轴(204)的顶部与旋转锥桶(203)固定连接，传动轴(204)的外壁通过一组支撑杆与旋

转锥桶(203)的内壁固定连接，并通过电动机驱动传动轴(204)旋转；

干燥装置包括输送机壳体(101)、驱动轴(102)、第一电动机(103)、螺旋叶片(104)、排

气管(105)和电加热部(106)，

输送机壳体(101)为中空圆柱形，输送机壳体(101)的一端上部设置有消石灰进口

(107)，输送机壳体(101)的另一端下部设置有消石灰出口(108)，排气管(105)固定安装在

输送机壳体(101)的中部，排气管(105)的进气端与输送机壳体(101)的内腔相连通，驱动轴

(102)的两端分别通过轴承安装在输送机壳体(101)内，并通过联轴器与第一电动机(103)

的动力输出轴传动相连，螺旋叶片(104)固定安装在驱动轴(102)的外壁上，螺旋叶片(104)

的每个旋叶上均设置有一组打散棒(109)，打散棒(109)为棱柱形，电加热部(106)内设置有

多组电加热丝，电加热部(106)固定安装在输送机壳体(101)的底部；

风选粉碎装置包括壳体(1)、破碎辊(2)、磨粉辊(3)、下料斗(4)、集料盒(5)和抽风机

(6)，

壳体(1)的两端均为敞口，壳体(1)内设有一对呈镜像分布的A耐磨板(7)和一对呈镜像

分布的B耐磨板(8)，A耐磨板(7)的顶面为斜面，B耐磨板(8)的截面为三角形，B耐磨板(8)位

于A耐磨板(7)下方，破碎辊(2)为三棱柱形，破碎辊(2)和磨粉辊(3)的两端分别通过轴承活

动安装在壳体(1)内，破碎辊(2)位于一对呈镜像分布的A耐磨板(7)之间，磨粉辊(3)位于一

对呈镜像分布的B耐磨板(8)之间，破碎辊(2)的一端转轴上设有第一传动齿轮(16)，磨粉辊

(3)的一端转轴设有与第一传动齿轮(16)相啮合的第二传动齿轮(10)，通过电动机和减速

机驱动破碎辊(2)的一端转轴或磨粉辊(3)一端转轴旋转，

下料斗(4)的出料端固定安装在壳体(1)的顶端敞口处，集料盒(5)的底部为漏斗状，并

开有大颗粒物出口(11)，集料盒(5)固定安装在壳体(1)的底端敞口处，抽风机(6)安装在集

料盒(5)顶部，且抽风机(6)的抽风口与集料盒(5)内腔相连通；

环形收集槽(201)的出料口(206)与消石灰进口(107)相连通，消石灰出口(108)与下料

斗(4)的进口端相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石灰消化风选生产线，其特征在于它还有锥形冷水夹套

(212)，锥形冷水夹套(212)固定安装在进料锥桶(202)的外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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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石灰消化风选生产线，其特征在于多组A搅拌块(207)与

多组B搅拌块(210)呈交错排列。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石灰消化风选生产线，其特征在于环形收集槽(201)、进

料锥桶(202)和旋转锥桶(203)均为不锈钢材料制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石灰消化风选生产线，其特征在于环形收集槽(201)的底

面为圆台面(21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石灰消化风选生产线，其特征在于输送机壳体(101)的外

壁上设置有温度检测装置(110)，打散棒(109)是三棱柱形，排气管(105)的出口端设置有管

道弯头，电加热部(106)的截面为弧形。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石灰消化风选生产线，其特征在于下料斗(4)的一侧由竖

板(13)和斜板(14)构成，下料斗(4)内设有挡料斜板(15)，挡料斜板(15)与水平面的夹角为

α，α为15‑4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石灰消化风选生产线，其特征在于B耐磨板(8)的铅垂面

上开有一对滑槽(17)，壳体(1)内壁上设有两对与滑槽(17)配合使用的滑轨，B耐磨板(8)的

铅垂面上设有螺栓(18)，壳体(1)内内壁上呈镜像分布开有一对长圆形滑槽(19)，螺栓(18)

位于长圆形滑槽(19)内，并通过锁紧螺母将螺栓(18)锁紧在壳体(1)的外壁上，B耐磨板(8)

