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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混合骨料预筛分后选择性

破碎制砂工艺，具有原料下料步骤、原料输送步

骤、振动给料步骤、筛分步骤和破碎步骤，在破碎

步骤中具有一号破碎机和二号破碎机，一号破碎

机和二号破碎机为立轴冲击式破碎机；原料经原

料下料步骤输出后依次经原料输送步骤、振动给

料步骤、筛分步骤和破碎步骤中，破碎的粗料与

原料下料步骤的原料再由原料输送步骤输出进

行循环操作；筛分步骤中处于最上面的筛网筛选

出的粗料下落至破碎步骤中一号破碎机的瀑落

入料口中。与现有技术相比，原料要经筛分后再

破碎，破碎后再筛分和破碎，构成一个闭环系统，

降低了破碎能耗，破碎效果佳，并根据不同粒径

的原料实现低转速破碎和高速破碎的选择，大大

提高破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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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混合骨料预筛分后选择性破碎制砂工艺，具有原料下料步骤、原料输送步骤、振

动给料步骤、筛分步骤和破碎步骤，原料下料步骤中原料经原料仓下料至原料输送皮带机

输出，在原料输送步骤中物料经物料输送皮带输送至提升斗，提升斗倒出物料至振动给料

步骤中的振动给料器内，经振动给料器下料至筛分步骤中振动筛内，物料通过振动筛上自

上而下依次叠放且过筛孔由上而下递减的若干个筛网进行依次筛选，筛选后细料由振动筛

底面输出，粗料由筛网输出转至破碎步骤，破碎步骤中具有破碎机；其特征在于：原料经原

料下料步骤输出后依次通过原料输送步骤、振动给料步骤至筛分步骤中进行预筛分，预筛

分后转至破碎步骤内破碎，破碎后其粒径符合要求的碎料当作成品输出，其粒径不符合要

求的碎料与原料下料步骤输出的原料一同由原料输送步骤输送至振动给料步骤中，如此循

环操作；

在上述破碎步骤中，破碎机具有一号破碎机和二号破碎机，一号破碎机和二号破碎机

均为具有中心进料口和瀑落入料口的立轴冲击式破碎机，且一号破碎机为低转速破碎机，

二号破碎机为高转速破碎机；

在上述筛分步骤中，处于最上面的筛网筛选出遗留在该筛网上的粗料下落至破碎步骤

中一号破碎机的瀑落入料口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合骨料预筛分后选择性破碎制砂工艺，其特征在于：上

述筛分步骤中，所述筛网设置有四个，四筛网自上而下依次叠放在一起，且四筛网均呈向下

倾斜设置，四筛网自上而下依次分为第一筛网、第二筛网、第三筛网和第四筛网，上述第一

筛网的网孔为38mm，上述第二筛网的网孔为18mm，上述第三筛网的网孔为4.75mm，上述第四

筛网的网孔为2.5mm。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混合骨料预筛分后选择性破碎制砂工艺，其特征在于：四

筛网的下端端部均具有一供物料输送的送料管，四送料管对应第一筛网、第二筛网、第三筛

网和第四筛网一一分为第一送料管、第二送料管、第三送料管和第四送料管，第一送料管上

安装有调节第一送料管导通面积大小的调节阀，且第一送料管的输出端与瀑落入料口上下

相承接；第二送料管的输出端连通有具有一个入料口和二个出料口的分料斗，分料斗内设

有控制其一出料口导通、另一出料口截止的手动切换阀门；分料斗的其一出料口与破碎步

骤中一号破碎机的中心进料口相导通，分料斗的另一出料口与破碎步骤中二号破碎机的瀑

落入料口相导通；第三送料管的输出端与二号破碎机的中心进料口相导通,第四送料管的

输出端与二号破碎机的瀑落入料口相导通，且第三送料管和第四送料管上均安装有控制出

料量的调节阀。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混合骨料预筛分后选择性破碎制砂工艺，其特征在于：上

