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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筛向高效环保方向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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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威猛振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新乡 453700）

摘　要　随着社会的进步，节能降耗、环境保护的发展理念也日渐深入人心，各行各业也逐步重视起来。振动筛作为机械

筛分设备，以较高的筛分效率及生产率在加工制造领域有着重要应用，随着中国经济建设与科研事业的发展趋势，社会及

国家对环保方面的重视，传统振动筛的动态密封结构以及噪音污染方面已逐渐显现出劣势 , 逐渐的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

社会的发展必将会推动振动筛行业向更高效、更环保的方向发展。本文将简单介绍振动筛的发展现状和机械结构，以及振

动筛向高效环保方向发展的影响因素及改进的措施；另外介绍一下河南威猛振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基于环保节能方向而研

发的环保复频筛的结构组成，以及复频筛与传统振动筛的对比及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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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筛在工矿企业中具有普遍应用，属于筛分机械，

其工作原理为通过振动的多孔工作面，对混合物料按照颗

粒大小进行分级，通过增大振动强度使物料获得更大的加

速度，从而实现筛分的高效化。[1] 并且根据振动筛类型的不

同在各个领域的应用也体现出不同的应用优势，振动筛主

要包括传统振动筛（重型筛）、实验振筛机及轻型精细振

动筛等几大类，在矿山、选煤、建材、电力、化工、医药、

食品等各行业中皆有应用。[2] 由于其应用范围之广，需对其

应用性能及机械模型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以及整体结构的

优化设计，以此来推动与其相关行业的可持续发展。[3]

1 振动筛发展现状

分析目前各相关领域发展现状，传统振动筛在各领域

的生产及加工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而随着我国各行业工

艺水平的提升，振动筛的研究与应用也处于不断发展当中。

目前，传统振动筛质量大、功率高、噪音大、外漏粉尘大，

对环境的污染逐渐显露出来，已经不能满足各行业的发展

和国家对环保方面的要求。随着社会的进步，振动筛的关

键技术也处于不断更新状态，河南威猛振动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向高效环保方面行进，研发设计了复频筛系列，相对

于传统振动筛而言，复频筛的结构更加模块化，易损件更

换更加方便快捷，降低人力成本；而且复频筛整体结构的

设计更加合理化，参振质量比传统筛降低 1/3~1/2，并可以

采用双质体的结构原理，使振动筛的功率消耗降低 1/3 以上，

而且还采用静态密封结构，粉尘几乎无外溢，能起到很好

的环保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河南威猛振动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的复频筛正朝着环保节能的方向快速发展。[4]

2 振动筛的机械结构

传统振动筛主要由激振器、筛箱、支承装置、电动机组

成。河南威猛振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复频筛与传统

筛有一定的差异，主要由激振器、电动机、外筛箱、振动

筛芯、剪切弹簧、支承装置等组成。各个组成部分分工合

作从而实现筛分功能。其中，激振器可分为偏心轴激振器

及箱式激振器两种，前者安装调整较为方便，而后者灵活

性相对较好，对横梁强度要求较高，两者均可调整激振力

的大小，各有各的优势。筛芯又可分为筛体、筛面两个部分，

筛体需要具备足够的刚性。外筛箱将内部振动筛芯封闭，

外筛箱不参与振动，行成了静态密封的效果，有效防止了

粉尘外溢，振动噪音被包裹在外筛箱内部，可以有效降低

周围噪音污染。筛框与筛面之间也可采用剪切弹簧从而产

生双质体的作用，同样的激振力可以产生更大的振动幅度，

有效降低振动部分的能耗，降低设备的功率，提高振动筛

分的效率。[5]

3 振动筛向高效环保方向发展的影响因素及改进

的措施

振动筛的工作原理主要是通过筛箱的振动，使得碎散

物料多次通过均匀布孔的筛面，而由于物料自身的特性，

随着筛箱振动，便形成了小颗粒在下，大颗粒停留在上层，

从而实现粗细粒的分离。而在其分选使用过程中，以下几

种因素对其生产效率影响较大：

1. 筛分物料的物理性质：物料本身的水分及颗粒形状等

物理性质都会影响振动筛的筛分过程，一般情况下，物料

细粒含量越大、水分较小时，振动筛的筛分效率会相对较高。

2. 筛面结构和种类：筛孔尺寸、筛面宽度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了筛子的有效面积，筛孔面积与整个筛面面积之比

