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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品质砂石骨料全冲击

干法破碎生产线及加工方法，包括原料仓和棒条

给料机，棒条给料机的细料出口与脱泥筛连接，

粗料出口下方设有双反击设备，所述双反击设备

的出料口下方设有第一筛分设备，第一筛分设备

的超粒径物料出料口循环连接到双反击设备的

进料口，小粒径物料出料口通过中转料仓连接到

双冲击设备；所述双冲击设备的出料口通过第二

筛分设备与对应的成品砂石料仓连接；本发明整

体工艺简单，通过双反击可实现物料多次脱泥和

破碎，并采用双速双频破碎工艺进行制砂，有效

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节能环保，生产灵活

性高，实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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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品质砂石骨料全冲击干法破碎生产线，包括原料仓（1），在原料仓（1）的出料

口下后方设有棒条给料机（2），其特征在于：所述棒条给料机（2）的细料出口与脱泥筛（4）连

接，粗料出口下方设有双反击设备（3），所述双反击设备（3）的出料口下方设有第一筛分设

备（5），第一筛分设备（5）的超粒径物料出料口循环连接到双反击设备（3）的进料口，小粒径

物料出料口连接到双冲击设备（7）；所述双冲击设备（7）的出料口通过第二筛分设备（8）与

对应的成品砂石料仓连接；并且第二筛分设备（8）超粒径物料出料口循环连接到双冲击设

备（7）进料口；

上述设备均与控制其相互协作的  PLC  控制系统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高品质砂石骨料全冲击干法破碎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

双反击设备（3）包括粗碎反击破（301）和中碎反击破（302），棒条给料机（2）的粗料出口与粗

碎反击破（301）连接；粗碎反击破（301）和中碎反击破（302）的出料口下方设有第一筛分设

备（5），第一筛分设备（5）的超粒径物料出料口循环连接到中碎反击破（302）的进料口，小粒

径物料出料口通过中转料仓（6）连接到双冲击设备（7）。

3.根据权利要求  2所述的高品质砂石骨料全冲击干法破碎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

双冲击设备（7）包括常速立轴破（  701）和高速高频立轴破（702），中转料仓（6）出料口连接

到常速立轴破（  701）的进料口；常速立轴破（701）和高速高频立轴破（702）的出料口与第二

筛分设备（8）连接，第二筛分设备（8）的超粒径物料循环连接到常速立轴破（701）进料口，各

成品砂石骨料出料口与对应的成品砂石骨料仓连接或循环连接到高速高频立轴破（702）进

料口。

4.根据权利要求  3所述的高品质砂石骨料全冲击干法破碎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

第二筛分设备（8）为四层以上设置的振动筛，其出料梭槽设置有三通调节装置。

5.一种基于权利要求1-4  任一所述的高品质砂石骨料全冲击干法破碎加工方法，其特

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物料预处理：原料通过脱泥设备、双反击设备（3）和第一筛分设备（5）进行多次脱

泥、破碎和筛分；

s2、预处理完成的物料通过双冲击设备（7）破碎，制成高品质砂石骨料混合料；

s3、所述高品质砂石骨料混合料通过第二筛分设备（8）进行筛分，制成高品质砂石骨

料；对于成品砂石骨料中超需求的成品循环进入双冲击设备（7）中继续破碎。

6.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高品质砂石骨料全冲击干法破碎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  s1  中，原料从原料仓（1）的出料口经一棒条给料机（2）预筛分后，超粒径物料进入粗碎

反击破（301）进行粗破，并由第一筛分设备（5）进行筛分脱泥，同时超粒径物料进入中碎反

击破（302）循环破碎。

7.根据权利要求5  所述的高品质砂石骨料全冲击干法破碎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  s2  和  s3  中，采用常速立轴破（701）对物料进行破碎整形，并用第二筛分设备（8）将其

筛分为高品质砂石骨料和超径料，超径物料循环进入常规立轴破（701）进行破碎。

8.根据权利要求  7所述的高品质砂石骨料全冲击干法破碎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通

