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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法选煤技术哪个好？

娶妻当娶贤，何谓贤？

1、忠贞——核心部件使用寿命长（谁能与你共百年？）

2、勤俭——运行维护成本低（成由勤俭败由奢）

3、包容——适应各种环境及物料（我们不挑食！）

4、单纯——结构简单才能少犯错！（我们不要心机婊！）



γ射线法干法选煤的主要优势

 一、国内第一套智能干选设备，稳定运行时间最长（超过六年）

 二、运行稳定、结构简单，运行维护小，售后维护成本低

 三、定制化设计，不让业主投冤枉钱

 四、建设规模小、建设周期短

 五、对煤质、煤种无要求，适应所有环境、所有煤种

 六、分选精度高，除化工用煤多数煤种选后可以直接销售

 七、在原煤含水高的情况下，不会影响分选精度



伽玛射线知识简要介绍

• γ射线有很强的穿透力

• γ射线能量高度稳定，多种放射性元素(钴、铯、镅等）

可以自然发射γ射线

• γ射线对细胞也有杀伤力，但可防护

• γ射线已在工业和医学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如探伤检

查焊接质量，医疗上用来治疗肿瘤、感应器等等



伽玛射线在干法选煤中应用的理论依据

 识别原理：伽马射线穿透煤和矸石的衰减率具有显著区别，识别
率100%

 合适射源：应有一种合适的伽玛射线源既保证别别效果又保证人
身安全及环保达标。镅241，半衰期432年，选用300毫居

 精确识别：应有一种机制保证煤和矸石逐个经过检测点

 科学算法：应有一种科学的算法计算出伽马射线穿透煤和矸石的
衰减率，该算法应综合考虑煤和矸石的大小、厚薄、运动速度、
运行轨迹、信号干扰等

 快速分离：应有一种机制对识别后的煤和矸石进行快速分离

 经济可靠：连续稳定的工作且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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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RT智能干选机，是一种新型干法选煤工艺。能对
30mm-400mm的原煤中矸石进行自动识别并排出的一种
智能选矸设备。

GDRT智能干选机分选设备集机械、自控、核物理于一
体，操作简单、维修方便；适应所有煤质以及各种恶
劣环境。

GDRT智能干选机介绍1



GDRT智能干选机是将块煤通过排队整形，依次通过γ射线源，检测仪检

测到的衰减信号通过计算机计算，识别出煤和矸石，通过控制仪表输出

信号控制电磁阀，用高压气将识别出的矸石击打并分离。

GDRT煤矸智能分选系统示意图

GDRT智能干选机系统技术原理2



GDRT智能干选机由给料系统、检测系统、控制系统、执行系统

组成

GDRT智能干选机对煤矸石的工作原理：传输皮带上设若干个物

料排队通道。每通道独立运行，对应一套由给料机、检测系统、

控制系统、执行系统组成的分系统，点对点识别物料中煤及矸

石并予以分离。

一条皮带上可布置多条物料排队通道，按照客户实际生产情况

进行定制，避免生产能力不足或产能浪费。

GDRT智能干选机原理2



GDRT智能干选机原理2



排
队
系
统

该系统位于皮带表面上方经筛分后的块状原煤由进料斗或振动给料机平铺
到传送皮带上，在传送带连续运行的过程中，排队系统可以在不损伤皮带的情
况下使物料移动到通道中线，从而将待检测物料顺序排列对中，使其有序地经
过由γ射线源和传感器构成检测点中央。该系统设计获得国家一类发明专利。

目的：
可以灵活测定是否有物料夹入皮带与拨挡移位榔头的缝隙，从而自动抬

起拨挡移动榔头，不但保护了皮带，并且最大限度地实现对物料的准确
排队、避免堵料。

一方面是对待检测煤矸物体都能够被检测的保证，另一方面也是对检测
数据的准确性以及识别与分选的准确性的保证。

通道中线

通道中线

皮带运行方向

GDRT智能干选机分系统介绍3



排
队
系
统

GDRT智能干选机分系统介绍3





由于煤和矸石的构成物质成分不同，

煤主要成分为碳、氢、氧和少量的氮、
硫或其它元素，密度也相对较低，而矸
石主要成分是Al2O3、SiO2，另外还含有
数量不等的Fe2O3、CaO、MgO、Na2O、K2O、
P2O5、SO3，密度较大。伽马射线穿过C
等低原子序数元素的衰减系数比Si、Al
等高原子序数元素的衰减系数低的多，
通过比较伽马射线穿过煤和矸石的衰减
率，可以区别出煤和矸石。

