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冶金工业的制备技术

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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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立许为原材料、辅料和残留物的回收和

处置提供经济性的制备技术。除了机械和

系统设备以外，爱立许还提供从技术咨询

到设备投产的一条龙全方位服务。爱立许

在德国、法国、俄罗斯、乌克兰、美国、

巴西、中国、印度、南非均设有分公司，

并在全球60多个国家分设了代理机构，可

以为您就近提供从全球无数成功项目中所

累积的技术经验支持。

为客户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 高效创新

工艺技术

爱立许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通常采用

以下工艺技术：

核心应用

■	混合	

■	均化	

■	精细研磨

■	球团

■	聚结

■	增塑	

■	干燥

n  球团和小球团的制备

n  烧结混合料制备
  
n  有价废弃物的回收再利用， 
 如除尘灰、飞灰、污泥和泥浆

n  精细研磨

n  碳素糊料的制备， 
 如石墨电极、阳极和阴极

n  制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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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和系统

我们的产品范围涵盖了多系列高性能高质

量的机械、组件和整体系统，适用于连续

和批次运行：

■	强力混合机

■	混合制粒机

■	EVACTHERM®	真空混合干燥机

■	给料和称重设备

■	塔式磨–立式介质搅拌磨

单机设备和整厂制备系统的单条生产线

的生产量可以达到15吨/小时至1400吨/

小时。为了保证质量和/或应用的研发需

要，爱立许也可提供适用于实验用的混合

机（最小容量为1升）以及完整的实验用

系统设备，实验结果可靠并可进行放大。

爱立许也提供配套的测量和控制技术，从

软件开发到整条生产线的控制和计算机支

持的工艺流程控制系统。

EIRICH	爱立许机械和系统设备的特点:

■	强力混合

■	高效实用

■	易维护及全球化售后服务

高速差的逆向	
混合物料流

耐用并易于维护	
的转子工具

全球独一无二的混合原理

旋转的混合盘

固定的多功能壁/底刮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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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40	强力混合机

产量可达1,400吨/小时	

DW40强力混合机	
的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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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型

爱立许强力混合机拥有非常独特的混合	

原理和杰出的生产性能和灵活性。多年

来，全球冶金行业的领先生产者们一直依

据爱立许的连续式和批次式制备工艺完	

成可靠的解决方案。

爱立许强力混合机的特性为:

 n 1个旋转的混合盘

 n 1个固定的壁/底刮板

	n 在相对于混合盘中心的偏心位置分布

有1至 4个高速转子

爱立许强力混合机独一无二的混合原理	

旋转的混合盘不断地输送物料至旋转的	

混合工具。壁/底刮板对物流进行导向并

送往转子区域，形成循环，并在高速转子

区域形成一种非常高效的微观混合，同时

强化了由壁/底刮板形成的宏观混合。

爱立许强力混合机维修简便、极其耐磨而

且高度可靠:

	n 驱动装置和齿轮箱位于混合盘外部

	n 易损件更换简便

	n 方便进入混合室内部执行维护工作

	n 即使混合机满载也可被重新启动

适用不同性能等级的机型大小

爱立许混合机系列的有效容积为1至12000
升，可以高度满足用户特定的需求。在很

多实例中，不同的应用能够在一台混合机

内一步步连续式地完成。

1 升 400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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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型
最大容量 最大的装机功率

升 公斤 转子 混合盘

EL1 1 1.6 0.88 0.17

R01 5 8.0 3.8 0.88

RV01 10 16 5.2 0.88

R05T 40 65 15 1.5

R09T 150 240 22 5.5

R12 250 400 55 7.5

RV12 400 650 75 9.2

R16 600 960 55 12

RV16 900 1,440 75 15

R19 1,125 1,800 75 18.5

RV19 1,500 2,400 90 22

R24 2,250 3,600 110 2 x 18.5

RV24 3,000 4,800 132 2 x 22

R28/40 4,000 6,400 1 x 110   1 x 90 2 x 18.5

R28/50 5,000 8,000  1 x 132   1 x 110 2 x 22

RV28/50 5,500 8,800  1 x 132   1 x 110 2 x 22

R33/60 6,000 9,600 2 x 132 2 x 22

R33/70 7,000 11,200  1 x 160   1 x 132 2 x 30

R33/80 8,000 12,800 2 x 200 2 x 30

DW40 12,000 19,200 4 x 160 2 x 45

3,000 升 12,000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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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爱立许强力混合机进行 
球团和小球团的制备

