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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复合贫铁矿石预选生产

系统，属于选矿技术领域。本发明的一种复合贫

铁矿石预选生产系统，步骤包括复合贫铁矿石的

破碎→采用高压辊磨筛分全闭路超细碎工艺将

上步骤的碎矿产品破碎至Φ3mm→湿式弱磁选与

湿式强磁选联合工艺→弱磁选机的精矿和强磁

选机的精矿混合后进入后续的球磨选别作业→

强磁选机的尾矿进入直线振动筛Ⅱ脱水。本发明

的一种复合贫铁矿石预选生产系统，包括高压辊

磨机、湿式高效打散机、直线振动筛Ⅰ、弱磁选机、

强磁选机和直线振动筛Ⅱ，并依次呈生产流水线

按工艺顺序分布。本发明可以实现复合贫铁铁矿

石能在入磨前能大量抛弃合格尾矿、降低入磨

量、充分实现“多碎少磨、早抛早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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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复合贫铁矿石预选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高压辊磨机、湿式高效打散机、

直线振动筛Ⅰ、弱磁选机、强磁选机和直线振动筛Ⅱ，并依次呈生产流水线按工艺顺序分布；

其中：所述生产流水线工艺步骤为：

A、复合贫铁矿石的破碎过程采用二段或三段一闭路工艺，将碎矿产品控制在Φ20mm以

下；

B、采用高压辊磨筛分全闭路超细碎工艺将步骤A的碎矿产品破碎至Φ3mm：将碎矿Φ

20mm产品进入高压辊磨机，高压辊磨机的排矿产品先通过湿式高效打散机打散后，再进入

直线振动筛Ⅰ进行湿式筛分，筛上产品与碎矿产品混合后返回高压辊磨机进行二次加工；高

压辊磨机的辊面压力3~5MPa，辊间隙为15mm；所述的直线振动筛Ⅰ的筛孔为3mm；

C、湿式弱磁选与湿式强磁选联合工艺：步骤B的高压辊磨机的筛下产品进入弱磁选机

进行湿式弱磁选，弱磁选机的尾矿再进入强磁选机进行湿式强磁选；

D、弱磁选机的精矿和强磁选机的精矿混合后进入后续的球磨选别作业，完成复合贫铁

矿石的预选；

E、强磁选机的尾矿进入直线振动筛Ⅱ脱水至筛上产品的固体浓度不低于85%后，由胶

带机运输至堆场作为建材产品，筛下矿浆进入尾矿库；

所述湿式高效打散机包括筒体（7）、动力装置、传动装置、托轮装置（12）和挡轮装置

（10），所述动力装置固定在地面上，包括电机（1）、减速机（2）和联轴器（3），呈连续式传动连

接；所述筒体（7）包括进料端（8）和出料端（9），呈进料端（8）在上、出料端（9）在下的倾斜式

设置；筒体（7）外壁设置齿圈罩（6），内壁衬橡胶衬板（14），沿橡胶衬板（14）内圈周线固定导

料板（15）；所述传动装置包括大齿轮装配（5）和与大齿轮装配（5）啮合连接的小齿轮装配

（4）；所述减速机（2）通过联轴器（3）与小齿轮装配（4）以及大齿轮装配（5）传动连接；大齿轮

装配（5）与齿圈罩（6）配合使用；

所述湿式高效打散机打散的步骤为：高压辊磨机饼状排矿产品在湿式高效打散机中筒

体（7）、动力装置和传动装置的配合作用下，由电机（1）通过联轴器（3）、减速机（2）联接小齿

轮装配（4）带动铆固在筒体上的大齿轮装配（5），从而带动筒体（7）转动；高压辊磨机饼状产

品进入筒体（7）内后，加入适量的水，圆筒内有橡胶衬板（14），衬板上有导料板（15），因筒体

（7）的倾斜式旋转，导料板（15）随着筒体（7）的旋转不断的将物料升起和抛落，同时导料板

（15）很快的将水送向筒内，以使物料在筒体内的横断面上较均匀的分布撒落，物料在抛落

过程中逐渐向出料端移动，直至排出筒体（7），完成整个浸泡和打散过程；

所述托轮装置（12）固定在地面上，为转轴式滚动轴承托轮组，包括4个托轮和2个转轮

（13），分为前后对称的两组，每组又呈转轮（13）在中、托轮在转轮（13）两侧左右对称设置，

转轮（13）与筒体（7）左右两部分外壁设置的滚圈（16）转动连接；所述挡轮装置（10）为锥面

挡轮装置，锥面角度≤2度，与筒体的倾斜角度一致，设置在左侧的2个转轮（13）之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贫铁矿石预选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湿式高效打散