检测系统由位于皮带下方的γ射线源

和位于皮带上方的传感器构成。当被

测物料通过检测点时，其内部分子结

构的不同造成穿透出来的γ射线光子

数量的差异，传感器将感应信号经过

放大、整形后传送给控制系统。

检
测
系
统

GDRT智能干选机分系统介绍3



GDRT智能干选机分系统介绍3

 十年研发

 13项软件著作权

 综合考虑煤和矸石的大小、厚薄、运动
速度、运行轨迹、信号干扰等

 煤矸区分标准值的设定方便调整以适应
市场需求

控
制
系
统

控制系统中的微处理器将信号依据煤矸石识

别数学模型进行运算，得出此时被测物料的

衰减率加权值。此加权值与事前设定的加权

值相比较，高于设定值的判断为矸石，低于

设定值的判断为煤。



GDRT智能干选机分系统介绍3

执
行
系
统

执行系统由空气压缩机（或压缩空气输气管）、储气罐、输气管、分气包、喷

气嘴和电磁阀构成。其中喷气嘴和电磁阀每个通道对应设置一套。当判断为矸石

时，经过控制系统设定的延时时间后，在矸石抛落过程中，控制系统打开高频气

阀，高压气流冲出气阀并击中抛落过程中的矸石，使其偏离原来的轨迹，落入矸

石料斗。没有被击打的煤块按原轨迹自然抛入煤斗。



GDRT智能干选机分系统介绍3

排矸动画演示

矸石仓煤仓

电磁阀采用进口高频电磁阀，质量保

障。每个通道设置了两个电磁阀，这

两个电磁阀始终处于轮流工作状态，

每个通道可在 1秒钟内击打 1 4块矸石，

满足生产需要。





射线源安全性4

实测数据

 密封源离开罐体表面5cm处，辐射剂量率小于0.2μSv/h，符合国家安

全标准；一般操作人员离罐体最小距离不小于50cm，此处辐射剂量率

几乎为0。

 工作状态时，准直方向0.6m处的输出剂量≈16μSv/h

 工作时间：检修人员低于2小时/天；一般操作人员低于10分钟/天。

平庄六家

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
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

2002）规定，任何工作人员的
职业照射水平不超过20mSv/a

（20,000μSv/a）。



射线源安全性4

防护
措施

远程开关
放射源装载在输出器内。输出器由

铅罐体、转轴、安装底板和防尘板

组成。每一个γ射线源都有一个微

型电机控制，通过远程就能实现了

γ射线源的开启或关闭。

准直方向无人

最大辐射量是出现在辐射输出器工作

状态时准直方向0.6m内。此处为是传

感器接收箱。

铅橡胶隔离

传感器接收箱中设置了防护铅橡胶，隔绝了放射线的

传播，同时在检测点的正上方及侧面，均设计了铅橡

胶隔离层，使得在任意方向的核辐射均几乎为0。

输出器箱上锁

放射源输出器放置在一个输出器箱内，

输出器箱上锁，这样就保证了放射源的

安全。放射源距设备边界最小距离不小

于50CM。



γ射线输出器—结构图

开启 关闭



射线源安全性4

• 根据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公告62号《放射源分类办法》规定，300

毫居里（mCi）的镅（Am）241是属于Ⅳ类放射源。

放射源分类表

辐射等级 I类源 II类源 III类源 IV类源 V类源

辐射剂量 ≥6×1013 ≥6×1011 ≥6×1010 ≥6×108 ≥1×104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Ⅳ类源为备案制！无需做环评及公安部门手续！