越大，其生产效率也会相应增加；编织网筛面、波纹网筛面、

橡胶筛面、聚氨酯筛面、棒条筛面、钢板冲孔筛面等筛面

种类的选择都会对筛分效率有较大影响。

3. 振动幅度和频率：振动幅度和振动频率的匹配，针

对不同特性的物料需要设计不同的振动频率和幅度。

4. 粉尘污染：传统振动筛采用刚性密封的结构，粉尘

外溢较大，严重影响作业环境，影响操作工人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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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噪音污染：传统振动筛激振器和振动筛框外露，产

生的噪音多在 90 分贝以上，严重影响员工的身心健康。

6. 节能降耗 : 传统振动筛参振质量较大 , 功耗较高 , 随

社会发展需向节能降耗的方向发展。

因此，振动筛向高效环保方向发展可从上述几个方面

进行研究，可参考如下措施：

1. 根据物料的特性，水分的大小等因素来选择合适的

振动轨迹（圆，直线，椭圆），以及合适的筛孔大小来提

高振动筛的筛分效率，也可根据物料水分的大小来选择弛

张作用的筛网或筛机。

2. 针对不同的工艺位置及工况条件的实际需求，选择

合适的筛面结构、种类和筛面的有效面积。

3. 根据物料颗粒形状和大小的不同，以及筛孔大小选

择的不同来选择合适的振动频率和振动幅度，使振动筛更

加有效将物料分离。

4. 振动筛整体设计结构需改变 , 密封结构需由动态密封

转变为静态密封 , 防止粉尘外溢造成环境污染。

5. 噪音方面需结合静态密封 , 将振动部分封闭在内部 , 外

筛箱采用隔音装置进行隔离内部声音的传播,降低噪音污染。

6. 振动筛参振质量需降低，可采用分段设计，降低振

动筛所需的强度，降低参振质量，降低设备的功率，进而

起到节能降耗的作用。

目前河南威猛振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复频筛系

列也是向着高效环保的方向迈进，已在各行业得到了广泛

应用，与传统振动筛相比，已体现出以下特点：

1. 环保性：由于复频筛筛箱不参与振动，所以复频筛

的所有进出口与其他相关设备均采用静态密封，直接刚性

连接，避免了传统振动筛采用柔性连接极易出现的问题（软

连接的寿命及溢尘），复频筛筛框上设有除尘口，使全系

统在负压状态下进行工作，从而彻底解决了筛分过程中的

粉尘溢出污染环境的问题。同时，我们在筛箱内部增加了

隔音装置，与传统振动筛相比，噪音降低了 3-5dB。

2. 节能性：复频筛筛箱不参与振动，仅筛板和激振器

参与振动，所以复频筛的参振重量小，与传统振动筛相比，

在同样的频率和振幅下，复频筛所需要的动力小、能耗低。

并且对基础的冲击力小，多段筛面独立振动，每节筛面启

动停车时间间隔 6-8 秒，降低了对基础的集中冲击力，而

且复频筛配置反接制动装置，使复频筛快速通过共振区，

降低了设备对基础的冲击力。[6]

3. 高效筛分：采用大振幅是为了快速实现分层，分节

设计采用，可使每节筛芯之间产生高度落差，打破物料的

惰性跟随，使物料重新打散分层，更利于物料的透筛，取

得最佳的筛分效果。

4. 智能性：复频筛配置 PLC 控制系统，就地手动及远

程控制整台设备的启动、停机等。PLC 控制柜内配置触摸

屏，方便控制系统参数的设置及显示，包括轴承温度的显

示，温度异常报警等。该设备可配置自动加油系统，减少

工人的劳动强度，避免人为的原因导致的事故。同时，复

频筛可配置我公司研发的若邻智能监控设备，该设备可在

PC/ 手机端实现同步数据监控，用户可通过组态功能自定义

画面，从而更贴近自己的需求和习惯，平台内异常报警等

故障可以微信消息、短信、邮件的提示报警给一人或多人，

并且有报警记录。

复频筛是河南威猛振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针对行业发

展趋势而研发的新型环保复频筛。行业内大多数采用传统

大型振动筛，体积大、重量重、不环保。复频筛适用于矿山、

选煤、建材、电力及化工等领域的产品的分级，是现有大、

中型振动筛及国外引进设备的理想替代产品。

4 结语

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得筛分设备生产技术也相应提升，

振动筛将面向环保、高效、智能化方向发展，同时为更好

的平衡成本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振动筛也将面向尺度

化、系列化及模块化发展，使其能在各大领域得以普遍应用。

而工业化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相关设备需具备节能环保的特

点。因此，振动筛需面向轻型、环保发展。对此，需从振

动筛力学模型及机械结构出发，并充分认识到振动筛应用

现状，对其结构进行优化创新，从而在提高筛分效率的同时，

控制能耗，并降低作业噪音以及粉尘环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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