机的电机（1）为变频电机；所述导料板（15）为螺旋导料板；所述齿圈罩（6）为半封闭结构；大

齿轮装配（5）用弹簧板安装在筒体（7）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复合贫铁矿石预选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湿式高效打散

机的大齿轮装配（5）齿轮啮合处设置观察孔；所述滚圈（16）为硬质橡胶材料制作。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复合贫铁矿石预选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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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弱磁选机的磁场强度为199.04~238.85kA/m，弱磁湿式磁选的矿浆固体重量浓度为35%；

所述的强磁选机的磁感应强度为1.0T，棒介质的直径为3mm，强磁湿式磁选矿浆固体重量浓

度为30%。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复合贫铁矿石预选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所述的强

磁选机为立环脉动强磁选机；步骤E中，所述的直线振动筛Ⅱ的筛网间隙为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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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合贫铁矿石预选生产系统

[0001] 本发明申请是分案申请，母案申请号：2015101496121；母案名称：一种复合贫铁矿

石预选新工艺及其生产系统；母案申请日：2015/3/30。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属于选矿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复合贫铁矿石预选生产系统，特别适合

于中低品位(铁品位≤30％)磁铁矿石。

背景技术

[0003] 节能降耗，就是节约能源、降低消耗，用最少的投入去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节能

降耗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我国正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坚持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

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努力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继续为世界经济发展和

繁荣作出更大贡献。目前我国已进入了节能型社会，而且能源成本愈来愈高，而矿业是我国

能源消耗较大的行业，这就要求矿山企业根据自身不同条件和矿石特点，从细微处入手，找

出节能降耗的关键点，在保证选矿技术指标的前提下，综合研究并采用相应的节能技术、设

备和工艺，降本增效。

[0004] 我国铁矿石原矿的平均铁品位只有33％，比全球的平均铁矿石的品位低11个百分

点，铁矿石的加工成本高，必须注重节能工艺，降低加工成本。复合贫铁矿石是指矿石中主

要铁矿物为磁铁矿(Fe3O4)与赤铁矿(Fe2O3)，在我国铁矿床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如安徽六安

霍丘地区的周油坊与重新集铁矿石、周集铁矿床、武汉大冶铁矿、上海宝钢梅山铁矿，已探

明的储量有20多亿吨。目前国内处理该类铁矿石的工艺流程为：碎矿系统采用常规的三段

一闭路工艺，将破碎的粒度降低到Φ12mm以下，然后再进行磨矿选别。这种工艺存在能耗

高、球磨钢耗高，细粒尾矿量大等问题，造成综合成本高，尾矿排放需要征地多等特出问题。

[0005] 近年来，国内引进了高压辊磨机，该设备是一种新型的节能粉碎设备，在我国已初

步实现了国产化，并在我国金属矿山选厂陆续使用。目前，国内磁铁矿山选矿厂(如马钢和

尚桥选矿厂、福建鑫阳选矿厂、秦皇首秦岛龙汇选矿厂等)、有色金属矿山选矿厂(福建三明

行洛坑钨矿、陕西金堆城钼矿)等成功使用，为我国金属矿山的节能降耗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充分利用高压辊磨来实现多碎少磨，并选择适宜后续粗粒磁铁矿与赤铁矿选别的

条件。

[0006] 矿业工程2012年12月报导的《混合性铁矿石选矿工艺》，采用的是“磨矿+弱磁+强

磁”选别工艺；据《现代铁矿石选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9.10)记载，国内目前针

