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 州 市 华 夏 干 燥 制 粒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ChangZhou HuaXia Drying&Granulation Equipment Co.,Ltd

ＧＺＬ、ＧＺＬ－Ｍ系列干法辊压造粒机
GZL Dry Powder Roll-type Granulation Machine

一、概述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本公司研制开发的干法辊压式造粒机组，采用当前国际流行
的干法成型新技术。将密度小、流动差、易飞扬的粉状物料，通过
压片、破碎、筛分等物理过程，制成符合标准的密度大、易流动、
无粉尘的粒状产品。
本机组填补了国内空白。可根据用户要求和不同物料造粒需
要提供各种规格的成套机组、单机及配件。为用户进行物料的造粒
试验和进行特殊设计制造，为用户提供协助安装、负责调试等一系
列周到服务。还可代用户进行物料加工。
Ｔｈｉｓ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ｄｒｙ ｒｏｌｌ 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ｎｇ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ｏｒ ｉｓ ｆｉｒ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ｂｙ ｏｕｒ ｃｏｍｐａｎｙ，ｕｓｉｎｇ ａ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ｄｒｙ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ｍ 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ｃｒｕ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ｐｏｗｄｅ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ｌｏｗ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ｏｒ ｆｌｕｉｄｉｔｙ ｗｉｌｌ
ｂｅ ｍａｄｅ ｉｎｔｏ ｇｒａｎｕｌｅ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ｆｌｕｉｄｉｔｙ，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ｄｕｓｔ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ｔ ｏｆ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ｆｉｌｌ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ａｐｓ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Ｎｏｗ， ａｃｃｏｒｄ－
ｉｎｇ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ｗｅ ｃａｎ ｓｕｐ－
ｐｌｙ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ｓｅｔｓ ｏｆ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 ｓｉｎｇｌ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 ｏｒ ｆｉｔ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Ｂｅｓｉｄｅｓ ， ｗｅ ｏｆｆｅｒ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ｓ，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ｄｅｂｕ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Ｗｅ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二、设备概况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 轧片机：是对原料施加压力，经两平行轧辊转动将原料轧制成
片，提高了原料的堆比重。上、下两轧辊间用齿轮啮合传动，
轧辊对物料施加的压力经液压系统完成。
◆ 脱气槽：是暂存原料定时排出脱气的部分。搅拌桨绕脱气槽的
中心线旋转，以排挤出原料中的空气，破除原料的起拱现象。
◆ 螺旋送料器：是给轧片机强制送料的部分，其作用是在轧片机前对物料进行预压缩，提高体积比重，以满足轧片
机的 需要。
◆ 碎粒机：是对片状物料进行粉碎的部分，粉碎机有旋转齿和固定齿，经过粉碎，片状物料就变成了不规则粒状和
粉状的混合物。
◆ 整粒机：分一次和二次整粒。一次整粒使不规则粒状物料成形，颗粒大小趋于一致。二次整粒对筛分后大于成品
的颗 粒进行二次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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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荡筛：是对经过一次整粒的粒、粉混合物进行筛分的过程，符合要求的成品进入成品仓。第一层筛的筛上物进

◆ Ｖｉｂ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ｒｅｅｎ： Ｉｔ＇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ｒａｎ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ｄ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ｐｒｏ－
ｃｅｓｓ ． Ｇｒａｎｕｌ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ｔａｎｋ ．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ｇｒａｎｕｌｅｓ

入二次整粒机，整粒后进入成品仓，第三层筛下物经过刮板式输送机送回脱气槽。

ｏｆ ａ ｌａｒｇｅｒ ｓｉｚｅ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ｓｃｒｅｅｎ ｗｉｌｌ ｂｅ ｇｉｖｅｎ ａ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 ａｆｔ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 Ｃｏｍｐａｃｔｏｒ： Ｗｉｔｈ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ｒｏｌｌｅｄ ｉｎｔｏ ｓｌｉｃ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ｕｂｌｅ ｒｏｌｌｅｒｓ ．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ｂｕｌ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ｒｅ ｂ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ｅａｒ ｄｒｉｖ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ｒｏｌｌｅｒ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 Ｄｅａ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ａｎｋ： Ｉｔ＇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 ｒｏｔａｔ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ａ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ａｎｋ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ｒｅｍｏｖｅ ｔｈｅ ｇａ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ｏ ｔｈｅｒｅ＇ｓ ｎｏ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

