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0509608.0

(22)申请日 2018.04.11

(73)专利权人 桂林欣新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 541299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灵川

县桂建路2号

(72)发明人 易辉润　赖盛光　

(74)专利代理机构 桂林市华杰专利商标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 45112

代理人 周雯

(51)Int.Cl.

B02C 15/02(2006.01)

B02C 23/22(2006.01)

B07B 7/083(2006.01)

B07B 11/06(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摆式全能磨粉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摆式全能磨粉机，包

括磨粉机主机、分级机，分级机安装在磨粉机主

机上部；磨粉主机包括筒体、中心旋转主轴和磨

辊装置，筒体安装在底座上；筒体内为磨粉室，中

心旋转主轴穿设在磨粉室与底座中央；中心旋转

主轴下端伸出底座与动力机构连接，上端安装梅

花架，中下端安装铲刀架；梅花架上均匀分布2组

以上的横担轴；铲刀架上安装铲刀架下座，铲刀

架下座上安装铲刀；磨辊装置的上端通过横担轴

安装在梅花架上；筒体为双层筒体，内外筒间的

空隙设为风道；该磨粉机研磨效率高，单位能耗

低，整机性能稳定，使用寿命长，可加工粒径范围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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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摆式全能磨粉机，包括磨粉主机和分级机；

所述磨粉主机，包括筒体、中心旋转主轴和磨辊装置，筒体安装在底座上，筒体壁上设

有进料口；所述筒体内为磨粉室，中心旋转主轴穿设在磨粉室与底座中央；中心旋转主轴下

端伸出底座与动力机构连接，中心旋转主轴上端安装梅花架，梅花架上均匀分布2组以上的

横担轴；所述磨辊装置包括磨辊、磨辊轴和磨辊套；磨辊轴的上端通过横担轴安装在梅花架

上，磨辊轴下端套有磨辊；底座内腔上部固接有与所述磨辊配合以实现物料粉碎的磨环；底

座内腔位于磨环和中心旋转主轴之间的腔段为铲料腔，铲料腔内设有固接于中心旋转主轴

的铲刀；

所述分级机，包括分级壳体、分级叶轮、出粉室和主轴，所述分级壳体内为分级室，所述

分级室上方为出粉室，出粉室设有出粉口，主轴穿设在出粉室与分级室中央，主轴从出粉室

上方伸出与动力机构连接；所述分级叶轮位于分级室内且固装在主轴下部，所述分级叶轮

的上层钢板为一窄边法兰，出粉室的下端面设有与所述法兰适配的密封槽；

所述分级机的分级壳体安装在磨粉主机筒体的上部；

其特征在于，所述筒体为双层筒体，内外层筒间的空隙设为风道；

所述的底座，中部设有四个分布均匀的进风孔，进风孔与铲料腔连通；

所述密封槽上开设有2个以上沿圆周均匀分布的减压孔，所述减压孔与一环圆气道连

通，所述环圆气道通过空气滤清器与大气相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摆式全能磨粉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进风孔为可调节风量

的进风孔，进风孔与铲料腔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摆式全能磨粉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进风孔为检修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摆式全能磨粉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磨辊与磨辊轴锥度配

合连成整体，并通过磨辊轴上的轴承固定于磨辊套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摆式全能磨粉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环圆气道为矩形环圆

气道。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摆式全能磨粉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分级叶轮为鼠笼式叶

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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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摆式全能磨粉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磨粉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摆式全能磨粉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公知的传统摆式磨粉机的工作原理是磨辊装置的磨辊在中心轴旋转产生的

离心力作用下向外紧紧地滚压在磨环上，由铲刀铲起的物料送到磨辊和磨环间形成研磨

区，物料在磨辊的碾压力下破碎成粉，然后由风机叶轮旋转产生的气流经过底座的风道吹

起研磨区的粉末到达分析机，达到细度要求的粉末通过分析机进入旋风收集器收集，达不

到要求的颗粒在重力的作用下落回研磨区重新研磨。这种传统结构的磨粉机可加工粒径范

围局限为80目至325目的粗细粉，如要生产细度更高的粉体，则需要价格高昂的分选设备，

极大提高了产品成本。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摆式全能磨粉机，该磨

粉机研磨效率高，单位能耗低，整机性能稳定，使用寿命长，可加工粒径范围广。

[0004] 实现本实用新型目的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摆式全能磨粉机，包括磨粉主机和分级机；