对赤铁矿选矿厂已有干式强磁选粗抛尾的工艺，其给料粒度基本上是细碎产品的粒度，抛

尾的量较少(如马钢姑山铁矿选矿厂)。

[0007] 以上国内复合铁矿石的研究及选矿实践，均采用常规碎矿工艺，没有实施超细碎

及预选工艺，存在能耗高问题；且由于实施磨选选别工艺，尾矿量大，也存在对环境影响较

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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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中国专利申请号：201010261670.0，公开日：2011－11－30的专利文献公开了一种

三段一闭路两段预选破碎新工艺，步骤如下：将原矿送入粗破碎机破碎，其排料进入一段振

动筛分级，筛上产品进入一段磁滑轮，一段磁滑轮分选出的精矿进入中破碎机破碎，分选出

的废石进入废石仓，中破碎机的产品与一段振动筛的筛下产品一起进入二段振动筛，二段

振动筛的筛上产品进入二段磁滑轮，二段磁滑轮分选出的废石进入废石仓，二段磁滑轮分

选出的精矿进入细破碎机破碎，细破碎机破碎的产品与中破碎机的产品合并进入二段振动

筛分级，二段振动筛的筛下产品进入干式磁选机，干式磁选机的精矿为最终产品送入磨选，

其分选出的废石进入废石仓。采用该发明的新工艺，在磨矿前最大限度地剔除废石，能够减

少入磨矿量。但该发明申请案干式磁滑轮的粗粒中的细粒无法分选，对于原矿品位比较低

的磁性矿来讲仍然无法满足磨矿入选品位，致使破碎后的矿石中的脉石进入磨矿，增加了

选矿费用。

发明内容

[0009] 1.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10] 针对现有技术中针对复合贫铁铁矿石预选工艺中能耗高、尾矿量大以及矿石中的

脉石分选不够彻底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复合贫铁矿石预选生产系统。它可以实现复

合贫铁铁矿石能在入磨前能大量抛弃合格尾矿、降低入磨量、充分实现“多碎少磨、早抛早

丢”的目的，并最终实现选矿工艺的电耗及材料消耗的有效降低，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固体

废弃物的排放，提升经济效益。

[0011] 2.技术方案

[0012]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技术方案按以下方式进行：

[0013] 一种复合贫铁矿石预选生产系统，包括高压辊磨机、湿式高效打散机、直线振动筛

Ⅰ、弱磁选机、强磁选机和直线振动筛Ⅱ，并依次呈生产流水线按工艺顺序分布；

[0014] 其中：所述生产流水线工艺步骤为：

[0015] A、复合贫铁矿石的破碎过程采用二段或三段一闭路工艺，将碎矿产品控制在Φ

20mm以下；

[0016] B、采用高压辊磨筛分全闭路超细碎工艺将步骤A的碎矿产品破碎至Φ3mm：将碎矿

Φ20mm产品进入高压辊磨机，高压辊磨机的排矿产品进入直线振动筛Ⅰ进行湿式筛分，筛上

产品与碎矿产品混合后返回高压辊磨机进行二次加工；

[0017] C、湿式弱磁选与湿式强磁选联合工艺：步骤B的高压辊磨机的筛下产品进入弱磁

选机进行湿式弱磁选，弱磁选机的尾矿再进入强磁选机进行湿式强磁选；

[0018] D、弱磁选机的精矿和强磁选机的精矿混合后进入后续的球磨选别作业，完成复合

贫铁矿石的预选；

[0019] E、强磁选机的尾矿进入直线振动筛Ⅱ脱水至筛上产品的固体浓度不低于85％后，

由胶带机运输至堆场作为建材产品，筛下矿浆进入尾矿库。

[0020] 由于现有技术的打散机存在打散不彻底、不均匀，不适用于高压辊磨机的排矿的

饼状物料，发明人改进了现有技术的打散机，本发明工艺所用的湿式高效打散机包括筒体、

动力装置和传动装置，动力装置固定在地面上，包括电机、减速机和联轴器，呈连续式传动

连接；筒体包括进料端和出料端，呈进料端在上、出料端在下的倾斜式设置；筒体外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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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圈罩，内壁衬橡胶衬板，并用铆钉固定，延橡胶衬板内圈周线固定导料板；传动装置包括