过调节第二筛分设备（8）出料梭槽上的三通调节装置，调节出料比例，对于成品砂石骨料中

超需求的成品循环进入双冲击设备中继续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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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品质砂石骨料全冲击干法破碎生产线及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品质砂石骨料全冲击干法破碎生产线及加工方法，属于破碎制

砂生产设备、制砂生产工艺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砂石骨料生产中，传统的砂石骨料生产线通常采用棒条给料机进行简单

脱泥后，将物料均匀给入粗碎破碎机进行破碎，粗碎破碎常规采用粗碎鄂破进行破碎，粗碎

鄂破的排料进入圆锥破或反击破进行中碎，排料进入筛分系统进行筛分后，筛下料进入单

常速立轴破进行破碎整形，排料进入筛分车间进行筛分，超径料再次返回常速立轴破破碎，

合格产品通过成品皮带机进入成品仓，超径料通过返料皮带机输送回中碎圆锥破或反击破

破碎，此常规破碎生产线的优点是系统简单，节省设备投资，但是配置单一，产品质量无法

保证，能耗高，存在许多缺陷：（1）采用鄂破对物料进行粗碎，其破碎原理以挤压破碎为主，

破碎后的产品存在裂纹等潜在缺陷，产品针片状含量高，粒形差，破碎比小，允许进料粒径

小，对小料无法挤压破碎而直接通过，影响后续制砂的效率和成品砂石质量；（2）单主机（常

速立轴破）工艺只能单级破碎，常速立轴破破碎比小，产砂贡献率低，处理量低，如果需要提

高产量，必须降低进料粒度才能实现，降低进料粒度就必须增加一段破碎，同样也会增加设

备投资；同时：单立轴破无法对成品比例进行调节，也无法对成品级配进行调节。如果强制

调节，其处理量会更低，无法发挥立轴破的最佳破碎效率。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本一种高品质砂石骨料全冲击干法破碎生产线

及加工方法，可以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高品质砂石骨料

全冲击干法破碎生产线，包括原料仓，在原料仓的出料口下后方设有棒条给料机，所述棒条

给料机的细料出口与脱泥筛连接，粗料出口下方设有双反击设备，所述双反击设备的出料

口下方设有第一筛分设备，第一筛分设备的超粒径物料出料口循环连接到双反击设备的进

料口，小粒径物料出料口连接到双冲击设备；所述双冲击设备的出料口通过第二筛分设备

与对应的成品砂石料仓连接；并且第二筛分设备超粒径物料出料口循环连接到双冲击设备

进料口；

上述设备均与控制其相互协作的  PLC  控制系统连接。

[0005] 前述双反击设备包括粗碎反击破和中碎反击破，棒条给料机的粗料出口与粗碎反

击破连接；粗碎反击破和中碎反击破的出料口下方设有第一筛分设备，第一筛分设备的超

粒径物料出料口循环连接到中碎反击破的进料口，小粒径物料出料口通过中转料仓连接到

双冲击设备。

[0006] 前述双冲击设备包括常速立轴破和高速高频立轴破，中转料仓出料口连接到常速

立轴破的进料口；常速立轴破和高速高频立轴破的出料口与第二筛分设备连接，第二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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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超粒径物料循环连接到常速立轴破进料口，各成品砂石骨料出料口与对应的成品砂

石骨料仓连接或循环连接到高速高频立轴破进料口。

[0007] 前述第二筛分设备为四层以上设置的振动筛，其出料梭槽设置有三通调节装置。

[0008] 前述的高品质砂石骨料全冲击干法破碎生产线的加工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s1、物料预处理：原料通过脱泥设备、双反击设备和第一筛分设备进行多次脱泥、破碎