的底部设有升降丝杆(20)，升降丝杆(20)的固定座固定安装在壳体(1)内壁上。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石灰消化风选生产线，其特征在于磨粉辊(3)为电镀金刚

石磨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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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石灰消化风选生产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石灰消化设备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石灰消化风选生产线。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生石灰消化过程中会放出大量的热量，反应温度过高会影响产品质量，现有

的石灰消化机存在反应速度慢，反应温度不可控，以及反应不彻底的缺陷。现有的消石灰生

产线上的干燥装置干燥速度慢，进出料不流畅，而且会产生较大消石灰块。在漂白粉生产线

上，现有的消石灰磨粉装置存在磨粉速度慢，消石灰粉粒径不均匀的情况，影响漂白粉的质

量。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就是针对上述之不足，而提供一种石灰消化风选生产线。

[0004] 本实用新型它包括消化装置、干燥装置和风选粉碎装置，

[0005] 消化装置包括环形收集槽、进料锥桶、旋转锥桶、传动轴和支撑架，

[0006] 环形收集槽底部开有出料口，环形收集槽固定安装在支撑架上，

[0007] 进料锥桶内壁上设有多组呈放射状排列的A搅拌块，进料锥桶的顶部设有进料管，

进料管的外壁上呈环形均布设有一组进水管，进料锥桶固定安装在环形收集槽顶部，

[0008] 旋转锥桶的外壁上设有多组与A搅拌块配合使用的B搅拌块，B搅拌块呈放射状排

列，旋转锥桶位于进料锥桶和环形收集槽之间，旋转锥桶的外壁与进料锥桶的内壁之间形

成消化反应区域，旋转锥桶的内壁与环形收集槽直径较小的内壁之间形成旋转间隙，传动

轴穿过环形收集槽，传动轴的顶部与旋转锥桶固定连接，传动轴的外壁通过一组支撑杆与

旋转锥桶的内壁固定连接，并通过电动机驱动传动轴旋转；

[0009] 干燥装置包括输送机壳体、驱动轴、第一电动机、螺旋叶片、排气管和电加热部，

[0010] 输送机壳体为中空圆柱形，输送机壳体的一端上部设置有消石灰进口，输送机壳

体的另一端下部设置有消石灰出口，排气管固定安装在输送机壳体的中部，排气管的进气

端与输送机壳体的内腔相连通，驱动轴的两端分别通过轴承安装在输送机壳体内，并通过

联轴器与第一电动机的动力输出轴传动相连，螺旋叶片固定安装在驱动轴的外壁上，螺旋

叶片的每个旋叶上均设置有一组打散棒，打散棒为棱柱形，电加热部内设置有多组电加热

丝，电加热部固定安装在输送机壳体的底部；

[0011] 风选粉碎装置包括壳体、破碎辊、磨粉辊、下料斗、集料盒和抽风机，

[0012] 壳体的两端均为敞口，壳体内设有一对呈镜像分布的A耐磨板和一对呈镜像分布

的B耐磨板，A耐磨板的顶面为斜面，B耐磨板的截面为三角形，B耐磨板位于A耐磨板下方，破

碎辊为三棱柱形，破碎辊和磨粉辊的两端分别通过轴承活动安装在壳体内，破碎辊位于一

对呈镜像分布的A耐磨板之间，磨粉辊位于一对呈镜像分布的B耐磨板之间，破碎辊的一端

转轴上设有第一传动齿轮，磨粉辊的一端转轴设有与第一传动齿轮相啮合的第二传动齿

轮，通过电动机和减速机驱动破碎辊的一端转轴或磨粉辊一端转轴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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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下料斗的出料端固定安装在壳体的顶端敞口处，集料盒的底部为漏斗状，并开有

