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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砂生产设备容易出现的故障及 
故障排除方法和预防措施

黄振兴，朱峰

（温州吉邦科技有限公司，浙江  温州   325000）

［摘   要］笔者通过对在用机制砂设备生产干粉砂浆用砂过程中遇到的大量设备故障实际案例的分析，指出了机制

砂设备容易出现的故障，分析了故障产生的原因，给出了故障排除的方法，以及提出预防此类故障出现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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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lusion method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of machine-made sand  
production equipment failure

Huang Zhenxing, Zhu Feng
 (Wenzhou Jibang Technology Co., Ltd., Wenzhou  325000)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actual cases of a large number of equipment failures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ing dry powder mortar with machine-made sand equipment,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faults that are easy to occur 
in the machine-made sand equipment, and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failures. The methods of exclusion method and the 
measures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such faults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 machine-made sand; dry powder morta; equipment failure; preventive measure

0  前言

由于我国近些年基础建设飞速发展、建设规模日益

扩大，导致作为基建主材混凝土中的砂用量十分巨大；

据相关部门统计，2017 年全年建筑用砂达到将近 200 
多亿吨，2018 年预计将达到 220 亿吨，由此导致国内

河砂多年过度、超量开采，天然河砂资源接近枯竭；同

时造成河道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破坏了水生生物和植物

的生存环境，破坏了生态平衡。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许

多地区已经禁止开采河砂。另外，由于过度开采，导致

河床遭到破坏，河床挖得过深后，河岸有崩塌的风险，

还存在巨大安全隐患，因此，为了河道安全，许多地区

也禁止开采河砂了。由于资源枯竭，目前，许多地区天

然砂价格飞涨，用砂企业不堪重负；天然砂资源日益枯

竭，出现了有钱也买不到天然砂的窘境，用天然砂的企

业举步维艰。于是这些企业纷纷把目光和资金投入到机

制砂生产上，开始用机制砂取代天然河砂，机制砂的使

用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

由于我国机制砂设备生产厂家繁多、良莠不齐，在

生产机制砂过程中，设备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故障而影

响生产。因此，对于机制砂生产厂家，了解机制砂设备

容易出现的故障、故障出现的原因、解决办法及预防措

施，是十分必要的。

1  实际故障案例、故障产生的原因及故障排除方法

1.1  案例一

（1）溜管、溜槽、筛网堵塞故障

某干粉砂浆公司在生产机制砂时，先是发现细砂和

粗砂细度同时大幅下降，紧接着发现细砂溜槽、溜管全

被堵塞。检查筛网时发现 2.5mm 筛网及 1.18mm 筛网

大部分被石粉糊住、大部分筛孔被堵死，导致无法生产

而停工（见图 1）。

 

a) 2.5mm 筛网                   b) 1.18mm 筛网

图 1   筛网堵塞情况

（2）故障原因

经过分析发现，由于该干粉砂浆公司是新建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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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人员对于干法制砂必须用干石子没有清醒的认识，

使用了含水高达 2% 的湿石子，导致制出的砂含水达到 
1%～1.5%，石粉被水湿润后粘性非常大，无法通过风

选将石粉抽出去，粘性很大的石粉将砂粘在一起，使得

砂失去了流动性而将砂溜槽和溜管堵死；同时，粘性很

大的石粉粘在筛网上，且越粘越多，并且将一些砂子也

粘在筛网上，逐渐将筛网堵死；在筛网上石粉越粘越多

的过程中，筛孔越来越小，使得通过筛网的砂子越来越

细。溜管、溜槽和筛网上筛孔大部分被堵死后，就无法

生产了。

（3）故障排除方法

用专用筛网刮板刮掉粘在筛网上的石粉和砂，清理

干净筛网；在溜管和溜槽适宜位置用气割割开，清除堵

管的湿砂。全部清理干净，疏通堵塞管道后，再上干石

子制砂。

1.2  案例二

（1）制砂过程中砂越来越细、石粉含量越来越高

某公司在制砂过程中发现砂越来越细、细度越来

越小、砂中石粉含量越来越高，见表 1（正常情况下砂

的筛分结果）和表 2（不正常砂筛分结果）。检查石子

后，发现石子是干的，不是石子湿、石粉抽不出去引起

的；检查筛网后，发现筛网正常，筛孔没有堵塞现象；

其它仪表数据都正常；减少进料量、加大风选风量也无

改善。由于砂中石粉含量过大，影响了砂浆品质，只能

停产排查故障原因。

表 1   正常砂筛分结果

筛孔直径(mm) 4.75 2.36 1.18 0.63 0.315 0.15 0.075 底
细度

模数

筛余(g) 0 0 86 198 144 47 10 13

2.55分计筛余(%) 0 0 17.2 39.6 28.8 9.6 2.0 2.6

累计筛余(%) 0 0 17 57 86 96 98 100

表 2   不正常砂筛分结果

筛孔直径(mm) 4.75 2.36 1.18 0.63 0.315 0.15 0.075 底
细度

模数

筛余(g) 0 0 58 149 127 62 33 67

2.00分计筛余(%) 0 0 11.6 29.8 25.4 12.4 6.6 13.4

累计筛余(%) 0 0 12 42 67 79 86 100

从表  1 可以看出，正常的砂细度在  2.5 左右，

0.075mm 和底这两档的分计筛余百分数应该在 5% 以
下，从表 2 可以看出不正常的砂，细度已经下降到 2.0 
左右，0.075mm 和底这两档的分计筛余百分数已经高达 
19% 以上，石粉完全没有被抽走。这样按原来正常砂设