述筛分步骤中，所述第四筛网的输出端还连通有一第五送料管，上述第五送料管上安装有

调节阀，且上述第五送料管的输出端与上述振动筛的底面输出的物料共同与石粉混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合骨料预筛分后选择性破碎制砂工艺，其特征在于：上

述原料下料步骤中的原料仓和原料输送皮带机共同处于上述破碎步骤中一号破碎机的正

上方，上述破碎步骤中一号破碎机和二号破碎机左右并排设置，且一号破碎机处于二号破

碎机的右侧，上述原料下料步骤中原料输送皮带机沿左右方向横卧延伸设置，且原料输送

皮带机的输出端处于一号破碎机的右侧外，上述原料输送步骤中物料输送皮带的左部处于

一号破碎机的输出端和二号破碎机的输出端正下方，物料输送皮带的右部处于原料输送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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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机的输出端正下方，且上述原料输送皮带机的输出端安装有承接原料输送皮带机输出端

原料的导料管，上述导料管呈竖立设置，上述导料管的下端端部处于物料输送皮带的右端

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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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混合骨料预筛分后选择性破碎制砂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制砂工艺，特别涉及一种混合骨料预筛分后选择性破碎制砂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日前市场上的建筑用骨料如石子和干砂，其中石子在不同的使用场合

下也存在不同的粒径即配，如用于沥青混凝土或高性能混凝土的石子粒径和用于非沥青铺

路用的石子粒径均级配不同，现有的制砂工艺均是采用原材料直接进入立轴破碎机直接单

台整形制砂，破碎完再进行筛分，筛分后再将细料输送至成品仓，粗料再输送至破碎机内破

碎，破碎完再进行筛分，如此循环操作。然而，在原料属于非单一级配料时，因原料的粒径覆

盖范围大，在进入破碎时直接产生过渡破碎(高速破碎)或低破碎(低速破碎)，因而无法达

到理想的破碎制砂效果，且产生无效能耗。

[0003] 有鉴于此，本案发明人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遂有本案产生。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破碎效率高，低能耗的混合骨料预筛分后选择性破碎

制砂工艺。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这样的技术方案：

[0006] 一种混合骨料预筛分后选择性破碎制砂工艺，具有原料下料步骤

[0007] 、原料输送步骤、振动给料步骤、筛分步骤和破碎步骤，原料下料步骤中原料经原

料仓下料至原料输送皮带机输出，在原料输送步骤中物料经物料输送皮带输送至提升斗，

提升斗倒出物料至振动给料步骤中的振动给料器内，经振动给料器下料至筛分步骤中振动

筛内，物料通过振动筛上自上而下依次叠放且过筛孔由上而下递减的若干个筛网进行依次

筛选，筛选后细料由振动筛底面输出，粗料由筛网输出转至破碎步骤，破碎步骤中具有破碎

机；原料经原料下料步骤输出后依次通过原料输送步骤、振动给料步骤至筛分步骤中进行

预筛分，预筛分后转至破碎步骤内破碎，破碎后其粒径符合要求的碎料当作成品输出，其粒

径不符合要求的碎料与原料下料步骤输出的原料一同由原料输送步骤输送至振动给料步

骤中，如此循环操作；

[0008] 在上述破碎步骤中，破碎机具有一号破碎机和二号破碎机，一号破碎机和二号破

碎机均为具有中心进料口和瀑落入料口的立轴冲击式破碎机，且一号破碎机为低转速破碎

机，二号破碎机为高转速破碎机；

[0009] 在上述筛分步骤中，处于最上面的筛网筛选出遗留在该筛网上的粗料下落至破碎

步骤中一号破碎机的瀑落入料口中。

[0010] 上述筛分步骤中，所述筛网设置有四个，四筛网自上而下依次叠放在一起，且四筛

网均呈向下倾斜设置，四筛网自上而下依次分为第一筛网、第二筛网、第三筛网和第四筛

网，上述第一筛网的网孔为38mm，上述第二筛网的网孔为18mm，上述第三筛网的网孔为

4.75mm，上述第四筛网的网孔为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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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四筛网的下端端部均具有一供物料输送的送料管，四送料管对应第一筛网、第二