造球工序

成品球储存 运输

存储和混合工序

高炉

筛分和上料工序 筛分

来自选矿厂

爱立许 
强力混合机

焙烧系统

成品球储存

圆盘造球机 圆盘造球机

精矿粉

石灰石 膨润土

在制备生球所需的原料时，需要添加	

粘结剂（如膨润土），有时需要添加一	

些熔剂（如石灰石、白云石），与精矿粉

一起混合。

	

爱立许连续式强力混合机在该项制备中	

具有以下重要优势:

■	粘结剂的使用量低

■	能耗低

■	生球强度高，返料量少

■	混合物料均匀度高且稳定，	

	 产量可达1400吨/小时

■	运行可靠性高，低维护			

■	粒度范围小/质量恒定	

■	低磨损

冶炼和直接还原

使用爱立许强力混合机能够改善直接还原

与熔融还原厂的效率，无论是竖炉、回转

窑、流化床或熔炼反应炉。

混合料高度稳定的均匀度对于生产海绵	

铁团块十分重要，爱立许强力混合机能够

可靠地达到这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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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爱立许强力混合机进行 
球团和小球团的制备

应用于瑞典卢基矿业 

公司的混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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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筒制粒机

爱立许 
强力混合机

烧结机

点火

	铺底料

烧结矿冷却机

高炉

破碎/筛分站
水

铁矿球
团粉

配料

铁精粉 粗粒级	
铁矿粉 熔剂 石灰石 生石灰碎焦

返矿

精细铁粉和超细铁精粉用于钢铁行业的	

比例逐渐增加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范围内	

的趋势。

然而，目前烧结厂尚不能有效处理大量	

细粒级铁矿。超细铁精粉通常必须经过

造球才能被高炉使用。这导致相对于烧	

结法，炼铁成本增加。

使用爱立许强力混合机进行烧结混合料的制备

为了使烧结厂能够使用更高比例的精细	

铁粉和超细铁精粉，只有通过一个强力	

混合加微制粒的系统才能实现，并使烧	

结更具经济性。由此，爱立许目前可以	

提供两套不同的解决方案。

方案A 

爱立许强力混合机+当地提供的圆筒制粒机 

尤其适用于对现有烧结厂的改造

已在运行的系统设备，如： 

台湾中龙钢铁公司/比利时安塞乐米塔尔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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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球
团粉

铁精粉 粗粒级	
铁矿粉

使用爱立许强力混合机进行烧结混合料的制备

方案B 

爱立许强力混合机+爱立许强力制粒机  

尤其适用于新建项目

两套方案的成果和效益已在众多项目中 

得到验证，主要优势如下：

n	 烧结原料完全均匀混合，烧结料层	

	 透气性高

n	 即使使用高配比的超细铁矿粉，	

	 也能达到高烧结生产率

n	 降低能耗

n	 固体燃料消耗低	

n	 更加均衡的烧透度

n	 烧结质量高并稳定

n	 减少返矿

n	 高使用率

n	 产量可达1400吨/小时

已在运行的系统设备，如： 

印度JSW钢铁公司

爱立许 
强力混合机

爱立许 
强力制粒机

烧结机

烧结矿冷却机

高炉

破碎/筛分站

配料

熔剂 石灰石 生石灰碎焦
返矿

水

水

	点火

铺底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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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运行的系统设备，如：

比利时安塞乐米塔尔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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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立许在耐磨保护解决方案上有着几十年

的开发和使用经验。您在各方各面可尽享

优势：

n		让您放心的超长使用寿命

n		明显减少的停机和维护时间

n		在计算了设备的整个生命周期的前提	

	 下，使用爱立许耐磨件可以确保得到	

	 最高的经济效益	

爱立许耐磨保护

烧结混合料的制备

该规格配置可以胜任处理 500多万吨的	
铁矿球团后并无明显磨损

爱立许烧结混合机的内部结构
运行 3个月后的转子

尤其是混合桨叶，可以根据不同应用领域

所相应的应力类型而采用不同类型的耐磨

保护。每个类型的设计都是为了能达到桨

叶最长的使用寿命，并不断地得以改善和

提高。耐磨保护件的所有加工任务都在爱

立许本公司内特定车间进行完成–从而保

证了耐磨件的质量和可靠性。

爱立许混合机的典型耐磨保护用于:	

