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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D筛分破碎机的基本原理是通过高扭矩、低转速的传动系统，驱动两根小直径大轮齿破碎轴来破碎
物料。应用筛分破碎技术，该设计实现了物料破碎过程中三级破碎、旋转筛分功能以及深度螺旋布齿
结构等三个筛分破碎原理的互相作用。

第一级：物料由相对应的破碎
齿头咬合住，使岩石在破碎齿
头的集中载荷作用下产生应力
集中，这种应力使岩石沿其自
然纹理破碎。

第二级：通过一根破碎轴上的
齿头和另一破碎轴上的齿背的
三点支撑作用下，对物料施加
拉伸载荷而实现物料的破碎。

第三级：对于还未充分破碎的
物料，通过破碎轴上的破碎齿
和固定在破碎梁上的破碎齿的
作用进一步破碎，保证出料的
三维尺寸要求。

筛分破碎技术原理

旋转筛分功能 深度螺旋布齿结构

交错排列的破碎齿牙的设计能使合格的物料通过
相对缓慢运动的两根破碎齿辊间的空隙与侧壁梳
板之间的空隙直接排出。

深度螺旋可以推动大块物料在破碎腔体沿轴向另
一端移动，从而使物料布满整个破碎机腔体实现
在破碎轴全长破碎。这种独特的设计结构还可使
超大块物料从破碎机一端排出。

英国MMD矿山机械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1978年, 
起初为英国井工煤矿设计和制造物料处理设备。 
公司研发的创新型产品双齿辊矿物筛分破碎机™
在矿物处理方面实现了重大技术突破，通过持续
改进MMD已发展成为矿物筛分破碎技术的世界
引领者。
北京英迈特矿山机械有限公司是英国MMD集团
于2002年投资750万美元在中国北京设立的亚太
制造、售后服务中心与备件供应基地。

MMD已成功设计并制造了全移动、半移动和固
定式破碎站, 从而形成了完整的物料破碎的解决
方案。

MMD双齿辊矿物筛分破碎机已从500系列发展
至1500系列，能够处理最大3立方米的物料，处
理能力超过12000吨/小时。MMD破碎机在处
理湿粘物料或硬干岩石或以上混合物料方面尤为
擅长，广泛应用于水泥、陶瓷、建筑、钻石、能
源、工业矿物和贵金属等行业，已被证明是全球
超过80种不同矿物的理想破碎解决方案。

MMD集团公司

三级破碎过程亚洲
北京英迈特矿山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
电话： +86 10 6940 7788

mmd@mmdchina.com
英迈特重型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张家口
电话： +86 31 3580 8158

sizers@mmdchina.com
MMD重型设备（印度）有限公司

印度加尔各答
电话：+91 33 2290 3042

sizers@mmdindia.com
MMD亚太有限公司 （东南亚）

泰国曼谷
电话：+66 (0) 2652 7994

sales@mmdsoutheastasia.com
MMD亚太有限公司 （印度尼西亚）

印尼雅加达
电话：+62 21 2904 971
info@mmdindonesia.com

澳大拉西亚/大洋洲
MMD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新南威尔士洲及珀斯
电话：+61 7 3193 2800