筛网、第三筛网和第四筛网一一分为第一送料管、第二送料管、第三送料管和第四送料管，

第一送料管上安装有调节第一送料管导通面积大小的调节阀，且第一送料管的输出端与瀑

落入料口上下相承接；第二送料管的输出端连通有具有一个入料口和二个出料口的分料

斗，分料斗内设有控制其一出料口导通、另一出料口截止的手动切换阀门；分料斗的其一出

料口与破碎步骤中一号破碎机的中心进料口相导通，分料斗的另一出料口与破碎步骤中二

号破碎机的瀑落入料口相导通；第三送料管的输出端与二号破碎机的中心进料口相导通,

第四送料管的输出端与二号破碎机的瀑落入料口相导通，且第三送料管和第四送料管上均

安装有控制出料量的调节阀。

[0012] 上述筛分步骤中，所述第四筛网的输出端还连通有一第五送料管，上述第五送料

管上安装有调节阀，且上述第五送料管的输出端与上述振动筛的底面输出的物料共同与石

粉混合。

[0013] 上述原料下料步骤中的原料仓和原料输送皮带机共同处于上述破碎步骤中一号

破碎机的正上方，上述破碎步骤中一号破碎机和二号破碎机左右并排设置，且一号破碎机

处于二号破碎机的右侧，上述原料下料步骤中原料输送皮带机沿左右方向横卧延伸设置，

且原料输送皮带机的输出端处于一号破碎机的右侧外，上述原料输送步骤中物料输送皮带

的左部处于一号破碎机的输出端和二号破碎机的输出端正下方，物料输送皮带的右部处于

原料输送皮带机的输出端正下方，且上述原料输送皮带机的输出端安装有承接原料输送皮

带机输出端原料的导料管，上述导料管呈竖立设置，上述导料管的下端端部处于物料输送

皮带的右端上方。

[0014]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发明的一种混合骨料预筛分后选择性破碎制砂工艺，应

用时,原料经原料下料步骤至原料输送步骤，再依次经振动红料步骤和筛分步骤至破碎步

骤，破碎步骤后形成的粗料再经原料输送步骤与原料下料步骤输出的原料一同进行再一次

的筛分和破碎，使整个破碎筛分构成一个闭环系统，即整个制砂过程中原料是先经过预筛

分后才进行选择性破碎,直接破碎出来的产品符合规定粒径后才输送至成品仓；同时原料

经过振动筛预筛分后能分出几档不同粒径的物料，不同粒径的原料根据实际要求进入不同

的破碎机内，且一号破碎机为立轴冲击式破碎机，则粒径较大的物料直接下落至一号破碎

机的瀑落入料口内破碎，实现低转速破碎，粒径较小的原料至二号破碎机中进行高速破碎，

实现根据原料的具体粒径在高、低速破碎中进行适应地选择，大大提高了破碎效率，显著降

低的破碎能耗，达到优佳的破碎效果；另，原料中大粒径的物料直接采用低转速破碎，这样，

整个系统的原料的粒径可以采用大料进行操作，大大降低了制砂成本。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工艺流程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了进一步解释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附图进行详细阐述。

[0018] 本发明的一种混合骨料预筛分后选择性破碎制砂工艺，如图1、2所示，具有原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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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步骤、原料输送步骤、振动给料步骤、筛分步骤、破碎步骤和成品混合步骤；其中，原料经