大齿轮装配和与大齿轮装配啮合连接的小齿轮装配；减速机通过联轴器与小齿轮装配以及

大齿轮装配传动连接；大齿轮装配与齿圈罩配合使用。

[0021] 为进一步提高湿式高效打散机的生产效果，本发明工艺所用的湿式高效打散机还

包括托轮装置和挡轮装置；托轮装置固定在地面上，为转轴式滚动轴承托轮组，包括4个托

轮和2个转轮，分为前后对称的两组，每组又呈转轮在中、托轮在转轮两侧左右对称设置，转

轮与筒体左右两部分外壁设置的滚圈转动连接；挡轮装置为锥面挡轮装置，锥面角度≤2

度，与筒体的倾斜角度一致，设置在左侧的2个转轮之间。

[0022] 为进一步提高湿式高效打散机的生产效果，本发明工艺所用的湿式高效打散机的

电机为变频电机；导料板为螺旋导料板；齿圈罩为半封闭结构；大齿轮装配用弹簧板安装在

筒体上。

[0023] 为进一步提高湿式高效打散机的生产效果，本发明工艺所用的湿式高效打散机的

大齿轮装配齿轮啮合处设置观察孔；滚圈为硬质橡胶材料制作。

[0024] 优选地，步骤C中，经发明人长时间的工艺参数数据采集、研究和总结，得出以下工

艺参数：弱磁选机的磁场强度为199.04～238.85kA/m、弱磁湿式磁选的矿浆固体重量浓度

为35％、强磁选机的磁感应强度为1.0T、棒介质的直径为3mm、强磁湿式磁选矿浆固体重量

浓度为30％；

[0025] 优选地，步骤C中，强磁选机为立环脉动强磁选机，能够有效提高磨铁矿石的品位

并大大降低入磨铁矿石的矿量；步骤E中，为了对强磁选机的尾矿进行有效分级，直线振动

筛Ⅱ的筛网间隙为0.5mm。

[0026] 3.有益效果

[0027] 采用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与已有的公知技术相比，具有如下显著效果：

[0028] (1)本发明的一种复合贫铁矿石预选生产系统，对复合贫铁矿石实施高压辊磨超

细碎工艺。对比国内目前对复合铁矿石均采用常规三段一闭路破碎的经济合理的碎矿粒度

一般为Φ12mm，本发明利用高压辊磨机将碎矿产品破碎至Φ3mm，为后续弱磁强磁预选创造

了条件；由于高压辊磨机是采用静压破碎，矿石间具有微裂纹，可以有效改善矿石的可磨性

能，高压辊磨设备作为超细碎设备具有节能降耗的效果；本发明还利用了混合铁矿石中磁

铁矿与赤铁矿的物理特性来进行预选：混合铁矿石经过弱磁湿选后，可以提前获取部分强

磁选矿物磁铁矿，并用强磁选机来实现抛尾，提高了入磨铁矿石的品位，降低了入磨铁矿石

的矿量；

[0029] (2)本发明的一种复合贫铁矿石预选生产系统，经发明人的长时间的研究和总结，

高压辊磨机的辊面压力3～5MPa，过高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过低则对复合贫铁矿石的处理达

到到工艺要求；铁辊间隙为15mm与进料规格相适应；

[0030] (3)本发明的一种复合贫铁矿石预选生产系统，湿式高效打散机的应用，提高了整

个发明工艺的生产效率；

[0031] (4)本发明的一种复合贫铁矿石预选生产系统，处理高压辊磨机饼状排矿产品的

湿式高效打散机中筒体、动力装置和传动装置的配合作用，由电机通过联轴器、减速机联接

小齿轮装配带动铆固在筒体上的大齿轮装配，从而带动筒体转动；高压辊磨机饼状产品进

入筒体内后，加入适量的水，圆筒内有橡胶衬板，衬板上有导料板，因筒体的倾斜式旋转，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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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板随着筒体的旋转不断的将物料升起和抛落，同时导料板很快的将水送向筒内，以使物