已在运行使用的超过120枚，预计2021年超过200枚。手续最快的10天办完！



技术更新5

1. 设备整体外观采用专业公司进行设计，在隔音、降尘方面提升兼具更加美

观大气的外形设计。

2. 不断优化数学模型及对软件升级，新设计新型的给料机，让排队更加精准，

多维度将矸石选净率提升至95%。

3. 新开发远程集中控制系统，实时监测设备运行状况，实时传输运行数据，

远程集中控制设备启停。

4. 与空压机、除尘设备、隔音设备等多个专业配套设备厂家进行紧密合作，

联合设计更加符合GDRT煤矸智能分选系统的对接产品，提升设备整体效果。

5. 已申办煤安标，即将推出井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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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RT智能干选机独特优势

工业化最早最稳定的智能干选机

分选精度高

生产成本&故障率双低

适应性强



工业化运行最早最稳定1

工业化应用最早的智能干选设备

1. 2013年，国内第一台智能干选机在京城木城涧煤矿运行

2. 国内唯一一家稳定运行六年以上的干法智能分选设备



分选精度高2

1. 国内唯一一家识别精度100%的干法智能分选设备

2. 承诺粒度小于80mm矸石选净率大于90%，粒度大于80mm的矸石选净率大于95%，选后矸中纯

煤低于1%；

1 2 3 4 5 6

选前煤中矸 30.90% 30.97% 33.81% 22.94% 85.58% 40.84%

选后煤中矸 4.97% 5.41% 3.62% 2.58% 0.26% 3.37%

选后矸中煤 2.42% 1.81% 1.34% 0.70% 0.54% 1.36%

选 净 率 84.24% 82.79% 89.42% 88.82% 99.70% 89.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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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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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六家煤矿30-80GDRT系统

1 2 3 4 5 6 7 8 9 10

选前煤中矸 31.7 29.6 26.1 34.5 32.9 36.9 77.7 85.5 92.8 49.7

选后煤中矸 0.22 3.45 1.54 0.23 0.56 0.86 4.20 3.73 8.30 2.57

选后矸中煤 0.00 0.00 0.00 1.19 0.00 0.00 1.34 0.70 0.54 0.42

选 净 率 99.5 91.5 95.5 99.5 98.8 98.5 98.7 99.3 99.3 97.8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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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煤矿80-200GDRT系统



1＞N

天然源，四十年无须更换，无高温高压激发装置，不产生高温，

无须冷却系统，识别阶段不耗能。

结构最简单相应带来维保上的简便，大口径电磁阀和气嘴不会

被尘土堵塞，无需每班清理，运营成本及故障率双低。

运营成本及故障率双低

全封闭防辐射

风冷系统

人工源激发装置

天然源 。。。。。。

3



环境适应性4

环境适应性最强

1. 不受环境影响（温度、湿度、粉尘等），在煤质高含水量下正常识别及运行

2. 粉尘大、煤灰覆盖表面情况下不影响识别及分选精度

3. 对各煤种都适应，均可正常使用

GDRT智能干选机采取穿透识别这种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识别技术，准确识别只与物料的分子

结构有关。不会因粉尘多而影响成像，不会因含水多导致矸石外裹煤灰无法识别，不会因温

度高低导致设备需要预热甚至无法使用，也不会因为矸石与煤的密度接近而无法准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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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RT智能干选机应用

典型案例产品荣誉



产品荣誉1



产品荣誉1



产品荣誉1



产品荣誉1



产品荣誉1



典型案例2

序号 时间 数量 应用单位 型号 粒度范围(mm) 应用效果

1 2013.7 1 昊华能源木城涧矿 GDRT30～80/1.6/8 30～80
(1)矸石选净率90%
(2)选后矸中含煤3%
(3)可提高发热量

2 2013.5 1 伊泰大地精煤矿 GDRT30～200/1.6/9 80～200
(1)矸石选净率90%  (2)选后矸中含煤3% 
(3)可提高发热量

3 2014.3 1 阜新矿业白音华四号矿 GDRT80～200/2.0/8 80～200
(1)矸石选净率90%  (2)选后矸中含煤1% 
(3)可提高发热量