球团制备

标准配置

4 层堆焊

堆焊加工：		

在本厂车间进行的手工耐磨堆焊

特性：	

可承受物料击打；堆焊材料和厚度

可根据需求而变化

高性能配置

4 层堆焊并且桨叶头部 

带碳化钨料块	

堆焊加工：在本厂车间进行的	

手工耐磨堆焊

特性：	

通过爱立许独特的更换系统可以	

降低磨损件消耗的成本

碳化钨硬焊贴片并且桨叶头部带

碳化钨料块

硬焊贴片加工:			

在本厂车间进行的硬焊

特性：	

通过爱立许独特的更换系统可以

降低磨损件消耗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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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剂

称量和配料工序

盘式造球机

	机械秤	

称重料斗

用来确定水重量的秤

爱立许强力混合机

污泥 添加剂

至焙烧系统

有价废弃物的回收再利用

钢铁工业正在致力采用创新的方式来回收

利用废弃物，争取做到零排放。

一般通用的方法是将废弃物重新回收到生

产线上再利用。这些废弃物大部分都十分

难处理，并且对机械性能和物理化学性质

要求很高。	

合适的原料制备对生产结果产生很大程度

的影响。使用爱立许混合系统，可以对来

自烧结厂、高炉、铸造车间、BOF 厂和电

弧炉的粉尘和污泥等废弃物进行有效的

处理。

爱立许强力混合机可以一次执行	

不同的工艺处理步骤：

n	混合

n		润湿/水份分配/脱水

n	分散

n	压实

n（预）造粒

n	反应

n	冷却

爱立许混合系统的优势：

n	杰出的混合结果

n		半成品的稳定性能

n		系统灵活性高，能够应对废弃物	 	

	 性能的极大变化

n		高耐磨性

n		自动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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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运行的系统设备，如：	

巴西的沃托兰廷工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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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式磨

SAG磨*		

渣浆泵

	筒形磨机/球磨机	

旋流器

浮选

尾矿处理

磁选机 粗选	
分离器

循环泵

*SAG磨	半自磨

旋流器

磁选机

精细研磨

示例

应用：铁矿-磁铁矿

塔式磨安装：西亚磁铁矿项目

5 套ETM - 1500	

装机功率: 5 x 1.1 MW
交货期:2009

其中4套

给料粒径: F80 = 80	微米

产品粒径: P80 = 38	微米	

产量:130 t/h /	台

1套备用

爱立许塔式磨是针对现代选矿厂的需求所

提供的经济性解决方案–一个成熟的立式

介质搅拌磨–可以高效地精细研磨新增	

给料粒度范围为3毫米（硬石矿）至10毫
米（软矿）的矿石，产品粒度可缩减到15微
米的经济尺寸。

使用爱立许塔式磨，可以在选矿处理过程

中把能耗和介质消耗双双大幅减少。

爱立许塔式磨的优势总结：

n  降低能耗

n	 提高产量

n	 使用率高，耐磨性高

n	 减少运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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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式磨供货范围：不同尺寸配套不同应用

15 m

13 m

10 m

7 m

4 m

马力

驱动电机

静止的磨矿机壳体

 带耐磨衬板的 
搅拌螺旋

自保护 
磨矿机内衬

检修门

全封闭 
轴承箱

减速机

ETM
10

ETM
20

ETM
50

ETM
100

ETM
300

ETM
500

ETM
700

ETM
1000

ETM
1250

ETM
1500

西亚 

5套ETM-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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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立许服务– 
跨越全球的信心保障