ａｌｓｏ 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ｔａｎｋ． Ａｆｔｅｒ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ｏｆ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ｓｃｒｅｅｎ ，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ｕｌｅｓ ｏｆ ａ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ｓｉｚ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ｓｅｎｔ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ａ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ａｎ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ｆｌｉｇｈｔ ｃｏｎｖｅｙｏｒ ｔｏ ｂｅ ｍｉｘ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ａｗ ｐｏｗｄｅ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三、造粒原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各种干粉物料从设备顶部加入，经脱气、螺旋顶压进入对辊，在对辊极大的挤压力作用下使物料产生塑性变形
而被压缩成片状。片状物料在经过破碎、整粒、筛分等过程，得到颗粒状产品。通过改变辊面开槽形式，可得到片

ａｌｓ ｐｕｓｈｉｎｇ ｕｐ．
◆ Ｓｃｒｅｗ ｆｅｅｄｅｒ： Ｉｔ＇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ｃｔ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ｏ ｐｒ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ｍａｔｅ－

状、条状、扁球状物料。挤压力的大小可根据造粒操作的需要由液压油缸的压力进行调节。

ｒｉａｌ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ｙ 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ｃｔｏｒ．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ｂｕｌ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ｏ ａｓ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ｃｔｏｒ．
◆ Ｃｒｕｓｈ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Ｉｔ＇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ｃｒｕ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ｌｉｃ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 Ｔｈｅｒｅ＇ｓ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 ｇｅａｒ ａｎｄ ｆｉｘｅｄ ｇｅａｒ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ｃｔｏｒ ． Ｓｏ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ｒｕｓｈ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ｓｌｉｃ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ｕｒｎ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ｇｒａｎ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ｄｅｒｓ．
◆ Ｇｒａｎｕｌｅ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ｓ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ｓｈａｐｅｄ ｉｎｔｏ ｇｒａｎｕｌｅｓ ｏｆ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ｓｉｚｅ ． Ｔｈｅｎ
， ａｆｔｅｒ ａ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ｉｌｌ ｒｅｍａｉｎ ａ ｓｍａｌ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ｇｒａｎｕｌ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ａ ｌａｒｇｅｒ ｓｉｚｅ ｔｈａ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Ｄｒｙ ｐｏｗｄｅ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ｓｐｉｒａｌｌｙ ｐｒｅｓ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ｏｐ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ｇａ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ｒｏｌｌｅ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ｇａｓ ｒｅ－
ｍｏｖｉｎｇ ． Ｔｈｅ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ｇｅ ｅｘｔｒｕｄ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ｆｒｏｍ ｄｏｕｂｌｅ ｒｏｌｌｅｒｓ ，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ｔｏ ｓｌｉｃｅｓ ． Ｔｈｅ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ｃｒｕｓｈｉｎｇ ，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ｓｌｉｃ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ｕｒｎｅｄ ｉｎｔｏ
ｇｒａｎｕｌｅｓ ｏｒ ｐｅｌｌｅｔ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ｈａｐｅｓ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ｌｉｃｅｓ，ｓｔｒｉｐｓ， ｏｂｌａｔｅ ｂａｌｌｓ ｅｔｃ． ｃａｎ ｂ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ｂｙ ｃｈａｎｇ－
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ｏｏｖｅ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ｌｌｅ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ｕｄ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ｃａｎ ｂｅ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ｂｙ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ｓｅ ｇｒａｎｕｌｅ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ｇｉｖｅｎ ａ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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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点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１． 物料经机械压力强制压缩成型 ， 不添加任何润湿剂不破坏物料的化学性能，不降低产品的有效含量 ， 产品纯度得到
保证。
２． 工艺流程简短，能耗低，产量大 ， 生产过程自动化，循环操作，适用于大规模连续生产。
３． 干粉直接造粒，无需后续干燥过程，更有利于现有生产流程的衔接和改造。