和筛分；

s2、预处理完成的物料通过双冲击设备破碎，制成高品质砂石骨料混合料；

s3、所述高品质砂石骨料混合料通过第二筛分设备进行筛分，制成高品质砂石骨料；对

于成品砂石骨料中超需求的成品循环进入双冲击设备中继续破碎。

[0009] 前述步骤  s1  中，原料从原料仓的出料口经一棒条给料机预筛分后，超粒径物料

进入粗碎反击破进行粗破，并由第一筛分设备进行筛分，同时超粒径物料进入中碎反击破

循环破碎。

[0010] 前述步骤  s2  和  s3  中，采用常速立轴破对物料进行破碎整形，并用第二筛分设

备将其筛分为高品质砂石骨料和超径料，超径物料循环进入常规立轴破进行破碎。

[0011] 通过调节前述第二筛分设备出料梭槽上的三通调节装置，调节出料比例，对于成

品砂石骨料中超需求的成品循环进入双冲击设备中继续破碎。

[0012] 与现有技术比较，本发明公开一种高品质砂石骨料全冲击干法破碎生产线及加工

方法，其包括原料仓，在原料仓的出料口下后方设有棒条给料机，棒条给料机的细料出口与

脱泥筛连接，粗料出口下方设有双反击设备，所述双反击设备的出料口下方设有第一筛分

设备，所述第一筛分设备的超粒径物料出料口循环连接到双反击设备的进料口、小粒径物

料出料口通过中转料仓连接到双冲击设备的进料口；所述双冲击设备的出料口通过第二筛

分设备与对应的成品砂石料仓连接。其中，双反击设备粗碎反击破和中碎反击破，小粒径物

料的处理路线为棒条给料机—脱泥筛；超粒径物料的处理路线为棒条给料机—粗碎反击

破—第一筛分设备，物料经棒条给料机初步脱泥筛选后，再通过粗碎反击破进行初步破碎，

并由第一筛分设备将超粒径物料和小粒径物料筛分分离，超粒径物料通过循环系统进入中

碎反击破实现物料多次脱泥、破碎和整形其解决了现有技术采用粗碎鄂破受开口大小限制

不具备再次脱泥功能的问题，可确保后续工序物料清洁、粒型好，进而在后续制砂工序中有

效提高制砂效率和制砂质量；所述双冲击设备包括常速立轴破和高速高频立轴破，其采用

双速双频破碎工艺，常规立轴破主要用于混合物料破碎整形、高速高频立轴破则主要用于

小粒径物料高效破碎制砂，可以有效增大系统破碎效率，提高产能，同时保证成品砂的级配

连续。

[0013] 本发明整体工艺简单，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制砂效率和质量，而且节能环保，其具体

有如下有益效果：

（1）通过脱泥筛+双冲击反击设备，可实现物料多次脱泥和破碎，能有效减少骨料内部

结构的损伤，能够产生更多的优质砂石骨料，其中，粗碎采用粗碎反击破，破碎比大，进料粒

径大；反击破为冲击破碎，能有效降低骨料裂纹缺陷，反击破为冲击破碎，进料粒径大，破碎

比大，能最大限度降低破碎设备和辅助设备投资，降低下级破碎工序的破碎负荷，保证整个

生产线的产品质量和降低整个系统的投资成本。其处理能力强，对原料的要求低，尤其适用

于大泥块、内含泥物料块，可确保后续物料清洁、粒型好，并且能耗低，制造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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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2）通过常规立轴破+高速高频立轴破联合破碎整形制砂，常规立轴破主要用于混

合物料破碎整形，高速高频立轴破主要小粒径物料高效破碎制砂，将不同粒径的物料使用

不同速度和频率的两台制砂机联合破碎，充分发挥立轴破的破碎比性能，兼顾对物料的破

碎和整形，生产的机制砂级配合理，完美解决传统制砂工艺中产品针片状含量高，成品砂

“两头大、中间小”的级配不合理问题；其实现制砂生产线的最佳破碎比，充分发挥设备高效

区，确保系统具有最佳处理能力和最低能耗和生产运行成本，实现成品砂种类多样化生产，

生产灵活性高，并且大大提高了系统产能，实用性强。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的工作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