大颗粒物出口，集料盒固定安装在壳体的底端敞口处，抽风机安装在集料盒顶部，且抽风机

的抽风口与集料盒内腔相连通；

[0014] 环形收集槽的出料口与消石灰进口相连通，消石灰出口与下料斗的进口端相连

通。

[0015] 它还有锥形冷水夹套，锥形冷水夹套固定安装在进料锥桶的外壁上。

[0016] 多组A搅拌块与多组B搅拌块呈交错排列。

[0017] 环形收集槽、进料锥桶和旋转锥桶均为不锈钢材料制成。

[0018] 环形收集槽的底面为圆台面。

[0019] 输送机壳体的外壁上设置有温度检测装置，打散棒是三棱柱形，排气管的出口端

设置有管道弯头，电加热部的截面为弧形。

[0020] 下料斗的一侧由竖板和斜板构成，下料斗内设有挡料斜板，挡料斜板与水平面的

夹角为α，α为15‑40°。

[0021] B耐磨板的铅垂面上开有一对滑槽，壳体内壁上设有两对与滑槽配合使用的滑轨，

B耐磨板的铅垂面上设有螺栓，壳体内内壁上呈镜像分布开有一对长圆形滑槽，螺栓位于长

圆形滑槽内，并通过锁紧螺母将螺栓锁紧在壳体的外壁上，B耐磨板的底部设有升降丝杆，

升降丝杆的固定座固定安装在壳体内壁上。

[0022] 磨粉辊为电镀金刚石磨辊。

[0023] 本实用新型优点是：反应速度快，降温效果明显，销石灰转化率高。干燥速度快，能

够打散大块的消石灰。磨粉速度快，消石灰粉粒径均匀。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实用新型消化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是本实用新型消化装置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是本实用新型图2的A‑A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是本实用新型进料锥桶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5是本实用新型旋转锥桶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6是本实用新型干燥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7是本实用新型干燥装置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31] 图8是本实用新型螺旋叶片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9是本实用新型风选粉碎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10是本实用新型风选粉碎装置的局部隐藏结构示意图。

[0034] 图11是本实用新型下料斗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12是本实用新型B耐磨板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13是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如附图所示，本实用新型它包括消化装置、干燥装置和风选粉碎装置，

[0038] 消化装置包括环形收集槽201、进料锥桶202、旋转锥桶203、传动轴204和支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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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0039] 环形收集槽201底部开有出料口206，环形收集槽201固定安装在支撑架205上，