料在筒体内的横断面上较均匀的分布撒落，物料在导料板和抛落过程中逐渐向出料端移

动，直至排出筒体，完成整个浸泡和打散过程；为后续直线振动筛Ⅰ进行湿式筛分打下良好

的基础；

[0032] (5)本发明的一种复合贫铁矿石预选生产系统，处理高压辊磨机饼状排矿产品的

湿式高效打散机设备轻、投资省，功率小、耐磨、运行费用低；设备结构简单、新颖，配置紧

凑、合理，处理能力大，操作方便，运行可靠，使用该打散机可减少了进入筛分设备的加水制

浆环节，后续湿式筛分效率可得到大大提高；

[0033] (6)本发明的一种复合贫铁矿石预选生产系统，减少了固体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

通过直线筛对尾矿进行脱水，筛上可作为建筑材料出售，减少固体废弃物的排放；而常规的

磨选尾矿由于粒度较细，通常需排放的尾矿库堆存，这不但占有土地，也存在尾矿库的安全

隐患；

[0034] (7)本发明的一种复合贫铁矿石预选生产系统，步骤E中直线振动筛Ⅱ筛网间隙为

0.5mm，既分选出了建材产品以循环利用并避免浪费，又尽可能的减少了尾矿量对土地面积

的占用和污染环境；

[0035] (8)本发明的一种复合贫铁矿石预选生产系统，湿式高效打散机的应用，对整个生

产工艺的生产效率提高20％以上；

[0036] (9)本发明的一种复合贫铁矿石预选生产系统，处理后的复合贫铁矿石，抛尾的产

率达到23％以上，其含铁抛尾小于6％，入磨原矿品位至少能够提高7个百分点。

附图说明

[0037] 图1为本发明的实施例1的工艺流程中复合贫铁矿石的产率、铁回收率及铁品位的

变化过程图；

[0038]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2的工艺过程中用到的湿式高效打散机结构示意图；

[0039] 图3为图2的俯视图(去掉筒体后)；

[0040] 图4为图2A－A处剖面图。

[0041] 图中：1-电机、2-减速机、3-联轴器、4-小齿轮装配、5-大齿轮装配、6-齿圈罩、7-筒

体、8-进料端、9-出料端、10-挡轮装置、11-底座、12-托轮装置、13-转轮、14-橡胶衬板、15-

导料板、16-滚圈。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下面结合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详细描述。

[0043] 实施例1

[0044] 为进一步描述本发明，下面结合附图和实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45] 本实例中的矿样取自安徽霍丘周集铁矿混合铁矿石，其原矿多元素与铁物相分析

结果见下表1、表2。

[0046] 样品多元素分析结果           表1

[0047]

元素 TFe SFe FeO S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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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 29.09 17.29 8.12 0.069 0.034

元素 CaO MgO SiO2 Al2O3 烧碱

含量(％) 1.86 1.39 46.20 3.23 2.07

[0048] 样品铁物相分析结果           表2

[0049]

矿物名称 含量(％) 比例(％)

磁铁矿 14.09 48.44

假象赤铁矿 3.20 11.00

赤褐铁矿 4.10 14.09

碳酸铁 0.48 1.65

硅酸铁 7.12 24.48

黄铁矿 0.10 0.34

合计 29.09 100.00

[0050] 从表1和表2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样品的铁矿物中全铁含量为29.09％，属于复合贫