计的配合比生产的砂浆，粉料就多出了14% 以上，砂浆

中石粉过多就会导致强度下降，抹灰后的墙面也会因为

粉料过多导致收缩过大而开裂。

（2）故障原因

经过仔细排查，发现原来是石粉仓满了，但是石粉

仓上限位报警失灵，没有及时提醒石粉满仓，石粉无法

抽到已经满仓的石粉仓中，就直接反流到砂中。

（3）故障排除方法

倒空石粉仓，继续制砂，生产出来的砂级配又恢复

正常，见表 3。修复石粉仓上限位报警装置，石粉仓中

石粉上升到上限位后，就立即停止制砂，倒空石粉仓后

再制砂。

表 3   倒空石粉仓后筛分结果正常

筛孔直径(mm) 4.75 2.36 1.18 0.63 0.315 0.15 0.075 底
细度

模数

筛余(g) 0 0 93 180 162 43 5 13

2.58分计筛余(%) 0 0 18.8 36.3 32.7 8.7 1.0 2.6

累计筛余(%) 0 0 19 55 88 96 97 100

 1.3  案例三

（1）提升机故障

某新建公司，试机时才制砂 600 多吨，在制砂时发

现提升机负荷急剧上升，达到 80A 以上，提升机被憋

死，停止工作。损坏部件见图 2（配重轮断裂）和图 3
（轮机通阀被磨穿）。由于这次提升机故障，损坏部件

很多，从开始向厂家采购部件到完全修复，花费了一周

多时间，严重影响了生产。

 

图 2   配重轮杆断裂 

 图 3   轮机通阀被磨穿

（2）故障原因

经过排查和分析，发现厂家安装好提升机后，没有

在油箱中加满油，该公司维修人员由于经验不足，在试

机前也忽略了检查提升机顶部的油箱是否加满油，起润

滑和冷却作用的润滑油严重不足，导致部件得不到润滑

和冷却，过热后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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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故障排除方法

确认损坏部件后，立即通知厂家寄送损坏部件，同

时要求厂家派专业维修人员来修复提升机。该公司修理

人员，清理干净提升机提斗中积料；同时在机台控制软

件中设定报警程序，提升机满负荷为 70A，安全负荷为 
60%，即 42A，于是设定急停负荷是 90%，即 54A；这

样提升机有故障时能及时报警，及时发现故障，就能及

时排除故障，把损失降到最低。

1.4  案例四

（1）管道、溜槽磨损过快

某新建干粉砂浆公司生产了 6000～7000 多吨机制

砂，溜槽、溜管就多处被磨穿，见图 4、图 5。更换耐

磨钢板后，也没有多大改善，也很快被磨穿。每次割去

磨穿部位，再焊好，就要耗费几个小时，严重影响产

能。

 

    图 4   溜槽被磨穿             图 5   溜管被磨穿

（2）故障原因

经过仔细分析发现，溜槽、溜管被磨穿的部位，都

是石料、砂直接冲击的部位，冲击力很大，磨损很快，

单纯更换成耐磨钢板也不起太大作用。

（3）故障排除方法

该公司维修人员开动脑筋，分析如果不让石料、砂

直接冲击这些部位，不就可以减少磨损了吗？于是该公

司维修人员在这些受到石料、砂直接冲击的部位，焊

上了与溜管和溜槽成 30 度角、宽 3～5cm 的耐磨钢板

（见图 6、图 7），让这些位置形成积料层，让石料、

砂冲击积在此处的石料、砂，而不是直接冲击溜管、溜

槽的管壁；让料磨料，而不是料磨管壁；这样就大大减

少了溜管、溜槽的磨损，提高了使用寿命，减少了维修

时间，提高了产能。

 