[0006] 所述磨粉主机，包括筒体、中心旋转主轴和磨辊装置，筒体安装在底座上，筒体壁

上设有进料口；所述筒体内为磨粉室，中心旋转主轴穿设在磨粉室与底座中央；中心旋转主

轴下端伸出底座与动力机构连接，中心旋转主轴上端安装梅花架，梅花架上均匀分布2组以

上的横担轴；所述磨辊装置包括磨辊、磨辊轴和磨辊套；磨辊轴的上端通过横担轴安装在梅

花架上，磨辊轴下端套有磨辊；底座内腔上部固接有与所述磨辊配合以实现物料粉碎的磨

环；底座内腔位于磨环和中心旋转主轴之间的腔段为铲料腔，铲料腔内设有固接于中心旋

转主轴的铲刀；

[0007] 所述分级机，包括分级壳体、分级叶轮、出粉室和主轴，所述分级壳体内为分级室，

所述分级室上方为出粉室，出粉室设有出粉口，主轴穿设在出粉室与分级室中央，主轴从出

粉室上方伸出与动力机构连接；所述分级叶轮位于分级室内且固装在主轴下部，所述分级

叶轮的上层钢板为一窄边法兰，出粉室的下端面设有与所述法兰适配的密封槽，

[0008] 所述分级机的分级壳体安装在磨粉主机筒体的上部；

[0009] 所述筒体为双层筒体，内外层筒间的空隙设为风道；

[0010] 所述的底座，中部设有四个分布均匀的进风孔，进风孔与铲料腔连通；

[0011] 所述密封槽上开设有2个以上沿圆周均匀分布的减压孔，所述减压孔与一环圆气

道连通，所述环圆气道通过空气滤清器与大气相通。

[0012] 所述进风孔为可调节风量的进风孔，进风孔与铲料腔连通。

[0013] 所述的进风孔为检修孔。

[0014] 所述磨辊与磨辊轴锥度配合连成整体，并通过磨辊轴上的轴承固定于磨辊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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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所述环圆气道为矩形环圆气道。

[0016] 所述分级叶轮为鼠笼式叶轮。

[0017] 分级叶轮由大量叶片与上、中、下三层钢板及轴套组焊而成，分级叶轮的上层钢板

的窄边法兰在密封槽内高速旋转产生的高压气流借设置的减压孔得以释放，形成阻隔区

层，阻挡粉尘大颗粒物从此处进入分级机内部，具有极强的密封作用。

[0018] 本实用新型与传统摆式磨粉机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0019] 1、由于底座无风道，增加了底座的强度与刚性，延长了整机的使用寿命；

[0020] 2、由于均匀有效的粉碎，动力损失少，能大幅度降低产品的单位功耗；

[0021] 3、由于采用研磨区域上方抽风形式双层筒体，在物料研磨时，物料层永远存在，极

大地提高了研磨效率，减少了振动；

[0022] 4、分级机采用小直径、高转速的涡轮和出粉口的密封槽减压孔的设计，彻底解决

了粉体过磨及有“尾巴”问题，成品粒度分布窄，可加工细度范围在80～1250目可任意调节；

[0023] 5、由于在双层筒体设置风道，风送系统是开路的，整机在负压下运行，车间环保卫

生。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实施例一种摆式全能磨粉机的整体结构剖示意图；

[0025] 图2为图1的A部放大示意图；

[0026] 图3为分级机的整体结构剖示意图；

[0027] 图4为图1的B部放大示意图；

[0028] 图中：1.减速机   2.联轴器   3.中心旋转主轴   4.进风孔   5.铲刀架   6.进料口  

7.  磨粉室   8.梅花架   9.筒体   10.风道   11.横担轴   12.磨辊轴   13.磨辊套   14.底

座   15.磨环   16.磨辊   17.铲刀   18.铲刀架下座   19.空气滤清器   20.减压孔   21.出

粉室   22 .电机   23 .出粉口   24 .环圆气道   25 .分级壳体   26 .密封槽   27 .分级叶轮  

28.主轴   29.轴套   30钢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阐述，但不是对本实用新型的限