铁矿石，其中磁性铁含量为17.29％，占全铁的59.44％，其次为硅酸铁，含量为7.12％，占全

铁的24.48％。矿石中有害杂质硫、磷的含量较低，但硅的含量较高，属酸性铁矿石。

[0051] 本实施例的一种复合贫铁矿石预选生产系统处理该复合贫铁矿石，其步骤为：

[0052] A、复合贫铁矿石的破碎过程采用二段或三段一闭路工艺，将碎矿产品控制在Φ

20mm以下；

[0053] B、如图1所示，采用高压辊磨筛分全闭路超细碎工艺将步骤A的碎矿产品破碎至Φ

3mm：将碎矿Φ20mm产品进入高压辊磨机，高压辊磨机的排矿产品进入直线振动筛Ⅰ进行湿

式筛分，筛上产品与碎矿产品混合后返回高压辊磨机进行二次加工；高压辊磨机为马鞍山

格林环保公司生产的Φ8000×2500mm高压辊磨机，辊面压力为4MP，辊面速度为0.8m/s，辊

间隙为15mm。直线振动筛Ⅰ的筛孔为3mm。

[0054] C、湿式弱磁选与湿式强磁选联合工艺：步骤B的高压辊磨机的筛下产品进入弱磁

选机进行湿式弱磁选；湿式弱磁选设备为武汉探矿机械厂生产的Φ4000×6000鼓型湿式弱

磁磁选机，矿浆固体重量浓度为35％；磁场强度为199.04kA/m；湿式弱磁选后，取样检测，检

测结果见表3；

[0055] 弱磁选后检测结果           表3

[0056]

[0057] 由表3可见，弱磁选后，精矿的产率为40.75％，其TFe(全铁)品位为41.32％；弱磁

尾矿的TFe品位20.91％，尾矿中铁的成分主要为弱磁选矿物赤铁矿。

[0058] 弱磁选机的尾矿再进入强磁选机进行湿式强磁选：本实施例中使用的强磁设备为

赣州金环公司生产的SLon-1000立环脉动高梯度强磁选机，其背景磁感应场强为1.0T，分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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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Ф3mm棒介质，分选的矿浆重量浓度30％，转环转速为120rpm。强磁选后，取样检测，检

测条件及结果如下表4所示。

[0059] 强磁选后检测结果                表4

[0060]

[0061] 综合以上检测结果，对高压辊磨的后，经直线振动筛Ⅰ进行湿式筛分后的筛下产品

在设定的工艺条件下进行弱磁强磁选后，可以有效抛尾23.78％的尾矿，其TFe品位只有

5.99％；弱磁精矿与强磁选精矿混合后的精矿TFe品位为36.34％，比入选的原矿品位提高

7.25个百分点。总结检测结果见表5。

[0062] 弱磁-强磁抛尾后检测结果         表5

[0063]

[0064]

[0065] D、弱磁选机的精矿和强磁选机的精矿混合后进入后续的球磨选别作业，完成复合

贫铁矿石的预选；

[0066] E、强磁选机的尾矿进入直线振动筛Ⅱ脱水至筛上产品的固体浓度不低于85％后，

由胶带机运输至堆场作为建材产品，筛下矿浆进入尾矿库。直线振动筛Ⅱ的筛网间隙为

0.5mm。

[0067] 若安徽霍丘周集铁矿设计的年处理量为500万t，则每年磨前抛尾的118.9万t，每

年节电2140.2万kWh，每年节省钢球130t，相当于年节约经营成本2150万元。此外抛弃粗粒

尾矿经直线振动筛Ⅱ脱水，筛上物占尾矿总量的70％，其固体浓度达到85％，可作为建筑材

料(黄砂)出售，减少了进入尾矿库的尾矿量，达到的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可见本实施例的一

种复合贫铁矿石预选生产系统达到了节能减排的效果。

[0068] 实施例2

[0069] 实施例1的步骤B中，由于高压辊磨机的排矿产品为饼状物料，直接进入直线振动

筛Ⅰ进行湿式筛分，由于振动筛没有将物料打散的作用，饼状物料很难筛分，致使整个生产

工艺生产效率不高。

[0070] 本实施例的一种复合贫铁矿石预选生产系统，工艺步骤同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

于：为了提高整个工艺的生产效率，饼状物料先通过湿式高效打散机打散。

[0071] 本实施例的一种复合贫铁矿石预选生产系统中所用湿式高效打散机，如图2所示，

包括筒体7、动力装置和传动装置，所述动力装置固定在地面上，包括电机1、减速机2和联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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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3，呈连续式传动连接；所述筒体7包括进料端8和出料端9，呈进料端8在上、出料端9在下

