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510969133.4

(22)申请日 2015.12.2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709884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6.29

(30)优先权数据

2014-259383 2014.12.22 JP

(73)专利权人 川崎重工业株式会社

地址 日本兵库县

(72)发明人 时冈信雄　安藤文典　笠井大辅　

宫川伸一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集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227

代理人 李洋　青炜

(51)Int.Cl.

B02C 15/04(2006.01)

(56)对比文件

JP H03254842 A,1991.11.13,

JP H03254842 A,1991.11.13,

JP S614549 A,1986.01.10,

CN 205599248 U,2016.09.28,权利要求1-

4.

JP 2014091109 A,2014.05.19,

CN 202621230 U,2012.12.26,

CN 101125306 A,2008.02.20,

CN 102784694 A,2012.11.21,

CN 102302968 A,2012.01.04,

审查员 刘振

 

(54)发明名称

立式辊磨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即使被供给到旋转台的

粉碎面上的原材料的层厚度发生变化，仍然能够

根据层厚度的变化而自动调整刮板的高度位置

的立式辊磨机。该立式辊磨机包括具有粉碎面的

旋转台、在与粉碎面之间咬入原材料以粉碎原材

料的粉碎辊(3)和调整被供给到粉碎辊(3)的原

材料的层厚度的刮板(13)。刮板(13)包括在旋转

台的粉碎面的上方分离设置的刮板本体(15)、使

刮板本体(15)能够在远离粉碎面的方向上移动

的可移动化部件(16)和对刮板本体(15)在远离

粉碎面的方向上的移动赋予阻力的阻力赋予部

件(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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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立式辊磨机，其特征在于：

包括：

旋转台，具有粉碎面；

粉碎辊，在与粉碎面之间咬入原材料以粉碎原材料；以及

刮板，调整被供给到所述粉碎辊的所述原材料的层厚度，

所述刮板包括：

刮板本体，被分离设置在所述粉碎面的上方；

可移动化部件，使所述刮板本体能够在远离所述粉碎面的方向上移动；以及

阻力赋予部件，对所述刮板本体在远离所述粉碎面的方向上的移动赋予阻力，

所述刮板本体具有与所述原材料接触的接触面，

所述接触面在所述刮板本体的静止状态下朝向斜下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立式辊磨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可移动化部件构成为以可使所述刮板本体围绕水平轴线摇动的方式悬挂着该刮

板本体。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立式辊磨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刮板本体的所述接触面在所述刮板本体的静止状态下相对于垂直面形成15度～

75度的角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立式辊磨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阻力赋予部件具有朝向下方对所述刮板本体施力的重物。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立式辊磨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重物为其重量可调整。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立式辊磨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刮板还具有用于限制所述刮板本体的可动作范围的可动作范围限制部件。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立式辊磨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可动作范围限制部件构成为可调整所述刮板本体的最低位置以及最高位置。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立式辊磨机，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设置在所述可移动化部件的周围的防尘外壳。

9.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立式辊磨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接触面形成为下部的厚度比其上部厚。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5709884 B

2



立式辊磨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使原材料咬入粉碎辊与旋转台之间以粉碎原材料的立式辊磨机。