原料下料步骤至原料输送步骤中，原料输送步骤接收到的原料经振动给料步骤输送给筛分

步骤，筛分步骤对原料进行筛选，筛选出来的细料转送至成品混合步骤中与石料混合在一

起；筛选出来的粗料送至破碎步骤破碎，破碎出来的碎料经原料输送步骤与原料一同送至

振动给料步骤进行一次的破碎、筛分操作。

[0019] 优佳的的是，原料经原料下料步骤输出后通过依次通过原料输送步骤、振动给料

步骤至筛分步骤中进行预筛分，预筛分后转至破碎步骤内破碎，破碎后其粒径符合要求的

碎料当作成品输出，其粒径不符合要求的碎料与原料下料步骤输出的原料一同由原料输送

步骤输送至振动给料步骤中，如此循环操作。

[0020] 具体的是，原料下料步骤需采用原料仓11、原料变频皮带机12和原料输送皮带机

13，原料变频皮带机12和原料输送皮带机13的输送方向均为由左至右水平输送，输送皮带

沿左右方向横卧设置，原料仓11的输出端处于原料变频皮带机12的左部上方，原料输送皮

带机13的左端处于原料变频皮带机12的右端正下方，并具有上下重叠区域；原料输送皮带

机13的右端端部安装有承接原料输送皮带机13右端端部输出原料的导料管14，导料管14呈

竖立设置，导料管14的上下两端部呈开口状。

[0021] 在原料输送步骤中破碎料经物料输送皮带输送至提升斗2，提升斗2倒出破碎料至

振动给料步骤中的振动给料器3内，提升斗2与提升架配合，此一操作为公知技术，在此不再

详细描述；经振动给料器3下料至筛分步骤中振动筛4内，破碎料通过振动筛4上自上而下依

次叠放且过筛孔由上而下递减的若干个筛网进行依次筛选，筛选后细料由振动筛底面输

出，粗料由筛网输出转至破碎步骤；优选的是，物料输送皮带具有左右水平延伸设置的第一

皮带A和由左至右向上倾斜设置的第二皮带B，第一皮带A的右端处于第二皮带B的左部上

部，且第一皮带A和第二皮带B具有上下重叠区域，导料管14的下端端部处于第二皮带B的顶

面上方；该提升斗的结构和工作原理及振动给料步骤采用的是公知技术，在此不再累述。

[0022] 所述破碎步骤中具有破碎机，破碎机具有一号破碎机51和二号破碎机52，一号破

碎机51和二号破碎机52均为具有中心进料口和瀑落入料口的立轴冲击式破碎机，一号破碎

机为低转速破碎机，二号破碎机为高转速破碎机，即一号破碎机的工作转速低于二号破碎

机的工作转速，一号破碎机51和二号破碎机52左右并排设置，一号破碎机51处于二号破碎

机52的左侧，原料仓11、原料变频皮带机12和原料输送皮带机13共同处于破碎步骤中一号

破碎机51的正上方，一号破碎机51的输出端和二号破碎机52的输出端共同处于第一皮带A

的正上方。

[0023] 在筛分步骤中，处于最上面的筛网筛选出遗留在该筛网上的粗料下落至破碎步骤

中一号破碎机的瀑落入料口中；优佳的是，所述筛网设置有四个，四筛网自上而下依次叠放

在一起，且四筛网均呈向下倾斜设置，四筛网自上而下依次分为第一筛网41、第二筛网42、

第三筛网43和第四筛网44，第一筛网41的网孔为38mm，第二筛网42的网孔为18mm，第三筛网

43的网孔为4.75mm，第四筛网44的网孔为2.5mm；第一筛网41的下端端部与一号破碎机51的

瀑落入料口相承接，第二筛网42、第三筛网43和第四筛网44根据实际需要对应与一号破碎

机51的中心进料口和二号破碎机52的瀑落入料口和中心进料口上下相承接。本发明的，各

筛网的网孔并非局限于上述的限定。

[0024] 振动筛4的下端端部具有出料口，出料口输出的细料经风选机与成品混合步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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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品仓61相承接，此成品混合步骤采用的是公知技术，在此不再累述。