[0040] 进料锥桶202内壁上设有多组呈放射状排列的A搅拌块207，进料锥桶202的顶部设

有进料管208，进料管208的外壁上呈环形均布设有一组进水管209，进料锥桶202固定安装

在环形收集槽201顶部，

[0041] 旋转锥桶203的外壁上设有多组与A搅拌块207配合使用的B搅拌块210，B搅拌块

210呈放射状排列，旋转锥桶203位于进料锥桶202和环形收集槽201之间，旋转锥桶203的外

壁与进料锥桶202的内壁之间形成消化反应区域，旋转锥桶203的内壁与环形收集槽201直

径较小的内壁之间形成旋转间隙，传动轴204穿过环形收集槽201，传动轴204的顶部与旋转

锥桶203固定连接，传动轴204的外壁通过一组支撑杆与旋转锥桶203的内壁固定连接，并通

过电动机驱动传动轴204旋转；

[0042] 干燥装置包括输送机壳体101、驱动轴102、第一电动机103、螺旋叶片104、排气管

105和电加热部106，

[0043] 输送机壳体101为中空圆柱形，输送机壳体101的一端上部设置有消石灰进口107，

输送机壳体101的另一端下部设置有消石灰出口108，排气管105固定安装在输送机壳体101

的中部，排气管105的进气端与输送机壳体101的内腔相连通，驱动轴102的两端分别通过轴

承安装在输送机壳体101内，并通过联轴器与第一电动机103的动力输出轴传动相连，螺旋

叶片104固定安装在驱动轴102的外壁上，螺旋叶片104的每个旋叶上均设置有一组打散棒

109，打散棒109为棱柱形，电加热部106内设置有多组电加热丝，电加热部106固定安装在输

送机壳体101的底部；

[0044] 风选粉碎装置包括壳体1、破碎辊2、磨粉辊3、下料斗4、集料盒5和抽风机6，

[0045] 壳体1的两端均为敞口，壳体1内设有一对呈镜像分布的A耐磨板7和一对呈镜像分

布的B耐磨板8，A耐磨板7的顶面为斜面，B耐磨板8的截面为三角形，B耐磨板8位于A耐磨板7

下方，破碎辊2为三棱柱形，破碎辊2和磨粉辊3的两端分别通过轴承活动安装在壳体1内，破

碎辊2位于一对呈镜像分布的A耐磨板7之间，磨粉辊3位于一对呈镜像分布的B耐磨板8之

间，破碎辊2的一端转轴上设有第一传动齿轮16，磨粉辊3的一端转轴设有与第一传动齿轮

16相啮合的第二传动齿轮10，通过电动机和减速机驱动破碎辊2的一端转轴或磨粉辊3一端

转轴旋转，

[0046] 下料斗4的出料端固定安装在壳体1的顶端敞口处，集料盒5的底部为漏斗状，并开

有大颗粒物出口11，集料盒5固定安装在壳体1的底端敞口处，抽风机6安装在集料盒5顶部，

且抽风机6的抽风口与集料盒5内腔相连通；

[0047] 环形收集槽201的出料口206与消石灰进口107相连通，消石灰出口108与下料斗4

的进口端相连通。

[0048] 它还有锥形冷水夹套212，锥形冷水夹套212固定安装在进料锥桶202的外壁上。

[0049] 多组A搅拌块207与多组B搅拌块210呈交错排列。

[0050] 环形收集槽201、进料锥桶202和旋转锥桶203均为不锈钢材料制成。

[0051] 环形收集槽201的底面为圆台面213。

[0052] 输送机壳体101的外壁上设置有温度检测装置110，打散棒109是三棱柱形，排气管

105的出口端设置有管道弯头，电加热部106的截面为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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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下料斗4的一侧由竖板13和斜板14构成，下料斗4内设有挡料斜板15，挡料斜板15

与水平面的夹角为α，α为15‑40°。

[0054] B耐磨板8的铅垂面上开有一对滑槽17，壳体1内壁上设有两对与滑槽17配合使用

的滑轨，B耐磨板8的铅垂面上设有螺栓18，壳体1内内壁上呈镜像分布开有一对长圆形滑槽

19，螺栓18位于长圆形滑槽19内，并通过锁紧螺母将螺栓18锁紧在壳体1的外壁上，B耐磨板

8的底部设有升降丝杆20，升降丝杆20的固定座固定安装在壳体1内壁上。

[0055] 磨粉辊3为电镀金刚石磨辊。

[0056] 工作方式：生石灰粉末由进料管208加入到消化反应区域内，同时水由一组进水管

209加入到消化反应区域内，在电动机的带动下传动轴204带着旋转锥桶203旋转，通过A搅

拌块207和B搅拌块210的搅拌作用，使生石灰快速与水反应生成销石灰浆，销石灰浆落入环

形收集槽201内，并由出料口206排出。锥形冷水夹套212可以不断为进料锥桶202进行降温，

保证生石灰与水的反应温度不会过高。收集槽1的底面为圆环形斜面13，使消石灰浆更容易

排出。

[0057] 潮湿的消石灰由消石灰进口107输入输送机壳体101内，由电加热部106内的电加

热丝对输送机壳体101内的消石灰进行加热干燥，通过螺旋叶片104带动消石灰不断向消石

灰出口108输送，在输送过程中由打散棒109对大块的消石灰进行打散。消石灰内蒸发出的

水分由排气管105排出。通过温度检测装置110可检测出输送机壳体101内的温度。

[0058] 消石灰由下料斗4加入到壳体1内，下料斗4内的斜板14和挡料斜板15起到缓冲作

用，防止大块的消石灰直接落入，延长了破碎辊2的使用寿命，待粉碎的消石灰经过破碎辊2

的初步破碎后，大块的消石灰被破碎辊2打碎后落入磨粉辊3上，消石灰经过磨粉辊3细磨后

落入集料盒5内，消石灰粉在下落到集料盒5底部的过程中，粒度合适的消石灰粉被抽风机6

抽出，粒度较大不合格的消石灰粉在重力的作用下由大颗粒物出口11排出。当B耐磨板8出

现磨损或需要改变消石灰颗粒大小时，工作人员松开螺栓18上的锁紧螺母，使用升降丝杆

20微调B耐磨板8的高度即可。调整完成后再拧紧锁紧螺母将B耐磨板8紧固在壳体1的内壁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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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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