定。

[0030] 实施例：

[0031] 如图1、图2、图3和图4所示，一种摆式全能磨粉机，包括磨粉主机、分级机；

[0032] 所述磨粉主机，包括筒体9、中心旋转主轴3和磨辊装置，筒体9安装在底座14上，筒

体9壁上设有进料口6；所述筒体9内为磨粉室7，中心旋转主轴3穿设在磨粉室7与底座14中

央；中心旋转主轴3下端伸出底座14通过联轴器2与动力机构减速机1连接，中心旋转主轴3

上端安装梅花架8，梅花架8上均匀分布2组以上的横担轴11；所述磨辊装置包括磨辊16、磨

辊轴12和磨辊套13；磨辊轴12的上端通过横担轴11安装在梅花架8上，磨辊轴12下端套有磨

辊16；底座14内腔上部固接有与所述磨辊16配合以实现物料粉碎的磨环15；底座14内腔位

于磨环15和中心旋转主轴3之间的腔段为铲料腔，铲料腔内设有固接于中心旋转主轴3的铲

刀17；中心旋转轴3上还安装铲刀架5；铲刀架5上安装铲刀架下座18，铲刀17安装在铲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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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座18上；

[0033] 所述分级机，包括分级壳体25、分级叶轮27、出粉室21和主轴28，所述分级壳体25

内为分级室，所述分级室上方为出粉室21，出粉室21设有出粉口23，主轴28穿设在出粉室21

与分级室中央，主轴28从出粉室21上方伸出与动力机构电机22连接；所述分级叶轮27位于

分级室内且固装在主轴28下部，所述分级叶轮27的上层钢板为一窄边法兰，出粉室21的下

端面设有与所述法兰适配的密封槽26，

[0034] 所述分级机的分级壳体25安装在磨粉主机筒体9的上部；

[0035] 所述筒体9为双层筒体，内外层筒间的空隙设为风道10；

[0036] 所述的底座14，中部设有四个分布均匀的进风孔4，进风孔4也作为检修时的检修

孔。

[0037] 所述磨辊16与磨辊轴12锥度配合连成整体，并通过磨辊轴12上的轴承固定于磨辊

套13内。

[0038] 所述密封槽26上开设有2个以上沿圆周均匀分布的减压孔20，所述减压孔20与一

环圆气道24连通，所述环圆气道24通过空气滤清器19与大气相通。

[0039] 所述进风孔4为可调节风量的进风孔。

[0040] 所述环圆气道24为矩形环圆气道。

[0041] 所述分级叶轮27为鼠笼式叶轮。

[0042] 所述分级叶轮27为鼠笼式叶轮。分级叶轮由大量叶片与上、中、下三层钢板30及轴

套29组焊而成，三层钢板30均为以主轴28中心线为中心的环形平板，四根径向连接件连接

中层钢板与轴套29，分级叶轮27的分级叶片上端与上层钢板固接、下端与下层钢板固接，各

分级叶片的叶片平面垂直于水平面、与径向平面所成斜角为2°～22°，分级叶片径向长度为

50mm～70mm； 分级叶轮27的分级叶片部分的外形为圆柱体。

[0043] 所述分级叶轮27在密封槽内高速旋转产生的高压气流借减压孔得以释放，形成阻

隔区层，阻挡粉尘大颗粒物从此处进入分级机内部，具有极强的密封作用。

[0044] 本磨粉机的工作流程为：物料经破碎机破碎成小于10mm的物料，由提升机送至储

料斗，再由皮带给料机定量、均匀通过进料口6送入主机内进行研磨。由于底座取消了风道，

将风道10设置于双层筒体内，使物料在被研磨时处于堆积状态，料层为多层，从而极大提高

研磨效率；同时，由分级叶轮27旋转产生的高压大流量气流与粉碎的粉体混合成高浓度气

流被吸入主机上部的分级机进行分选。细度未达到成品粒径的粉粒重新落入主机内研磨，

细度达到成品粒径的成品随气流从出粉口排出，净化后的气流排入大气，整个风送系统是

开路的，系统气流均在负压下流动，车间环保污染少。可加工粒径范围为80目至1250目。采

用此技术方案，由于风道10位于双层筒体上、分级涡轮直径小、转速高以及出粉口23、密封

槽26、减压孔20的作用，更容易得到高目数的微细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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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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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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