图 6  焊上积料环状钢板 图 7 方形溜槽中焊上积料梯

1.5  案例五

（1）进料量、上料皮带速度、制砂速度和提升机

速度协同不好造成故障

某公司生产机制砂时，石子上料斗下料阀门失控，

下料量大于设定值，造成制砂机负荷急剧上升、同时提

升机负荷也急剧上升，操作员又是新员工，没有经验，

未采取任何措施，导致制砂机、提升机超负荷后憋死。

维修、清理制砂机和提升机耗费了三天时间，停产三

天，造成很大损失。

（2）故障原因

经过分析，发现上料量、上料皮带速度、制砂机

负荷、提升机负荷这几个环节必须协同一致、步调一

致，制砂机才能正常运转（制砂机工艺流程示意图见图 
8）。

图 8   制砂机工艺流程示意图

（3）故障排除方法

首先在电脑控制程序中，加装制砂机上料皮带急

停程序，制砂机满负荷 285A，安全负荷在 85%，即 
242A，设定急停负荷是满负荷 90%，即 257A，这样当

上料量失控、上料过多、制砂机负荷上升到满负荷的 
90%、有可能产生较大故障时，程序自动发出指令，停

止皮带上料，这样就保护了制砂机，不会使制砂机超

负荷后损坏。其次，同时在机台控制软件中设定提升机

报警程序，提升机满负荷为 70A，安全负荷为 60%，

即 42A，于是设定急停负荷是 90%，即 54A，这样当有

故障风险时，自动停止上料；提升机有故障时能及时发

现，就能及时排除故障，把损失降到最低。

1.6  案例六

（1）制砂主机振动故障

某新建公司，在制砂机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制砂

主机振幅变大，有较明显震动感，且伴有较大噪音。如

果该小故障不排除，有损坏设备造成较大故障，导致停

产的可能。

砂料系统

石

粉

仓

制砂机
皮带机

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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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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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故障原因

经过打开主机仔细排查，发现更换抛料头、反击块

等易损件安装不整齐，导致上下流道板积料不均匀，叶

轮高速旋转时抖动严重，平衡性遭到破坏。

（3）解决办法

清理叶轮通道积料，重新安装抛料头、反击块，通

过平衡试验调整上下流道板及小立板位置，使叶轮积料

均匀后重新达到旋转平衡。

1.7  案例七

（1）散装头故障

砂浆生产完毕、放料时，经常发生出料慢、堵管现

象，甚至经常将散装头彻底堵死而无法升降和出料。

（2）故障原因

由于机制砂本身的流动性差于天然砂，使得机制砂

砂浆的流动性必然也不佳，而市场上的散装头大多都只

适用于天然砂砂浆，其较纤细的出料口及抬升出料的方

式，使得机制砂砂浆经常发生出料慢、堵管现象，且经

常将散装头彻底堵死而无法升降和出料。

（3）排除方法

在没有机制砂砂浆专用散装头以前，只有对原有散

装头进行改装，将布料锥去掉，出料口尽量改大，以适

应机制砂砂浆出料的需求。然后，与散装头厂家联系，

根据机制砂特点，制作专用散装头，以提高出料效率，

最终提高产能。

1.8  案例八

（1）管道连接处布袋磨损过快

管道软连接处布袋磨损过快，导致石粉漏出，污染

环境，而且更换时费时费力，影响生产。

（2）故障原因

经过分析发现，由于石子等原料在运动过程中，会

互相撞击变换行进路线，以至对硬管道连接处的布袋形

成较大冲击，容易打穿或磨穿布袋，形成石粉漏出，污

染环境，更换维护费时费力。

（3）排除方法

延长布袋、并使布袋在易受冲击处形成皱褶，使原

材料在布袋此处形成积料层，再用橡胶皮等韧性材料在

外圈包裹，以有效保护连接处布袋，延长布袋使用寿

命。以便缩短维修时间，提高产能。

2  故障预防措施总结

（1）干法制砂必须用干石子，石子含水率控制在

1% 以下，制出的砂含水率控制在 0.5% 以下。

（2）石粉仓中石粉要及时倒出，仓内石粉要保持

在半仓以下、最多三分之二仓位，才能制砂，石粉仓中

石粉超过三分之二仓位禁止制砂。

（3）在生产前，所有设备油箱、注油点必须要求

修理工检查是否注满油，确认无误后方可生产。生产期

间，要求修理工按设备使用说明定期注油，并做好文字

记录，以便追溯。生产经理要复检、确认；确保设备各

传动部位得到润滑和冷却，能正常工作。

（4）在溜管、溜槽易磨损部位焊上能形成积料的

钢板，使其在这些易磨损部位形成积料层，这样就是料

磨料，而不是料磨管道，就可以延长管道寿命。

（5）进料量、上料皮带速度、制砂负荷和提升机

负荷要协调一致，设备控制程序中要设定制砂机和提升

机负荷报警，超过负荷后，要有急停程序，能立即停止

上料。以防超过负荷后损坏设备，产生重大故障，影响

生产。

（6）每次制砂主机更换易损件后，都要做好平衡

试验，以免抖动或振动过大而损坏设备。

（7）散装头要经过改装，或定制适合机制砂砂浆

的散装头，以便提高出料效率。

（8）管道软连接处，要经过改装，增加耐磨性，

减少维修频次，以便提高生产效率。

3  结语

本文只是抛砖引玉，使用机制砂的同行们，肯定还

有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希望大家能共享这些宝贵经

验，共同促进机制砂及机制砂砂浆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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