4 2014.4 2 赤峰平庄六家煤矿
GDRT30～80/2.0/10
GDRT80～200/1.6/5

30～80
80~200

(1)矸石选净率95%
(2)选后矸中含煤1%
(3)可提高发热量

5 2014.4 2 赤峰瑞安煤矿
GDRT30～80/2.0/10
GDRT80～200/1.6/6

30～80
80~200

(1)矸石选净率95%
(2)选后矸中含煤1%
(3)可提高发热量

6 2014.5 2 大唐锡林浩特煤业
GDRT30～80/2.0/10    
GDRT80～200/2.0/8

30～200
(1)矸石选净率95%  (2)选后矸中含煤1% 
(3)可提高发热量

7 2015.4 1 阜新矿业白音华四号矿 GDRT80～200/2.0/8 80～200
(1)矸石选净率95%
(2)选后矸中含煤1%
(3)可提高发热量

8 2016.11 1 唐山神州机械有限公司 GDRT30～80/2.0/10 30～80
(1)矸石选净率90%  (2)选后矸中含煤1% 
(3)可提高发热量

9 2017.9 1 重庆能源松藻煤矿 GDRT80~200/1.2/4 80～200
(1)矸石选净率95%
(2)选后矸中含煤1%
(3)可提高发热量

10 2017.5 2 河南平煤五矿
GDRT80～200/1.2/2
GDRT30～80/1.6/9

80～200
(1)矸石选净率95%
(2)选后矸中含煤1%
(3)可提高发热量

11 2017.11 1 阜新矿业白音华四号矿 GDRT80～200/2.0/8 80～200
(1)矸石选净率95%
(2)选后矸中含煤1%
(3)可提高发热量

12 2019.1 2 四川宜宾新维煤矿
GDRT30～70/1.0/4
GDRT70～200/1.0/2

40～70
70~200

(1)矸石选净率95%
(2)选后矸中含煤1%
(3)可提高发热量

13 2019.3 2 山西凌志达矿业有限公司
GDRT30～70/1.0/4
GDRT70～200/1.0/2

80～200
(1)矸石选净率95%
(2)选后矸中含煤1%
(3)可提高发热量

14 2019.12 1 陕西省益秦集团崔家沟煤矿 GDRT50～150/2.0/12 50～150
(1)矸石选净率95%
(2)选后矸中含煤1%
(3)可提高发热量

15 2020.6 1 山西汾源煤矿 GDRT50～150/0.8/3 50～150 施工中

16 2020.8 1 龙煤集团龙湖煤矿 GDRT70～200/1.4/5 70～200 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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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合作方案

我们的承诺

效益分析



效益分析1

某矿原选矸工人的薪资6.8万元/年，三班制共计50人；

GDRT系统改造，三班运转只需配备员工4人；

则人工成本减少（50-4）×6.8=312.8(万元/年)。

减人增效

减少精煤损失

人工误捡率一般达到8%，GDRT系

统能实现100%精准的识别，保证了

选后矸中含精煤率稳定在1%以下。

预排矸，降低选煤成本
某矿年产200万吨原煤：+30mm占40%，含矸50%，

矸石总量：200×40%×50%=40万吨；GDRT系统至

少可排出矸石40×0.9=36万吨；GDRT成本仅为2元/

吨，与其他相比较至少降低14-30元左右，每年至少可

节省入洗成本500-1000万元。

减少煤泥的产生

不用水，不产生泥化现
象，没有煤泥产生



效益分析1

绿色矿业

符合国家绿色矿业建设《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

的要求。

绿色
矿业

安全生
产率 节能

环保

提高安全生产效率

节能环保

GDRT系统减少了在恶劣环境下工作的人数，降低了职业病的发

生率，也降低了安全事故的发生率，从而提高了安全生产率。

GDRT系统相比较其他分选设备用电很低，GDRT

干选与其他选煤比较吨煤节电4kWh以上。

GDRT系统无需水或其他介质，没有二次污染。

智慧化
选煤

智慧化选煤

智能识别、自动分离、一键化设置、参数调整



我们的承诺2

商务承诺：

1.技术不合格免费拆除设备，不让业主承担风险

2.合同签订：设备核心——检测源正常运行下十年内免费保修

技术承诺：

1. 合同指标：80mm以下矸石选净率不低于90%， 80mm以上矸石选净率不低于95%选

后矸中含纯煤率不高于1%

2. 合同指标：防尘降噪达到国家标准

3. 射线源指标：低于国家规定辐射标准

4. 随机软件终身免费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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