背景技术

[0002] 至今为止，使原材料咬入多个粉碎辊与旋转台之间以粉碎原材料的立式辊磨机被

用于粉碎烧结块、熔渣等。在立式辊磨机中，由烧结块、熔渣等构成的原材料经由原材料投

入斜槽而被供给到旋转台的中央部之上，旋转台被驱动为围绕垂直旋转轴线而旋转。

[0003] 被供给到旋转台的中央部之上的原材料通过由旋转台的旋转而产生的离心力而

向半径方向的外侧移动，并被供给到形成在旋转台的环状粉碎面上。

[0004] 并且，在辊磨机壳体内部的旋转台上方设置有分离器，比理想的粒度(粒径)粗的

原材料(粗粉末)被分离器分粒之后，回流到旋转台的中央部之上。回流到旋转台的中央部

之上的原材料(粗粉末)通过旋转台的离心力，而与原材料投入斜槽所投入的原材料一起被

供给到旋转台的粉碎面上。

[0005] 被供给到旋转台的环状粉碎面上的原材料因旋转台的旋旋转作而旋转移动，从而

被咬入多个粉碎辊与旋转台之间。多个粉碎辊中的每个粉碎辊通过具有油缸等的辊按压机

构而被弹性压向旋转台的粉碎面，被咬入粉碎辊与旋转台之间的原材料通过粉碎辊的按压

力而被粉碎。

[0006] 但是，在使用了立式辊磨机的水泥熔渣等的粉碎处理中，当旋转台的环状粉碎面

上的被粉碎的原材料的厚度(层厚度)变化时，粉碎辊因层厚度的变化而上下移动。在粉碎

辊产生上下移动时，由于会引起辊磨机整个振动，因此对辊磨机的稳定运转带来不良影响。

[0007]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在现有的立式辊磨机中，在粉碎辊的咬入侧设置有刮板。刮板

被设置在旋转台的粉碎面具有规定距离的上方，被固定在位于旋转台的上方的支撑梁上。

[0008] 在原材料被咬入粉碎辊与旋转台之间的间隙之前，通过刮板使原材料平整，以使

层厚度均匀，从而减轻因原材料的层厚度的变化而引起的粉碎时的粉碎机振动。

[0009] 【专利文献1】日本特开平3-174258号公报

[0010] 但是，被供给到旋转台的粉碎面上的原材料的层厚度因生产品种、生产数量、运转

参数(原材料投入量等)而变化，刮板具有对应于层厚度的最佳高度。

[0011] 不过，如上所述，由于现有的刮板被固定设置在旋转台的上方，因此为了改变其高

度，必须在辊磨机停止运转时进行该作业，而层厚度每变化一次，就需要暂时停止辊磨机以

对刮板高度进行调节，会造成辊磨机的运转效率下降。

发明内容

[0012] 鉴于上述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即使被供给到旋转台

的粉碎面上的原材料的层厚度发生变化，仍然能够根据层厚度的变化而自动调整刮板的高

度位置的立式辊磨机。

[0013] 为了解决上述课题，本发明的第1方面的立式辊磨机的特征在于，包括：旋转台，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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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粉碎面；粉碎辊，在与粉碎面之间咬入原材料以粉碎原材料；以及刮板，调整被供给到所

述粉碎辊的所述原材料的层厚度。所述刮板包括：刮板本体，被分离设置在旋转台的粉碎面

的上方；可移动化部件，使所述刮板本体能够在远离所述粉碎面的方向上移动；以及阻力赋

予部件，对所述刮板本体在远离所述粉碎面的方向上的移动赋予阻力。

[0014] 本发明的第2方面的特征在于，在第1方面的基础上，所述可移动化部件构成为以

可使所述刮板本体围绕水平轴线摇动的方式悬挂着该刮板本体。

[0015] 本发明的第3方面的特征在于，在第1或第2方面的基础上，所述刮板本体具有与所

述原材料接触的接触面，所述接触面在所述刮板本体的静止状态下朝向斜下方。

[0016] 本发明的第4方面的特征在于，在第3方面的基础上，所述刮板本体的所述接触面

相对于垂直面形成15度～75度的角度。

[0017] 本发明的第5方面的特征在于，在第1到第4方面的基础上，所述阻力赋予部件具有

朝向下方对所述刮板本体施力的重物。

[0018] 本发明的第6方面的特征在于，在第5方面的基础上，所述重物为其重量可调整。

[0019] 本发明的第7方面的特征在于，在第1到第6方面的基础上，所述刮板还具有用于限

制所述刮板本体的可动作范围的可动作范围限制部件。

[0020] 本发明的第8方面的特征在于，在第7方面的基础上，所述可动作范围限制部件构

成为可调整所述刮板本体的最低位置以及最高位置。

[0021] 本发明的第9方面的特征在于，在第1到第8方面的基础上，还包括：设置在所述可

移动化部件的周围的防尘外壳。

[0022] 本发明的第10方面的特征在于，在第1到第9方面的基础上，所述刮板本体具有与

所述原材料接触的接触面，所述接触面形成为下部的厚度比其上部厚。

[002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即使被供给到旋转台的粉碎面上的原材料的层厚度

发生变化，仍然能够相应于层厚度的变化而自动调整刮板的高度位置的立式辊磨机。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示出了本发明的一实施方式所涉及的立式辊磨机的概要结构的纵向剖面