如图1所示，一种全冲击破碎全干法高品质砂石骨料生产线，包括原料仓1，在原料仓1

的出料口下后方设有棒条给料机2，双反击设备  3、脱泥筛  4、第一筛分设备  5、中转料仓 

6、双冲击设备  7、第二筛分设备  8、分料器  9、选粉机  10  和用于连接各设备料口的运转皮

带机，并且上述设备均与控制其相互协作的  PLC  控制系统连接。

[0017] 所述棒条给料机2，其用于将原料震动均匀，并进行简单脱泥，所述棒条给料机2 

的细料出口与脱泥筛  4  连接，粗料出口下方设有与双反击设备  3  连接，在双反击设备  3

的出料口下方设有第一筛分设备5，所述双反击设备3包括粗碎反击破301和中碎反击破

302，所述第一筛分设备  5  包括一号振动筛  501  和二号振动筛502；棒条给料机2的粗料出

口与粗碎反击破301连接；在粗碎反击破301的出料口下方设皮带输送机，排料进入一号振

动筛  501  ，一号振动筛  501 的超粒径物料出料口循环连接到中碎反击破302的进料口，中

碎反击破302的排料进入二号振动筛502，一号振动筛  501  和二号振动筛502的筛下小粒径

物料出料口通过中转料仓6连接到所述双冲击设备  7  ，具体地，所述双冲击设备  7  包括并

列设置在常速立轴破  701  和高速高频立轴破  702，中转料仓6连接到常速立轴破  701的进

料口；常速立轴破  701的出料口通过第二筛分设备8与对应的成品砂碎石料仓11，米石料仓

12和精品砂料仓13连接；第二筛分设备8的粗料返回常速立轴破701再次破碎。

[0018] 所述第二筛分设备8为四层以上设置的振动筛，其出料梭槽上设有三通调节装置，

所述三通调节装置用于调整成品高品质砂石骨料出料比例，对于成品砂中多余的级配细料

（3-5mm）和米石（5-15mm）可通过三通调节装置返回高速高频立轴破进行破碎制砂，或进入

对应的成品料仓。双速双频破碎制砂系统可以充分利用设备最佳高效区和最佳使用工况，

确保系统具有最大处理能力和最低能耗，生产出优质的砂石骨料。

[0019] 基于上述生产线的全干法高品质砂石骨料的加工方法，其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s1、物料预处理：原料通过脱泥设备、双反击设备3和第一筛分设备5进行多次脱泥、破

碎和筛分；

具体地，原料从原料仓1的出料口经一棒条给料机2预筛分后，完成初步脱泥，超粒径物

料进入粗碎反击破301进行粗破，并由第一筛分设备5进行筛分，第一筛分设备5将筛分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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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径物料存入中转料仓6、超粒径物料进入中碎反击破302循环破碎；一棒条给料机2底部出

口的小粒径物料进入脱泥筛4进行二次脱泥，废料进入废料仓14，其他物料通过运转皮带进

入中碎反击破302；

s2、预处理完成的物料通过双冲击设备7破碎、整形，制成精品砂、碎石和米石混合料；

s3、所述混合料通过第二筛分设备8进行筛分，制成成品精品砂、碎石和米石；同时对于

成品砂石骨料中超需求的碎石和米石分料后再次进入双冲击设备7进行循环破碎；

具体地，中转料仓6的物料进入常速立轴破701，制成精品砂、碎石、米石和超粒径物料

混合料，并用第二筛分设备8将其筛分为精品砂、碎石、米石和超粒径物料，超粒径物料物料

再次进入常规立轴破701进行循环破碎；并且可以根据需要通过调节第二筛分设备8出料梭

槽上的三通调节装置，调节碎石、米石和精品砂的出料比例，对于成品砂中多余的碎石再次

进入常规立轴破701进行循环破碎，多余的米石返回高速高频立轴破702循环破碎制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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