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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浩特公司简介



HOT简介
浩特(成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前身 北京浩沃特工业技术有限公司，目前正在完成“吸收合并”)，致力于将人工智能应用到资源

业生产实践，提供全流程智能化产品，以及“一站式”技术服务。

资质荣誉: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金种子工程企业, 首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小企业“创新之光”。

更懂矿业的产业数字化公司：在夯实矿业专业服务能力的基础上，HOT已将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等新技术应用到矿业生产实践。

帮助矿山企业实现节能减排，降本增效；助力矿山企业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核心团队在资源业行业地位突出 ，公司拥有 澳大拉西亚矿业冶金学会 院士级合资格人，能签署IPO目的的JORC和NI43-101。

工作方式：足迹遍及人迹罕至的风景，融入原始社区。



主要产品及技术服务

X射线衍射形貌智能光电分选技术 X射线水分灰分仪 AI磨矿分级功率动态优化节能 积木式选矿全流程智能化系统

勘探咨询 采矿智能化 | 技术服务 选矿厂交付



2. HOT 振动筛介绍



DFRS系列深度分级筛



DFRS系列深度分级筛-筛分原理

 采用类似滚轴筛筛体结构，筛体不振动

 筛轴同向运动，完成物料水平输送

 相邻轴筛片相互交叉，间隙形成筛缝。

 类双层筛面，抛射二次分层

 交叉面相向运动，筛缝自清理能力强



DFRS系列深度分级筛-优势

 入料上限高，分级粒度下限低

最大入料上限可达200mm。最小干法精确分级粒度可达3mm。

 筛分效率高

不卡、不糊，筛长不受限制，不同粒度均可达到90%以上筛分效率。

 湿粘物料适应能力强

 处理能力大

同样筛分效率下，单位面积处理能力可达到弛张筛的3倍以上。

 无振动、占用空间小

同等负荷情况下该筛机所需空间不足香蕉筛和弛张筛的1/2，且没有振动，

非常易于已建成选煤厂的改造实施。

 环保性能好

密封效果好，无粉尘外泄。噪音低。



HLO/HLD系列香蕉筛



HLO/HLD系列香蕉筛-工作原理

高速入料分层段：入料段筛分角度大，物料移动速度
快，宜筛物料能快速透筛，将大物料与细物料分开，
起分层作用。

中速筛分段：筛分角度变小使物料移动速度减慢，形
成料床，主要的筛分透筛在此阶段完成，也有部分分
层作用。

低速排料段：筛分角度继续变小，与筛孔尺寸接近的
物料在此段完成筛分，主要是检查筛分作用 .