[0025] 本发明的一种混合骨料预筛分后选择性破碎制砂工艺，应用时,原料经原料仓11

依次经原料变频皮带机12、原料输送皮带机13和导料管14至第二皮带B上，第二皮带B上的

原料经提升斗2向上提升并倒出转送至振动给料器3，振动给料器3下料至第一筛网41上，第

一筛网41筛出的粗料送至一号破碎机51的瀑落入料口内，经第一筛网41筛出的细料落至第

二筛网42内筛选，第二筛网42筛出的粗料下落至冲击式破碎机的中心进料口或二号破碎机

52的进料口内，第二筛网42筛出的细料下落至第三筛网43上，如此依次操作，第四筛网44筛

出的细料经振动筛4振动输出给成品仓61，下落至一号破碎机51和二号破碎机52内破碎，破

碎后再经第一皮带A至第二皮带B上，与第二皮带B上的原料一起输送至提升斗2内进行下一

次的筛分和破碎操作。

[0026] 本发明的一种混合骨料预筛分后选择性破碎制砂工艺，原料要经筛分后再破碎，

破碎后再筛分，筛分后再破碎，如此循环使整个系统构成一个闭环系统，直接破碎出来的产

品符合规定粒径后才输送至成品仓；同时原料经过振动筛预筛分后能分出几档不同粒径的

物料，不同粒径的原料根据实际要求进入不同的破碎机内，且一号破碎机为立轴冲击式破

碎机，且工作转速为低速，则粒径较大的物料直接下落至一号破碎机的瀑落入料口内破碎，

实现低转速破碎，粒径较小的原料至二号破碎机或一号破碎机的中心进料口中进行高速破

碎，实现原料可根据实际粒径的大小来进行高、低速的选择性破碎，大大提高了破碎效率，

显著降低的破碎能耗，达到优佳的破碎效果；另，原料中大粒径的物料直接采用低转速破

碎，这样，整个制砂系统能用于其粒径在100mm左右的大料进行制砂,大大降低了制砂成本,

避免传统的制砂系统对于粒径在40mm以上的原料进行制砂造成的级配难以满足、低效且成

本高的问题,再有，整个结构简易,易于传统制砂系统的修改使用，同时，整体布局呈纵向分

布，占地面积小，布局合理。

[0027] 本发明中，在筛分步骤中，在四筛网的下端端部均具有一供物料输送的送料管，四

送料管对应第一筛网、第二筛网、第三筛网和第四筛网一一分为第一送料管411、第二送料

管421、第三送料管431和第四送料管441，第一送料管411上安装有调节第一送料管导通面

积大小的调节阀(图中未画出)，且第一送料管的输出端与瀑落入料口上下相承接；第二送

料管421的输出端连通有具有一个入料口和二个出料口的分料斗，分料斗内设有控制其一

出料口导通、另一出料口截止的手动切换阀门，两出料口左右并排设置，且分料斗的其一出

料口(即处于右侧的出料口)与破碎步骤中一号破碎机51的中心进料口相导通，分料斗的另

一出料口(即处于左侧的出料口)与破碎步骤中二号破碎机52的瀑落入料口相导通；第三送

料管431的输出端与二号破碎机52的中心进料口相导通，第四送料管441的输出端与二号破

碎机52的瀑落入料口相导通，且第三送料管和第四送料管上均安装有控制出料量的调节

阀；这样利用各调节阀可调节破碎量和破碎效果，使整个系统的破碎能耗达到优佳，并使整

个管道的布局不会错综复杂，且将较大粒径的原料进行低速破碎，中等或较小粒径的原料

进行高速破碎，第四筛网的粗料和第二筛网的粗料均是落至二号破碎机的瀑落入料口，使

二号破碎机的瀑落入料口不易封堵，并增强了破碎效果。关于调节阀和手动切换阀门的安

装是公知技术，在此不再累述。

[0028] 再有，在筛分步骤中，第四筛网44的输出端还连通有一第五送料管442，第五送料

管442上安装有调节阀，且第五送料管的输出端与振动筛的底面输出的物料共同与石粉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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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这样，增设的第五送料管可使整个制砂系统的配制更多选择。

[0029] 本发明的结构并非限于本案图示和实施例，任何人对其进行类似思路的适当变化

或修饰，皆应视为不脱离本发明的专利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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