的倾斜式设置；筒体7外壁设置齿圈罩6，如图4所示，内壁衬橡胶衬板14，延橡胶衬板14内圈

周线固定导料板15；所述传动装置包括大齿轮装配5和与大齿轮装配5啮合连接的小齿轮装

配4；所述减速机2通过联轴器3与小齿轮装配4以及大齿轮装配5传动连接；大齿轮装配5与

齿圈罩6配合使用。

[0072] 本实施例的一种复合贫铁矿石预选生产系统，处理高压辊磨机饼状排矿产品的湿

式高效打散机中筒体1、动力装置和传动装置的配合作用，由电机1通过联轴器3、减速机2联

接小齿轮装配4带动铆固在筒体上的大齿轮装配5，从而带动筒体7转动；高压辊磨机饼状产

品进入筒体7内后，加入适量的水，圆筒内有橡胶衬板14，衬板上有导料板15，因筒体7的倾

斜式旋转，导料板15随着筒体7的旋转不断的将物料升起和抛落，同时导料板15很快的将水

送向筒内，以使物料在筒体内的横断面上较均匀的分布撒落，物料在导料板15和抛落过程

中逐渐向出料端移动，直至排出筒体7，完成整个浸泡和打散过程；为后续直线振动筛Ⅰ进行

湿式筛分打下良好的基础。

[0073] 其它不同之处在于：高压辊磨机的辊面压力5Pa；磁选机的磁场强度为218kA/m。

[0074] 经过测算，本实施例的一种复合贫铁矿石预选生产系统相对于实施例1，由于应用

了湿式高效打散机，能提高生产效率20％。

[0075] 本实施例的一种复合贫铁矿石预选生产系统，包括高压辊磨机、湿式高效打散机、

直线振动筛Ⅰ、弱磁选机、强磁选机和直线振动筛Ⅱ，并依次呈生产流水线按工艺顺序分布。

[0076] 实施例3

[0077] 本实施例的一种复合贫铁矿石预选生产系统，工艺步骤同实施例2，不同之处在

于：如图3所示，所使用的湿式高效打散机还包括托轮装置12和挡轮装置10；所述托轮装置

12固定在地面上，为转轴式滚动轴承托轮组，包括4个托轮和2个转轮13，分为前后对称的两

组，每组又呈转轮13在中、托轮在转轮13两侧左右对称设置，转轮13与筒体7左右两部分外

壁设置的滚圈16转动连接，来承受整个旋转体和物料的重量，托轮13和转轮13的对称式配

合使用，结构简单、维修方便，磨擦阻力更小；所述挡轮装置10为锥面挡轮装置，锥面角度≤

2度，与筒体的倾斜角度一致，设置在左侧的2个转轮13之间，避免旋转体的轴向位置难以确

定时，用以限制筒体7在旋转中的轴向窜动；电机1为变频电机，变频调速，可调整筒体7转速

和物料运行速度，能有效控制打散效果；所述导料板15为螺旋导料板，使水和物料在浸泡和

摔落中矿浆流运行稳定、料饼分解快；所述齿圈罩6为半封闭结构，便于观察弹簧板的工作

情况，并有利于齿圈的散热；大齿轮装配5用弹簧板安装在筒体7上，弹簧板起到缓冲重力的

作用，避免大齿轮装配和小齿轮装配的硬啮合，提高其使用寿命；大齿轮装配5齿轮啮合处

设置观察孔，可检视齿面的啮合情况和齿面的甘油润滑；所述滚圈16为硬质橡胶材料制作，

硬质橡胶滚圈避免金属间的接触，既起到缓冲左右，又降低了摩擦阻力。

[0078] 其它不同之处在于：高压辊磨机的辊面压力3MPa；磁选机的磁场强度为238.85kA/

m。

[0079] 本实施例的一种复合贫铁矿石预选生产系统相对于实施例2，由于改进了湿式高

效打散机，能提高生产效率28％。

[0080] 本实施例的一种复合贫铁矿石预选生产系统，包括高压辊磨机、湿式高效打散机、

直线振动筛Ⅰ、弱磁选机、强磁选机和直线振动筛Ⅱ，并依次呈生产流水线按工艺顺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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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以上示意性地对本发明创造及其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该描述没有限制性。所以，

如果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受其启示，在不脱离本创造宗旨的情况下，不经创造性的设计

出与该技术方案相似的结构方式及实施例，均应属于本专利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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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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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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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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