sizers@mmdaus.com.au

欧洲
MMD矿山机械发展有限公司
MMD设计与咨询有限公司

MMD矿物破碎（欧洲）有限公司
英国德比郡

电话：+44(0)1773 835533
info@mmdsizers.com

MMD GPHC有限公司
英国曼岛拉克西

电话：+44 (0)1624 864050
info@mmdgphc.com

非洲
MMD矿物破碎（非洲）有限公司

南非高登省
电话：+27 11 608 4801

sizers@mmdafrica.co.za

北美洲
MMD矿物破碎（美洲）有限公司

美国田纳西州
电话： +1 423 884 6100

sizers@mmdusa.com
MMD矿物破碎（加拿大）有限公司

加拿大阿尔伯塔省
电话：+1 780 451 5100

information@mmdcanada.ca

南美洲
MMD矿物破碎（中美洲）有限公司

墨西哥坎昆地区
电话： +52 998 898 0160

sizers@mmdmexico.com
MMD矿物破碎（南美洲）有限公司

巴西里约热内卢
电话：+55 21 2553 1505

sizers@mmdlatinamerica.com.br
MMD矿物破碎（智利）有限公司

智利圣地亚哥
电话： +56 (2) 2449 0280

sizers@mmdchile.com

www.mmdsiz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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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D破碎机尺寸型号 处理能力为1000吨/小时的破碎机尺寸
所有设备均按同等规模绘制

对辊式破碎机
尺寸类型：1,800 x 1,800毫米

重量：70吨

MMD破碎机
尺寸类型： 1000系列

重量：60吨

旋回式破碎机
尺寸类型：42”

重量：120吨

反击式破碎机
尺寸类型：2,000 x 2,250毫米

重量：85吨

颚式破碎机
尺寸类型：88” x 66”

重量：170吨

项目参数
 物料：   中高硬度石灰石  入料粒度：  750毫米
 出料粒度：  250毫米   处理能力：  1000吨/小时

MMD破碎机的型号是根据其破碎轴间的中心
距、破碎齿型配置、破碎腔体长度以及破碎轴旋
转方向等参数来设定的。

中心距

破碎腔长度

破碎轴内旋

破碎轴外旋

筛分破碎机的中心距结合不同齿形配置决定了最
大的入料尺寸，以达到高效破碎物料的目的。

破碎机破碎腔体长度可根据处理物料的能力大小
来选择。

内旋的破碎轴适应大部分的破碎齿，对于湿粘物
料的破碎效果尤其出色。

对于二段破碎和三段破碎，采用外旋的破碎轴可
以达到比内旋破碎更小的出料粒度。

500系列

625系列

750/850系列

1000系列

1300系列

1500系列

破碎机型号比较
常见的MMD破碎机尺寸

（所有计量单位均为毫米）

所有尺寸单位均为毫米，根据配置会有些许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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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D500系列 
筛分破碎机

MMD500系列筛分破碎机是最早被研发出
来的机型，并在世界各工业领域得到成功应
用。MMD500破碎机是用途最为广泛的机
型之一，取决于破碎齿的配置不同，该机型
可用于初级破碎、二级破碎和三级破碎。

针对不同的应用该机型可设计成固定中心
距、可调中心距或单轴破碎等多种形式，
并通过改变破碎腔体长度来满足不同处理
能力的要求，还可根据物料的性质和处理
能力大小来配备单电机或双电机驱动。

典型的MMD500系列可调中心距筛分破碎
机配置两台75千瓦电机，重量约为12吨。

石灰石|丹麦|入料粒度：800毫米|出料粒度：150毫米|处理能力：450吨/小时 硅岩|加纳|入料粒度：5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100毫米|处理能力：300吨/小时 褐煤|西班牙|入料粒度：18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30毫米|处理能力：10吨/小时

聚合物|法国|入料粒度：25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100毫米|处理能力：600吨/小时 煤炭|中国|入料粒度：5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50毫米|处理能力：300吨/小时 隧道黏土/石灰石|希腊|入料粒度：35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200毫米|处理能力：650吨/小时

煤炭|澳大利亚|入料粒度：4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150毫米|处理能力：1300吨/小时 石灰石|中国|入料粒度：3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80毫米|处理能力：250吨/小时 石膏|英国|入料粒度：15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40毫米|处理能力：300吨/小时

金矿石|巴西|入料粒度：2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40毫米|处理能力：600吨/小时 熟石灰|英国|入料粒度：125毫米|出料粒度：小于40毫米|处理能力：100吨/小时 黏土|英国|入料粒度：25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100毫米|处理能力：600吨/小时

所有尺寸单位均为毫米，根据配置会
有些许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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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D625系列 
筛分破碎机