图。

[0025] 图2为用于说明图1所示的立式辊磨机中的可移动式刮板的设置的平面图。

[0026] 图3为示出了图1所示的立式辊磨机中的可移动式刮板的主视图。

[0027] 图4为示出了图1所示的立式辊磨机中的可移动式刮板的侧视图。

[0028] 图5为用于说明图1所示的立式辊磨机中的可移动式刮板的动作的侧视图。

[0029] 图6为用于说明图1所示的立式辊磨机中的可移动式刮板的动作的其它侧视图。

[0030] 图7为示出了图1所示的立式辊磨机中的可移动式刮板的防尘外壳的立体图。

[0031] 图8为用于说明图1所示的立式辊磨机中的可移动式刮板的作用的示意图。

[0032] 图9为用于说明现有的立式辊磨机的固定式刮板的作用的示意图。

[0033] 附图标记说明

[0034] 1立式辊磨机；2旋转台；2a旋转台的粉碎面；3粉碎辊；4辊按压机构；5旋转台的旋

转驱动源；6旋转台的减速器；7辊磨机壳体；8

[0035] 原材料投入斜槽；9分离器；10分离器驱动装置；11漏斗状部件(内锥体)；12回收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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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13刮板；14支撑梁；15刮板本体；15a原材料接触面；16可移动化部件；17阻力赋予部件；

18回旋轴；19轴承；20可移动支撑部件；21重物(阻力赋予部件)；22螺钉(用于固定重物)；23

可动作范围限制部件；24第一止挡部件；24a螺钉支撑片；24b止挡螺钉；24c螺钉固定螺母；

25第二止挡部件；25a螺钉支撑片；25b止挡螺钉；25c螺钉固定螺母；26防尘外壳；100现有的

刮板；101现有的刮板的刮板本体；102现有的刮板的固定支撑部件；103现有的刮板的固定

螺钉；D刮板本体的下端与旋转台的粉碎面之间的间距；L0旋转台的旋转轴线；T原材料的层

厚度。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以下，参照附图对本发明的一实施方式所涉及的立式辊磨机进行说明。