Ｉ

Ｊ

Ａ： 黑碳黑 Ｂ： 白碳黑 Ｃ： 保健食品颗粒 Ｄ： 草坪复合肥 Ｅ： 硫酸钾
Ｆ： 饲料添加剂 Ｇ： 无机复合肥 Ｈ： 溴氯海因 Ｉ： 氧化锌 Ｊ： 有机复合肥

Ｋ

４． 颗粒强度高，堆积比重的提高较其他造粒方式都更为显著 。尤其适合于增加产品堆积比重的场合 ；颗粒强度可以
调整，通过调节轧辊的压力，控制成品强度。
５． 操作弹性大，适应范围广，挤压力的大小可通过液压力调节。

Ｋ： 三氯异氰尿酸

６． 整个过程全封闭，无需任何添加剂，干粉直接制粒，产品纯度高，且产品对环境无污染。
７． 整套设备，凡接触物料部分，全部采用不锈钢或钛合金钢制造，防腐性能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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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Ｐｏｗｄｅ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ｔｏ ｇｒａｎｕｌ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ｄｄｉｎｇ ａｎｙ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ｓｏ ａｓ ｎｏｔ ｔｏ

五、应用领域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ｒｅａｌｍ

ｄｅｓｔｒｏｙ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
ａｌｓ ． Ｓｏ ｔｈｅ ｐ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ａｎ ｂｅ ｅｎｓｕｒｅｄ．
２．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ｓ ｖｅｒｙ ｓｉｍ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 ｏｕｔｐｕｔ ． Ｃｙｃｌ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ｋｅ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Ｓｏ ｉｔ＇ｓ ｆｉｔ ｆｏｒ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３．Ｐｏｗｄｅ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ｔｏ ｇｒａｎｕｌｅ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ｎｙ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ｏ ｉｔ＇ｓ ｇｏｏｄ ｆｏｒ ｊｏｉｎｉｎｇ

Ａ． 石油化工 Ｂ． 精细化工 Ｃ． 医药 Ｄ． 食品 Ｅ． 生物工程 Ｆ． 农药 Ｇ． 肥料 Ｈ． 矿产 Ｉ． 钢铁 Ｊ． 煤炭
Ａ． Ｐｅ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 Ｆｉｎ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 Ｆｏｏｄｓｔｕｆ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Ｅ．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Ｇ．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Ｈ． Ｍｉｎｉｎｇ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 Ｉｒ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ｅ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Ｊ． Ｃｏ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ｉｓ ｓｅｔ ｏｆ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ｂｕｌ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Ｓｏ ｉｔ＇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ｆｉｔ ｆｏｒ ｔｈｏ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ｈｏｓｅ ｂｕｌ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ｓ ｔｏ ｂｅ ｒａｉｓ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ｃａｎ ｂｅ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ｂｙ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ｌ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５．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ｓ ａｄｊｕｓｔａ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ａ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ｕｄ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ｃａｎ ｂｅ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６．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ｓ ｅｎｃｌｏｓｅ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ｄｄｉｎｇ ａｎｙ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 Ｐｏｗｄｅ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ａｎ ｂｅ ｔｕｒｎｅｄ ｉｎｔｏ ｇｒａｎｕｌｅ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 Ｓｏ ｈｉｇｈ ｐ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ａｎ ｂ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ｔｈｅｒｅ＇ｓ ｌｉｔｔｌｅ ｄｕｓｔ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７．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ｅｔ ｏｆ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 ａｌｌ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ｓ ｃｏｎｔａｃｔ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ｒｅ ｍａｄｅ ｏｆ 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 ｓｔｅｅｌ ｏｒ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ａｌｌｏｙｓ
． Ｓｏ ｇｏｏｄ ａｎｔｉｓｅｐｔ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六、典型物料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胶囊填充颗粒、颜料、洗涤剂、催化剂 、碳酸锶、化肥、白炭黑、无机盐粒 、氯代异氰尿酸类、漂粉精、农
药、氰尿酸、二氯异氰尿酸钠、三氯异氰尿酸、氧化物类、氧化锌、氧化铅、硝酸钾、硫酸钾、碳酸钾、冰晶石、
吡虫啉、磷酸二氢钙及食品、肥料、饲料、塑料助剂、化学药、化妆品、合成洗涤剂、钛白粉、煤粉、电玉粉、密
胺粉、白碳黑、二钠、五钠、癸二酸、白云石粉、碳酸镁、二氧化锑、碳酸钡等多种化工和医药原料的造粒。
工业回收粉尘物料： Ａ． 铸铁厂粉尘 Ｂ． 铅 Ｃ． 锌 Ｄ． 铝粉尘 Ｅ． 转炉粉尘 Ｆ． 滤尘 Ｇ． 磨削等粉尘。