MMD625系列破碎机是应用最为广泛的设
备之一，该机型可配置在同一系统中，进
行初级破碎和二级破碎，且一二级破碎可
共享驱动。

可根据不同的处理能力要求来调整破碎腔
体长度，同时可以设计成可调中心距或固
定中心距形式。大部分破碎齿的齿形都可
配置在此系列的破碎机上，以满足不同工
况的需求。

该系列机型可采用双电机或单电机驱动，
根据处理能力和物料性质配置一台或两台
260千瓦的电机。

典型的MMD625系列破碎机腔体长度为2
米，配备两台260千瓦的电机，整机重量
约为26吨。

煤炭/石块|中国|入料粒度：3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100毫米|处理能力：2500吨/小时

煤炭|哥伦比亚|入料粒度：3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50毫米|处理能力：1600吨/小时 白垩|比利时|入料粒度：8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250毫米|处理能力：500吨/小时 银矿石|玻利维亚|入料粒度：75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150毫米|处理能力：600吨/小时

页岩/石灰石/黏土|爱尔兰|入料粒度：10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100毫米|处理能力：500吨/小时

页岩|爱尔兰|入料粒度：8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80毫米|处理能力：600吨/小时

褐煤|捷克|入料粒度：3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40毫米|处理能力：2500吨/小时 石膏/硬石膏|加拿大|入料粒度：7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200毫米|处理能力：1200吨/小时 碳酸钾|西班牙|入料粒度：35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50毫米|处理能力：800吨/小时

黏土/石灰石 |印度|入料粒度： 35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90毫米|处理能力：750吨/小时 金矿石|几内亚|入料粒度：35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80毫米|处理能力：1500吨/小时

硼砂|爱尔兰|入料粒度：25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75毫米|处理能力：1600吨/小时

所有尺寸单位均为毫米，根据配置会有
些许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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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D750/850系列
筛分破碎机

继MMD500系列开发后，为满足更大处理
能力的需要，MMD开发了750/850系列筛
分破碎机。配备多种齿形的MMD750/850
破碎机可以用作物料的初级破碎和二级破
碎。

MMD破碎机配备的多种齿形可以满足大部
分用户的需求，MMD也时刻准备开发设计
新的齿形结构来满足新的应用需求。

在物料处理过程中，MMD750/850系列筛
分破碎机作为初级破碎常常与作为二次破
碎的MMD625系列破碎机配套使用，已获
得比单独一次破碎更高的破碎比。与其他
MMD系列筛分破碎机一样，腔体长度可根
据所需额的物料处理能力来进行调整。

该系列破碎机配备典型的3齿齿环，单台
功率为400千瓦的电机，整机重量约为40
吨。

煤炭|南非|入料粒度：10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180毫米|处理能力：900吨/小时 石灰石|黎巴嫩|入料粒度：8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300毫米|处理能力：1500吨/小时 石灰石|尼日利亚|入料粒度：10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200毫米|处理能力：400吨/小时

黏土/金矿石|巴布亚新几内亚|入料粒度：6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250毫米|处理能力：600吨/小时 煤炭|南非|入料粒度：10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250毫米|处理能力：2000吨/小时

白垩|英国|入料粒度：5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300毫米|处理能力：600吨/小时 石膏|美国|入料粒度：ROM|出料粒度：小于250毫米|处理能力：1000吨/小时 铁矿石|澳大利亚|入料粒度：12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250毫米|处理能力：1200吨/小时

石灰石/黏土|英国|入料粒度：35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100毫米|处理能力：1000吨/小时 褐煤|西班牙|入料粒度：8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180毫米|处理能力：2500吨/小时 煤炭|美国|入料粒度：ROM|出料粒度：小于200毫米|处理能力：5000吨/小时

镍矿|澳大利亚|入料粒度：8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200毫米|处理能力：800吨/小时

所有尺寸单位均为毫米，根据配置会有
些许差异



所有尺寸单位均为毫米，根据配置会有
些许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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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D1000系列 
筛分破碎机