[0037] 如图1所示，本实施方式所涉及的立式辊磨机1包括原材料被供给到其上表面的中

央部的旋转台2和在与旋转台2之间咬入原材料以粉碎原材料的多个粉碎辊3(在本例子中

为3个)。旋转台2被驱动为围绕垂直旋转轴线L0旋转。

[0038] 在以旋转台2的垂直旋转轴线L0为中心的虚拟圆周上以相等角度的间隔设置有多

个粉碎辊3。多个粉碎辊3的每一个粉碎辊通过具有油缸等驱动源的辊按压机构4而被压向

图2所示的旋转台2的环状粉碎面2a。

[0039] 立式辊磨机1包括旋转台2的旋转驱动源5以及减速器6，在减速器6的上方设置有

旋转台2。

[0040] 旋转台2以及粉碎辊3被辊磨机壳体7包覆。向旋转台2供给原材料是经由贯穿辊磨

机壳体7所设置的原材料供给斜槽8而进行的。在本例子中，原材料供给斜槽8沿着旋转台2

的垂直旋转轴线L0延伸。

[0041] 在旋转台2的上方设置有分离器9。因离心力而从旋转台2向半径方向的外侧排放

的原材料中被粉碎为比规定的粒度(粒径)细的原材料被热风吹起，而被送到分离器9，其

中，该热风是经由热风导管(无图示)而被供给到辊磨机壳体7的内部的。

[0042] 分离器9通过由马达等构成的分离器驱动装置10驱动而旋转，由热风吹起的原材

料中只是比理想的粒度(粒径)细的原材料(细粉末)从设置在辊磨机壳体7的上部的细粉末

排出导管(无图示)中排出，而比理想的粒度(粒径)粗的原材料(粗粉末)被分离器9分粒，经

由漏斗状部件(内锥体)11返回到旋转台2上，被粉碎辊3和旋转台2咬入而被再次粉碎。

[0043] 立式辊磨机1包括用于对由伴随旋转台2的旋转的离心力而排放到旋转台2的周围

的原料中没有被热风吹起的原材料进行回收的回收壳体12。回收壳体12具有比旋转台2大

的外径，整体上形成为环状。由回收壳体12回收的原材料经由外部循环线(无图示)返回到

旋转台2上而被再次粉碎。

[0044] 如图2所示，本实施方式所涉及的立式辊磨机1包括3个粉碎辊3，每个粉碎辊3设置

有用于调整供给到粉碎辊3的原材料的层厚度的刮板13。刮板13设置在被设置于辊磨机壳

体7的内部的支撑梁14。

[0045] 图3以及图4放大示出刮板13，刮板13包括刮板本体15、可移动化部件16以及阻力

赋予部件17(图4)，所述刮板本体15分离设置在旋转台2的粉碎面2a的上方，所述可移动化

部件16用于在粉碎面2a上的原材料接触到刮板本体15时，能够使刮板本体15在远离粉碎面

2a的方向上移动，所述阻力赋予部件17用于对刮板本体15在远离粉碎面的方向上的移动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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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阻力。

[0046] 可移动化部件16构成为以可使刮板本体15围绕水平轴线摇动的方式悬挂着该刮

板本体。即，可移动化部件16具有在水平方向延伸的回旋轴18，回旋轴18由设置在支撑梁14

的轴承19可回旋地支撑。在回旋轴18设置有在上下方向上延伸的多个可移动支撑部件20，

可移动支撑部件20能够围绕回旋轴18摇动。在可移动化部件20的下端设置有刮板本体15，

刮板本体15能够与可移动支撑部件20一起摇动。

[0047] 如图4所示，刮板本体15的与原材料接触的接触面15a在刮板本体15的静止状态

(位于最低位置的状态)下朝向斜下方。更具体而言，刮板本体15的接触面15a相对于垂直面

形成15度～75度，优选形成45度的角度。考虑到与原材料之间的接触而造成的磨损，使刮板

本体15的接触面15a形成为下部的厚度比上部厚。

[0048] 刮板13的阻力赋予部件17具有朝向下方对刮板本体15施力的重物21。重物21通过

螺钉22而装卸自如地安装在可移动支撑部件20的下端部。多块板重叠构成重物21，能够通

过改变板的数目、种类来调整重物21的重量。

[0049] 刮板13还具有用于限制刮板本体15的可动作范围的可动作范围限制部件23。可动

作范围限制部件23具有用于规定刮板本体15的最低位置的第一止挡件24和用于规定刮板

本体15的最高位置的第二止挡件25。

[0050] 第一止挡件24具有设置在支撑梁14的上表面的螺钉支撑片24a、被旋入形成在螺

钉支撑片24a的螺钉孔中的止挡螺钉24b和用于以可拆开的方式固定止挡螺钉24b的螺钉固

定螺母24c。

[0051] 止挡螺钉24b的顶端部在图4所示的可移动支撑部件20的静止状态下抵接到位于

比回旋轴18靠上方的位置的可移动支撑部件20的上端部。因此，可移动支撑部件20在围绕

回旋轴18的图4中逆时针方向进行的旋转动作受到限制。

[0052] 能够通过松开螺钉固定螺母24c，调整止挡螺钉24b的突出量，来调整可移动支撑

部件20在图4的逆时针方向进行的旋转动作的限制位置。因此，能够调整刮板本体15的最低

位置。

[0053] 在本例子中，如图4所示，当可移动支撑部件20的上半部为朝向垂直方向的状态

时，止挡螺钉24b的顶端抵接到可移动支撑部件20的上端部，可移动支撑部件20静止。因此，

当可移动支撑部件20静止的状态时，刮板本体15的接触面15a相对于垂直面在粉碎辊3侧形

成15度～75度，优选形成45度的角度。

[0054] 第二止挡件25具有设置在支撑梁14的下表面的螺钉支撑片25a、被旋入形成在螺

钉支撑片25a的螺钉孔中的止挡螺钉25b和用于以可拆开的方式固定止挡螺钉25b的螺钉固

定螺母25c。

[0055] 如图5所示，刮板本体15因与原材料的接触而被推起，在可移动支撑部件20围绕回

旋轴18在图4的顺时针方向上旋转时，位于比回旋轴18靠下方的可移动支撑部件20的中央

部抵接到止挡螺钉25b的顶端部。因此，可移动支撑部件20在围绕回旋轴18的图4中顺时针

方向进行的旋转动作受到限制。

[0056] 能够通过松开螺钉固定螺母25c，调整止挡螺钉25b的突出量，来调整可移动支撑

部件20在图4的顺时针方向进行的旋转动作的限制位置。因此，能够调整刮板本体15的最高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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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另外，即使万一下侧的止挡螺钉25b以及螺钉支撑片25a因原材料的按压力而发生