Ｆｉｌｌ ｇｒａｉｎ ｆｏｒ ｃａｐｓｕｌｅ ， ｐｉｇｍｅｎｔ ， ｄｅｔｅｒｇｅｎｔ ，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 ｓｔｒｏｎｔｉｕｍ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 ｓｉｌｉｃａ ａｅｒｏ－
ｇｅｌ ，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ｓａｌｔ ｇｒａｉｎ ，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ｈｙｐｏｃｈｌｏｒｉｔｅ ，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 ｃｙａｎ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 ｓｏｄｉｕｍ 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ｉｓｏｃｙａｎｖｒａｔｅ ，
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ｉｓｏｃｙａｎ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 ｏｘｉｄｅ ， ｚｉｎｃ ｏｘｉｄｅ ， ｌｅａｄ（ｌｌ） ｏｘｉｄｅ ，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ｕｉｔｒａｔｅ ，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ｓｕｌｔａｔｅ ，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 ｓｏｄｉｕｍ ｈｅｘａｆｌｕｏｒｏａｌｕｍｉｎａｔｅ ， Ｃ９Ｈ１０Ｎ５Ｏ２Ｃ１ ，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ｂｉ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 ｆｏｏｄｓｔｕｆｆ ，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 ｆｅｅｄ ，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ｃｏｓｍｅｔｉｃ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ｄｅｔｅｒｇｅｎｔ ， ｔｉｔａｎｉｕｍ ｄｉｏｘｉｄｅ ， ｃｏａｌ ｐｏｗｄｅｒ ， ｕｒｅａ
ｆｏｒｍ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ｍｏｕｌｄｉｎｇ ｐｏｗｄｅｒ ， ｍｅｌａｍｉｎｅ ｍｏｕｌｄｉｎｇ ｐｏｗｄｅｒ ， ｗｈｉｔ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ｂｌａｃｋ ， ｓｏｄｉｕｍ ｔｒｉｐｏｌｙ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
ｄｅｃ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 ｄｏｌｏｍｉｔｅ ｆｉｎｅｓ ，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 ａｎｔｉｍｏｎｙ ｄｉｏｘｉｄｅ ， ｂａｒｉｕｍ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ａｎｄ ｍ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Ｐｏｗｄｅ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ｈｉｃｈ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Ａ． Ｄｕｓｔ ｉｎ ｉｒｏｎ ｃａｓｔ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ｓ Ｂ． Ｌｅａｄ ｄｕｓｔ Ｃ． Ｚｉｎｃ ｄｕｓｔ Ｄ．
Ａｌｕｍｉｎｕｍ ｄｕｓｔ Ｅ． Ｆｉｌｔｅｒｅｄ ｄｕｓｔ Ｆ． Ｄｕｓｔ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ｇｒｉｎｄ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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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业绩表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ｆｏｒｍ