作为初级破碎设备，MMD1000系列筛
分破碎机的处理能力介于MMD750/850
和MMD1300系列破碎机之间。更大的轴
间距可以使筛分破碎机咬合喂入的更大物
料，处理能力显著提高。

该 机 型 经 常 与 作 为 第 二 级 破 碎 的
MMD750/850系列破碎机配套使用，以
达到理想的破碎效果。根据不同的使用要
求，该系列筛分破碎机可配置成单驱或双
驱动形式。

MMD1000系列筛分破碎机配备经典的3齿
5环，一台功率为400千瓦的电机， 整机重
量约为60吨。

石灰石|墨西哥|入料粒度：ROM|出料粒度：小于300毫米|处理能力：2500吨/小时 金矿石|几内亚|入料粒度：3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125毫米|处理能力：1600吨/小时

煤炭|哥伦比亚|入料粒度：3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50毫米|处理能力：1600吨/小时 Carbon Anodes |挪威|入料粒度：16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350毫米|处理能力：70吨/小时 石灰石|印度|入料粒度：3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150毫米|处理能力：700吨/小时

铝矾土|牙买加|入料粒度：ROM|出料粒度：小于150毫米|处理能力：1600吨/小时 石灰石|利比亚|入料粒度：10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300毫米|处理能力：1200吨/小时 红土型金矿石/粘土|马里|入料粒度：10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250毫米|处理能力：750吨/小时

剥离物|泰国|入料粒度：12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400毫米|处理能力：6500吨/小时 矿砂|南非|入料粒度：15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300毫米|处理能力：1500吨/小时 |加拿大|入料粒度：15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250毫米|处理能力：2000吨/小时



所有尺寸单位均为毫米，根据配置会有
些许差异14 15

MMD 1300系列 
筛分破碎机

MMD1300系列筛分破碎机起初作为缩短
以卡车和电铲作业的半连续开采工艺的核
心设备开发出来,用来处理大量剥离物。同
MMD其它系列破碎机一样，可以适应不用
剥离物的工矿变化。MMD1300系列筛分
破碎机可破碎各种不同性质的物料，从含
水的湿粘土到硬度很高的耐磨岩石，其应
用效果都非常理想。

MMD1300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应
用，通常根据不同的物料要求配置不同功
率的双电机驱动。

典型的3齿齿环结构MMD1300系列筛分破
碎机-配备400KW双电机驱动-总重约为95
吨。

剥离物|俄罗斯| 入料粒度：12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350毫米|处理能力：3500吨/小时 褐煤|中国|入料粒度：18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300毫米|处理能力：2500吨/小时

铝钒土|巴西| 入料粒度：12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300毫米|处理能力：3000吨/小时

剥离物|西班牙| 入料粒度：250毫米0出料粒度：小于300毫米|处理能力：3500吨/小时 剥离物|泰国|入料粒度：15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300毫米|处理能力：4500吨/小时

金伯利岩|加拿大|入料粒度：25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350毫米|处理能力：1500吨/小时 锌矿|澳大利亚|入料粒度：15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300毫米|处理能力：2500吨/小时 石灰石|台湾|入料粒度：10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350毫米|处理能力：1200吨/小时

石灰石|墨西哥|入料粒度：125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300毫米|处理能力：2000吨/小时 剥离物|英国|入料粒度：15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350毫米|处理能力：1000吨/小时



所有尺寸单位均为毫米，根据配置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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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D1500系列 
筛分破碎机

MMD 1500系列筛分破碎机首先应用于加
拿大北部的油砂矿，以减少物料在卡车和
电铲作业中的转换和运输。这在实践中证
明比传统的电铲加卡车的作业系统更加经
济和高效。

MMD1500破碎机是迄今为止处理能力最
大的筛分破碎机。MMD集团正在开发研制
更大处理量的筛分破碎机。高可靠性，低
损耗性和低维护成本的MMD筛分破碎机
在矿物开采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可
在恶劣的空旷条件下每天24小时的连续工
作。通过改变破碎腔体的长度可以适应各
种不同的需求和生产能力。