破损，由于可移动支撑部件20抵接到支撑梁14，也能在该抵接位置停止，如图6所示。因此，

能够确实地防止刮板13的可移动部分(例如，重物21)与粉碎辊3接触。

[0058] 在刮板13的可移动化部件16(18、19)的周围设置有图7所示的防尘外壳26。能够通

过设置防尘外壳26，来阻止刮板13的回旋轴18周围的灰尘的付着，从而防止刮板13的动作

不良。

[0059] 其次，通过与现有的刮板进行比较，说明本实施方式的立式辊磨机1的刮板13的作

用。

[0060] 如图9所示，在粉碎辊3的咬入侧，现有的刮板100的刮板本体101经由固定支撑部

件102而由固定螺钉103被固定设置着。在该固定式的刮板100中，刮板本体101的下端与旋

转台2的粉碎面2a之间的间距D始终固定不变。即，即使刮板100的上游侧的原材料的层厚度

T发生变化，刮板本体101的下端与旋转台2的粉碎面2a之间的间距D也不会发生变化。

[0061] 而在本实施方式的立式辊磨机1的刮板13中，如图8所示，刮板本体15通过可移动

支撑部件20以围绕回旋轴18可摇动的方式被悬挂着。因此，当刮板15被伴随着旋转台2的旋

转而移动的原材料按压且该按压力大于重物21所产生的阻力时，刮板15与可移动支撑部件

20一起围绕回旋轴18旋转。该旋转动作使得刮板15的下端与旋转台2的粉碎面2a之间的间

距D增大。

[0062] 即，在本实施方式的立式辊磨机1的刮板13中，刮板13的上游侧的原材料的层厚度

T的增加，会造成可移动支撑部件20以及刮板本体15的围绕回旋轴18的角度的位移量增大，

从而使得刮板15的下端与旋转台2的粉碎面2a之间的间距D进一步增大。

[0063] 如上所述，根据本实施方式的立式辊磨机1，刮板15的下端与旋转台2的粉碎面2a

之间的间距D随着刮板13的上游侧的原材料的层厚度T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刮板本体15的

高度位置被自动地调整为对应于原材料的层厚度的最佳位置。

[0064] 并且，在本实施方式的立式辊磨机1中，刮板本体15的原材料接触面15a倾斜于垂

直面，使得原材料被原材料接触面15a按向旋转台2的粉碎面2a的方向，从而被压缩。该原材

料接触面15a对原材料的压缩作用使得含在原材料内部的一部分空气排出。该原材料的脱

气以及固结作用，能够使粉碎辊3对原材料的粉碎作业更稳定，从而提高粉碎效率。

[0065] 优选将刮板15的原材料接触面15a相对于垂直面的倾斜角度设定为在能够得到上

述的原材料的脱气以及固结效果的同时，能够保证为了充分确保刮板15的可移动范围而进

行调整的调整范围。

[0066] 另外，在上述实施方式中，说明了具有3个粉碎辊3的立式辊磨机1，在本发明中，并

不限定粉碎辊的个数，即可以是4个，也可以是多于4个。

[0067] 并且，在上述实施方式中，将重物21用作了刮板13的阻力赋予部件17，但是也可以

代替它，使用弹簧部件、空气缓冲器等弹性部件。

[0068] 并且，在上述实施方式中，使用了弯曲形状的可移动支撑部件20，但是也可以代替

它，使用笔直形状的可移动支撑部件，使静止状态下的刮板本体15的原材料接触面15a朝向

垂直方向。

[0069] 即使在使用这种构成的情况下，由于来自原材料的按压力使得刮板本体15与可移

动支撑部件一起旋转，刮板本体15的原材料接触面15a倾斜于垂直面，因此也能够有望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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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原材料接触面15a对原材料的压缩作用而带来的原材料的脱气以及固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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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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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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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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