七、技术参数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型号
Ｍｏｄｅｌ

辊间压力（兆帕）
Ｐｒｅｓｓ（ＭＰａ）

轧片产量（Ｋｇ／ｈ）
ＯｕｔＰｕｔ（Ｋｇ／ｈ）

轧辊功率（Ｋｗ）
Ｔｏｔａｌ Ｐｏｗｅｒ（Ｋｗ）

ＧＺＬ－１、ＧＺＬ－Ｍ－１

３０￣１００

４００

５．５－７．５

ＧＺＬ－２、ＧＺＬ－Ｍ－２

３０￣１００

２０００

７．５－１５

ＧＺＬ－３、ＧＺＬ－Ｍ－３

３０￣１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５－３０

ＧＺＬ－４、ＧＺＬ－Ｍ－４

３０￣１００

４０００

３０－４５

ＧＺＬ－５、ＧＺＬ－Ｍ－５

３０￣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５－９０

ＧＺＬ－６、ＧＺＬ－Ｍ－６

３０￣１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９０－１６０

ＧＺＬ－７、ＧＺＬ－Ｍ－７

３０￣１００

１４０００

１６０－２００

ＧＺＬ－８、ＧＺＬ－Ｍ－８

３０￣１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２５０

（ 注：以上参数只作参考，具体参数有待针对具体物料而定。 ）
（ Ｎｏｔｅｓ：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ａｂｏｖｅ ａｒｅ ｆｏｒ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ｌ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ｏ ｂｅ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ｅｄ，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ｍａｙ ｂ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
ＧＺＬ 型造粒机和 ＧＺＬ－Ｍ 型造粒机的区别如下：
ＧＺＬ 型造粒机从料仓加料后，物料会进入横向的螺旋挤压送料，轧辊是上下摆放的，螺旋正对上下两轧辊的中
心，将料强制挤入轧辊之间。经过轧辊的挤压，成片状从轧辊的另一侧出来，进入破碎、整粒、过筛、包装过程。
ＧＺＬ－Ｍ－ｘ 型造粒机从料仓加料后，物料直接进入一对横向摆放的轧辊之间，经过轧辊的挤压，从轧辊的下面
出来片状物料，进入破碎、整粒、过筛、包装过程。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ＺＬ ｓｅｒｉｅｓ ｄｒｙ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ＧＺＬ－Ｍ ｓｅｒｉｅｓ ｄｒｙ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ｏｒ ｉｓ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ＧＺＬ ｓｅｒｉｅｓ： Ｄｒｙ ｐｏｗｄｅ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ｒｅ ｓｐｉｒａｌｌｙ ｐ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ｇａ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ｒｏｌｌｅ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ｆｉｘｅ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ｉｌｌ ｃｏｍｅ ｏｕ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ｌｉ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ｒｏｌｌｅｒ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ｃｒｕｓｈｅｄ，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ｓｃｒｅｅｎｅｄ ａｎｄ ｐａｃｋｅｄ．
ＧＺＬ－Ｍ ｓｅｒｉｅｓ： Ｄｒ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ｆ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ｇａ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ｒｏｌｌｅｒ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ｅｉｎｇ ｓｐｉｒａｌｌｙ
ｐ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ｒｏｌｌｅｒｓ ａｒｅ ｆｉｘｅｄ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ｌｙ．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ｉｌｌ ｃｏｍｅ ｏｕｔ ａｓ ｓｌｉ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ｒｏｌｌｅｒ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ｃｒｕｓｈｅｄ，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ｓｃｒｅｅｎｅｄ ａｎｄ ｐａｃｋ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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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No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公司名称
广西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盐城百瑞特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冀衡集团有限公司
镇江天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聊城鲁西集团蓝威化工有限公司
青岛致通化学有限公司
青岛天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北方氯碱集团
山东东营雷洁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医药工业有限公司
南京金宁三环高技术磁业有限公司
东方希望集团北京强大浓缩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子能高科
台湾沐隆实业有限公司
无锡康爱特美华化工有限公司
四川自贡古今蜀新材料有限公司
衡水洁威化学有限公司
山东滕州银丰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龙口海瑞达化工有限公司
徐州克维斯消毒剂有限公司
定州荣鼎水环境生化技术有限公司
邯郸市滏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邯郸市瑞邦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聊城光谱石化有限公司
泰安华贸化工
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金宁电磁电子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九派药业
南宁市博瑞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绿人生态经济科技有限公司
华祥消毒剂有限公司
贵州汇通新材料发展有限公司
濮阳市可利威化工有限公司
广西红日化工有限公司
聊城华奥化工有限公司
邯郸市邯钢集团新欣精细化工公司
山东聊城鲁西化工集团热电有限公司
河南永城市洁宝化工厂
山西舜都集团有限公司
北海市永泰畜牧水产药品厂
河北九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泰州恒翔无线电专用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新区联峰化工有限公司
四川省彭州市新科油化助剂有限公司
邢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荆州达雅化工有限公司
盐城安顺化工有限公司
大连绿源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神剑新材料有限公司
淅江永昌进出口有限公司
西安汉堡生物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东莞黄江庆成科技电子厂
荆州神奇磁业有限公司
烟台恒邦化工有限公司
淮安市蓝天化工有限公司
安徽红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江门市粉末冶金厂有限公司
昌邑东海化工有限公司
Winner Inc India
中国蓝星集团
佛山金葵子肥业
内蒙古梅花生物科技