典型的MMD1500系列3齿齿环筛分破碎
机-配备400KW 双驱动电机-总重约为160
吨。

剥离物|哥伦比亚| 入料粒度：ROM出料粒度：小于450毫米|处理能力：15000吨/小时 油砂|加拿大| 入料粒度：30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400毫米|处理能力：10000吨/小时

金伯利岩|南非| 入料粒度：20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300毫米|处理能力：800吨/小时 铁矿石|澳大利亚| 入料粒度：2500毫米出料粒度：小于250毫米|处理能力：6000吨/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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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D重型板式给料机

消除冲击载荷能量尤其重要，冲击载荷先由支撑
板吸收并引起链板弹性变形，然后冲击载荷通过
链板传递到主框架结构，并通过主框架结构吸收
冲击载荷。

固定在链条上的托板为特殊界面设计的轧制型
钢，托板与托板之间搭接避免物料从托板之间漏
下。托板采用防磨损的沉头螺栓与链条固定。

为 匹 配 M M D 筛 分 破 碎 机 巨 大 的 生 产 能
力，MMD开发设计了重型板式给料机与筛分破
碎机配套使用传送物料。 

MMD重型板式给料机的设计结构能够承受巨大
的载荷冲击以及抗严重的物料磨损，可布置在卸
载点的正下方的运行。这种设计特点使其能够满
足无停机故障连续运转。这种设计特点使其能够
满足无停机故障连续运转，且维护量极小。 

MMD重型板式给料机的主体结构是重型链条和
托轮直接安装在给料机主框架上。链条和链轮的
型号根据所受载荷和不同工矿而确定。链条和托
轮采用卡特彼勒公司生产制造的D4，D7，D9
，D11牵引链。因此，MMD重型板式给料机也
分为D4，D7，D9，D11四种型号。

板式给料机的长度是从尾部链轮到头部链轮的中
心距，根据客户的需要确定长度。

位于头部的驱动装置，其速度通常可以调节，以
用来控制物料的给料速度。有两种驱动方式可以
选择：液压和变频驱动。 

MMD重型板式给料机具有内置粉末清扫回收系
统。托板上的清扫刮板把底部粉末刮到给料机上
部与其它物料一起运走，这就不需要末煤输送机
了。

型号 有效宽度 总宽度 总高度

D4 1,500毫米 2,160毫米 1,200毫米

D7 2,000毫米 2,775毫米 1,480毫米

D9 3,000毫米 3,990毫米 1,960毫米

D11 4,000毫米 5,025毫米 2,260毫米

主要技术参数

D7 板式给料机（带细粒筛选系统） D7 板式给料机（带液压驱动器）

D7板式给料机（变频驱动）

密闭空间内安装的D4 板式给料机

MMD移动破碎站用于全移动破碎站中的D9重型板式给料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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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D移动破碎站

客户对于露天矿开采系统的易用性、可
靠性、灵活性，性价比要求越来越高。
这意味着工艺设备要更适合现代各种采矿
方法。MMD公司为了适应开采工艺和采
矿的不断发展开发了多种产品以适应需
求。MMD全系列产品可以为各种物料处
理提供满足需要的定制解决方案。

轮胎行走式破碎站
由于载重量和运输限制，这种系统只适合
配备较小型的破碎机。这种系统一般由一
台柴油发动机提供行走动力，一套液压驱
动为板式给料机和胶带机提供动力。

轨道移动式破碎站
MMD 筛分破碎机可以固定或安装

在带轨道行走机构上，这
种方式适用于任何一种
MMD筛分破碎机。轨
道行走机构可以由液压

驱动或者电力驱动。破
碎机还可以单独吊到维修

区进行维护或者维修。

可移动式破碎站
任何一种MMD系列破碎机都可以安装到拖
动模块上。其最主要的 特点是这个模块是
靠拖车拖动的。这种拖动式模块一般采用
固定式安装，拖动方式灵活可变。