爱立许为全球冶金行业提供全方位的	

服务：从最初的咨询规划到计划实施最佳

制备方案，可靠的售后服务以及原装备件

的供货。

实验中心

爱立许在全球各大洲都拥有实验中心。	

在这里，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以及工艺技	

术师和客户一起共同优化制备流程的具体

步骤，并为使用未经测试的混合组合物的

新应用制定实现最佳性能的基础。

工程设计

根据在爱立许实验中心所取得的测试数	

据选择最佳的机器和设备。

成套系统设计

项目工程设计和订单处理阶段中只使用	

爱立许自主研发和生产的机械和设备，	

并只采用高效并举丰富经验的合作伙伴	

的产品。

流程控制和监测

爱立许为整套制备方案提供自主研发和生

产的设备以及流程控制和监测系统，既适

用于新建厂也适用于现有设备和整厂的现

代化改建和扩建。所有组件都严格地根据

用户需求进行配置。由此量身定制的解决

方案涵盖传统的键盘操作、含配方管理的

特殊批次控制器一直到带在线文档的服务

专家Service-Expert软件包和具前瞻性维护措	

施的计划。

安装和调试

经验丰富的专业售后服务团体为您进行	

设备的组装和调试。当地的合作伙伴会	

参与配合并对用户工作人员进行技术指	

导

培训

对操作和维修人员团体的培训由专业导	

师执行，以确保您长期的投资回报率。培

训内容包括系统操作、安全提示、过程优

化、维护周期和维修工作。

售后服务

爱立许售后服务为您提供专业高效和全	

面的支持保障。服务范围包括爱立许原	

装备件的全球供应、对停产情况的及时	

反馈以及机器/设备的快速修复。

具有特别优势的选项为：

n	远程服务

通过数据传送器达到快速诊断。当问题	

发生时保证快速、低成本的技术支持。

n	状态监测

安装在关键功能原件上的传感器能够向	

中央分析系统实时传送数据，能够在严	

重故障发生前探测到组件的退化程度。	

能够提高机械设备的可用性并降低维修

成本

n	维护软件包

服务专家软件ECD能够访问工程图纸、	

图像、照片，以快速识别哪怕非常小

的部分，包括购物篮功能。服务专家

ECS可以提供一种定制的、综合的、最高

水平的维护管理关键解方案，能够帮助

实现机械设备可用性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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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混合及精细研磨技术
传承并创新自1863 年

德国
Maschinenfabrik Gustav Eirich
GmbH & Co KG
Postfach 11 60
74732 Hardheim, Germany
电话: +49 (0) 6283 51-0
传真: +49 (0) 6283 51-325
E-Mail: eirich@eirich.de
Internet: www.eirich.com

法国
Eirich France SAS
Saint-Priest, France

俄罗斯
OOO Eirich Maschinentechnik
Moscow, Russia

乌克兰
OOO Eirich Maschinentechnik
Dnepropetrovsk, Ukraine

美国
Eirich Machines Inc.
Gurnee, IL, USA

巴西
Eirich Industrial Ltda.
Jandira S.P., Brazil

日本
Nippon Eirich Co. Ltd.
Chiba, Japan

韩国
Eirich East Asia/Pacific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中国
Eirich Group China Ltd.
Shanghai & Beijing, P.R. China
Eirich Machinery Jiangyin Co., Ltd.
Jiangyin, Jiangsu Province, P.R. China

印度
Eirich India Pvt. Ltd.
Mumbai, India

南非
H. Birkenmayer (Pty.) Ltd.
Isando,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www.eirich.com

M1849-0-zh   07/16 在中国印刷。可能会有改变，恕不另行通知。

在原料制备技术领域，爱立许在全世界众多行业内提供设备以及

服务。爱立许主要专注于混合及精细研磨技术，150年来通过和工

业用户，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的紧密合作，爱立许拥有深厚独特的

技术经验。

爱立许集团坚持全球化合作的理念并保持同每一个用户的紧密联

系。爱立许在全球所有的重要经济区域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专注于机械设备及工厂设计的技术革新，为高标准的制备任务提

供出自一手的解决方案。

通过我们自己的实验中心进行应用行业及工艺技术开发，高度多

样化的产品以及完善的售后服务为众多行业开发现代化高效的工

艺提供理想的基础。

建材 - 陶瓷 - 玻璃 - 碳素 - 电池膏 - 刹车片 - 冶金 - 型砂

铸造 - 环保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