Users
Nanning Chemical Group Co., Ltd
Yancheng Bright Fine Chemicals Co., Ltd
Hebei Jiheng Group Co., Ltd
Zhengjiang Tianhe Biotechnology Co., Ltd
Luxi Chemical Group Liaocheng Lanwei Chemical Co., Ltd
Qingdao Zhitong Chemical Co., Ltd
Qingdao Chemical Co.,Ltd
Jiangsu Northern Chlorine Alkaline Chemical Co., Ltd
Shandong Dongying Leijie Fine Chemical Co., Ltd
Shanghai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Co., Ltd
Nanjing Jinning Sanhuan Hi-tech. Magnetic Industrial Co., Ltd
East Hope Group Qiangda Concentrated Feedstuff Co., Ltd
Shanghai Zineng Hi-tech Co., Ltd
Taiwan Mulong Industry Co., Ltd
Wuxi Meihua Chemicals Co., Ltd
Sichuan Zigong Gujinshu New Material Co., Ltd
Hengshui Jiewei Chemistry Co., ltd
Shandong Tengzhou Yinfeng Chemical Co., Ltd
Longkou Hairuida Chemical Co., Ltd
Xuzhou Keweisi Disinfector Co., Ltd
Dingzhou Radi Water Environment Biotechenology Co.,Ltd
Handan Fuyang Chemical Co., Ltd
Handan Ruibang Fine Chemical Co., Ltd
Liaocheng Guangpu Petrochemical Industry Co., Ltd
Taian huamao Chemical Co., Ltd
SDIC Xinjiang Lobupo Potash Co., Ltd
Jingning Electromagnetism Electron Equipment Co., Ltd
Shijiazhuang Jiupai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Co., Ltd
Nanning Boruida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 Ltd
Shanghai Greenman Ec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Huaxiang Disinfector Co., Ltd
Guizhou Huitong New Material Development Co., Ltd
Puyang Keliwei Chemical Co., Ltd
Guangxi Redsun Chemical Co., Ltd
Liaocheng Huaao Chemical Co., Ltd
Handan Steel Group Xinxin Fine Chemical Co., Ltd
Liaocheng Luxi Chemical Group Thermoelectricity Co., Ltd
Henan Yongcheng Jiebao Chemical Co., Ltd
Shanxi Shundu Group
Yongtai Pasturage and Aquaculture Pharmaceutical Co., Ltd
Hebei Jiupai Industry Group
Taizhou Hengxiang Wireless Equipment Co., Ltd
Changzhou Lianfeng Chemical Co., Ltd
Sichuan Pengzhou Oil Accessory Ingredient Co., Ltd
Xingtai Mine (Group) Co., Ltd
Hubei Jinzhou Daya Chemical Co., Ltd
Yancheng Anshun Chemical Co., Ltd
Dalian Luyuan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Co., Ltd
Anhui Shenjian New Material Co., Ltd
Zhejiang Winchoice Imp/Exp Co., Ltd
Xian Hanbao Bio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Dongguan Sawtry Technology Co., Ltd
Jinzhou Shenqi Magnetic Industrial Co., Ltd
Yantai Humon Chemical Co., Ltd
Huaian Blueshy Chemical Co., Ltd
Anhui Redstar Pharmaceutical Co., Ltd
Jiangmen Powder and Metallurgy Co., Ltd
Changyi Donghai Chemical Co., Ltd
Winner Inc India
China Bluestar Group
Foshan Jinkuizi Fertilizer Industry
Tongliao Clubs Biotechnol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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