履带式破碎站
履带式驱动破碎站可配备全系列MMD筛
分破碎机，适用于各种方式的露天采矿作
业。履带式驱动可以采用变频驱动，柴油
驱动或者两者结合驱动。如果破碎机、板
式给料机和转载皮带机采用电驱动，而行
走履带由柴油机驱动，那么破碎站在移设
时主电缆可以断开。

全移动履带式|750系列破碎站 半移动破碎站|由 MMD Atlas 500 吨搬迁|1300 系列破碎站|625破碎机|D9板式给料机

全移动履带式|1300系列破碎站|D7 板式给料机

MS1全移动破碎站|1300系列破碎站|D9板式给料机 半移动破碎站|1150系列破碎站|D9板式给料机

MMD750 轮胎行走式破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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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D 全移动破碎系统 全移动
全移动破碎站能以最大12m/min的速度移动。

高处理量
平 均 处 理 量 可 达 到 9 0 0 0 吨 / 小 时 ， 峰 值 可 达 到
12000吨/小时。

精确破碎
入料粒度达到2.5m³，出料粒度达到450mm。这样
可以减轻胶带磨损和在转接点的损坏。

尺寸紧凑，重量轻
全移动破碎站设计成为尺寸紧凑，重量轻（44m x 
15m x 14.5m， 1170 吨），且重心相对较低，可
抵御不同的天气条件。

模块设计
整个破碎站由不同模块构成，这样更便于维护、安
装和运输。

维护少
只有不到2.5%的工作时间花在维护上。

高效运作
与回转半径20米的电铲配合，整个系统可以开采接
近120m才需要移动工作面胶带输送机。

直接破碎
物料从采掘面的工作面直接倾倒到全移动破碎站的
受料斗，不需要任何筛子和前置设备。

更广的工作范围
受料斗和电铲的夹角可以到达至220度

超大受料斗
受料斗最多可以装载 175 m³/350吨

可调的处理速度
变频调速板式给料机可以控制处理物料输送速度。

精准的物料转载
排料胶带机可以从0度到+15度上下摆动,并且可以
水平±75度旋转，精准的实现物料转载。

远程控制
全移动破碎站在正常工作时可以设置成远程操作，
不需要进入现场操作

陡坡行进
在大多数地带，全移动破碎站纵向爬坡度10度，横
向爬坡为5度。

操作简单
在全移动破碎站顶端的操作室，所有的处理过程都
是可控并可见的。

进出方便
全移动破碎站拥有多个进入点。在工作状态中，破
碎站的每一个部分都是清晰可见的以保证安全。

MMD集团是产品、工艺革新的倡导者。运用
最先进的技术保证了物料在运输中节省成本并
更为易用。每小时处理能力9000吨的全移动
破碎站是一个全新的采矿工程解决方案。沿着
采掘面可以使物料剥离、破碎和运输一体化作
业。 

在通常情况下，MMD全移动破碎站安装在采
掘工作面和工作面运输皮带机之间，通过电铲
或挖掘机把物料送入料斗。然后由板式给料机
将物料送入MMD筛分破碎机，经破碎后达到
适合经济高效的皮带机的长距离运输的粒度

这套系统包括以下几个模块：

MMD 1500系列双齿辊筛分破碎机

MMD D9系列板式给料机

过渡胶带机和转载胶带机

主体框架和钢结构

给料斗

履带行走和摆动结构

这套系统显而易见的优势是取消了传统开采工
艺中的卡车运输。可以使物料直接被转运到全
移动破碎站并在采掘面直接处理，大大简化了
系统和提高了产量及效率。

全移动破碎站拥有的显著特点可以使整套系统
高效连续的运作。以下为几个重要的方面：

MMD公司以其卓
越的破碎技术为全球矿

业提供最佳的绿色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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