HLO/HLD系列香蕉筛-优势

 比常规的水平筛或倾斜筛提高 50% 左右的处理量。

 同等筛分面积，设备占据空间更少。

 采用直线振动方式，与普通圆振动形式相比振动强度

大，激振器转速更高，物料流动更流畅，处理量更大。

可配备模块式全聚氨酯筛板、不锈钢条缝筛板和耐磨

板筛板等多种筛板，便于用户维修更换。

 适合湿式和干式筛分。

 可替代弧形筛和水平筛的传统工艺布置组合。

 可选择单层和双层筛面。

 最大设备规格达 4.3m(宽)x9m(长)。



HFS/HDFS系列弛张筛



HFS/HDFS系列弛张筛-工作原理

弛张筛由传统的圆振动筛发展而来，原理为单一驱动

产生双重振动，即通过共振，由一个驱动器提供两个

振动，基本的振动是偏心块旋转产生的圆形振动，附

加的振动是指由浮动筛框产生的椭圆形振动。弹性聚

氨酯筛面的两端分别安装在浮动筛框上的固定横梁和

浮动横梁上，在筛分过程中，聚氨酯筛面连续不断的

扩张、收缩（每分钟超过800次）从而获得很高的振

动强度（50g），有效的防止了筛孔堵塞。

1. Fixed mass，固定框；2-Floating mass，浮动框；3-Deck panel，筛板



HFS/HDFS系列弛张筛-优势

激振强度可达 50g，可解决粘细难筛物料的筛分。

同等筛分面积的筛分设备，所需电机功率最小。

高弹性聚氨酯筛板具有极好的耐磨性，设计使用寿命

超过 4,000 小时。筛板采用压入撬出式安装，便于筛

板更换维护。

低噪音，设计隔振效果 97% 以上。

采用箱式激振器或偏心飞轮式单轴惯性激振器；激振

器轴承设计使用寿命 20,000 小时以上。激振力大小

可调。

最大设备规格达 3.6m（宽 )x12m( 长 )。

筛分效率可达 95% 以上。

具有良好的自清洁效果。



HFS/HDFS系列弛张筛-适用场景

煤炭行业用途：

• 原煤分级（细粒度）；

• 干法脱泥、湿法脱泥、脱介；

• 炼焦煤的预选流程；

• 褐煤筛分；

• 电厂备煤系统检查筛分；

• 水泥厂输煤系统检查筛分；

广泛应用于如下物料筛分：

• 弛张筛广泛用于：堆肥、煤泥、沙子、金矿、菱镁矿、

盐、煤炭、铁矿石、烧结矿、 砂矿、石灰石、砾石、

硅砂、粘土、木屑、建筑废弃物、玻璃、肥料、食品、

面粉等物料的干法筛分。



HLG/HLK系列直线筛



HLG/HLK系列直线筛-工作原理

直线振动筛使用的是双激振器驱动，两台激振器做同

步或反向的旋转时，振动筛的偏心块产生的激振力相

互抵消在平行于电机轴线的方向上，然后在垂直于电

机轴的方向又叠为一个合力，因此这种振动筛的是一

条直线的运动轨迹。它的两个电机轴相对的筛面有一

个倾角，在物料自重力和激振力的合力作用下，物料

在筛面上被抛起，作直线运动跳跃式向前，来对物料

进行分级和筛选。



HLG/HLK系列直线筛-优势

• 体积小，重量轻，结构简单，安装方便，维修容易；

• 结构简单、堵孔少，自动清理防堵网装置；

• 密封性好、少粉尘溢散，有利于环境保护；

• 耗能少、噪音低、筛网使用寿命长；

• 筛分精度高、处理量大、结构简单；

• 全封闭结构、自动排料；

• 筛体各部分均采用扎制钢板及型材一次成型(部分组

件为螺栓连接)刚度好，牢固可靠。



HLV系列高频筛



HLV系列高频筛-工作原理

高频振动筛是采用双电机自同步技术，偏心块是通用型

的、振动器是可调振幅的。它的主要组成有筛箱、电机、

激振器和支撑系统。两个振动器作同步的反向运转，并

且互不联系。两组偏心质量产生的离心力，沿振动方向

的分力进行叠加，反向的离心被抵消掉，这样能形成沿

振动方向的单一激振动，让筛箱可以作往复的直线运动。



HLV系列高频筛-工作原理

重量轻、体积小、结构简单，方便拆装，便于维护。

激振器效率高、底座的橡胶弹簧减震效果良好。

采用高强度金属织网和高猛钢铸造易损件，使用寿命长。

相较于其它设备，高频筛脱水充分，成品通筛率高达99%。

高频脱水振动筛主机传动装置采用了密封齿轮箱和带轮，

增加作业稳定性。



3.振动筛智能监测系统介绍



大梁：
安装无线裂纹监测
传感器（AS001），
感知裂纹的产生，
检测主梁的工况；

激振器：
安装无线激振器传感器
（AD006），监测激振器
4轴承温度、润滑油温度、
激振器振动幅度，判断激
振器轴承是否出现故障，
双激振器驱动检测振动的
均衡性；

电机：
安装无线振动温度传
感器（AD008），用
于监测电机的温度和
振动强度；

筛体：
在入料端及出料端各安装2个
无线振动温度传感器
（AD008）,监测筛体振动的
角度和幅度，判断是否存在
入料不均问题。

振动筛预测性维护方案



监测部位 传感器类型 监测项目

大梁 无线裂纹监测传感器 大梁应力

激振器 无线激振器传感器 4轴承温度、1润滑油温度、激振器振动幅度、振动的均衡性

电机 无线振动温度传感器 温度和振动强度

筛体 无线振动温度传感器 筛体振动的角度和幅度

• 对振动筛故障高发部位实时监测，准确感知振动、温度、应力信号。

• 信号通过中继器传输至本地或云端，通过服务器端AI机器学习算法和模型，对设备运行数据进行分析，

综合评估设备的健康状况，预测设备故障。

• 对于设备故障前期产生的异常信号能够捕捉分析，并及时预警、报警。

振动筛预测性维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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