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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全自动预拌干混砂浆配制混合装置

(57)摘要

一种全自动预拌干混砂浆配制混合装置，包

括水泥罐，储存矿物掺合料的辅料罐，储存干燥

沙粒的沙罐，水泥罐、辅料罐以及沙罐上的源料

进口分别与各自的管道相连通，水泥罐、辅料罐

以及沙罐上的源料出口分别通过各自设置有计

量器的出料管将各自的源料输送至输送装置上，

输送装置将从水泥罐、辅料罐以及沙罐上输送来

的各自源料输送至提升装置的下部进料口，提升

装置的上部出料口通过管道与搅拌器的进料口

相连通，搅拌器的下部设置有能将混合搅拌成成

品的混合料进行输出的干粉出料口，混合装置中

还设置有沙子自动烘干装置，沙罐的源料进口通

过管道与沙子自动烘干装置的沙子出料口相连

接。其优点在于：源料干燥，混合效率高，能调节

预拌料中各种成分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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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全自动预拌干混砂浆配制混合装置，包括水泥罐(11)，储存矿物掺合料的辅料

罐(12)，储存干燥沙粒的沙罐(1)，所述水泥罐(11)、辅料罐(12)以及沙罐(1)上的源料进口

分别与各自的管道相连通，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罐(11)、辅料罐(12)以及沙罐(1)上的源

料出口分别通过各自设置有计量器(2)的出料管(14)将各自的源料输送至输送装置上，所

述输送装置将从水泥罐(11)、辅料罐(12)以及沙罐(1)上输送来的各自源料输送至提升装

置的下部进料口，所述提升装置的上部出料口通过管道与搅拌器(3)的进料口相连通，所述

搅拌器(3)的下部设置有能将混合搅拌成成品的混合料进行输出的干粉出料口，所述混合

装置中还设置有沙子自动烘干装置，所述沙罐(1)的源料进口通过管道与沙子自动烘干装

置的沙子出料口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自动预拌干混砂浆配制混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罐

(11)有N个，所述辅料罐(12)有M个，所述沙罐(1)有W个，N个水泥罐、M个辅料罐(12)以及W个

沙罐(1)分别排列于输送装置中的输送带(41)两边上，所述N、M与W分别是大于或等于1的自

然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自动预拌干混砂浆配制混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辅料罐

(12)包括矿粉罐，粉煤灰罐和稠化粉罐，所述矿粉罐，粉煤灰罐和稠化粉罐的源料进口分别

与各自的管道相连通，所述矿粉罐，粉煤灰罐和稠化粉罐的源料出口分别通过各自设置有

计量器(2)的出料管(14)相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全自动预拌干混砂浆配制混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粉煤灰

罐由两个粉煤灰分罐组成，两个粉煤灰分罐中分别储存1#粉煤灰和2#粉煤灰。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所述的全自动预拌干混砂浆配制混合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输送装置包括输送支架(4)，设置在输送支架(4)上的输送辊(42)，张紧在输送辊(42)

上的输送带(41)以及输送辊驱动电机，所述输送辊(42)与输送辊驱动电机的输送轴传动相

连接，所述输送带(41)的一端伸入至提升装置的进料口，各自设置有计量器(2)的出料管

(14)的出口分别位于输送带(41)的上方，并将各自源料从出料管(14)的出口落入至输送带

(41)上，并由输送带(41)输送至提升装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全自动预拌干混砂浆配制混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提升装

置包括竖向设置的输料管道(5)，所述输料管道(5)的底部设置有能向输料管道顶部吹出强

风的鼓风机，位于输料管道下部的侧壁上设置有能将输送带(41)输送来的源料进入至输料

管道内腔的下部进料口(51)，所述输料管道(5)的顶部与搅拌器(3)的进口相连通。

7.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所述的全自动预拌干混砂浆配制混合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搅拌器(3)的干粉出料口通过管道能分别与干粉包装机(31)、干粉储存池(32)相连通。

8.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所述的全自动预拌干混砂浆配制混合装置，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水泥罐(11)，辅料罐(12)，沙罐(1)，计量器(2)，搅拌器(3)和输送装置的一侧，以及

提升装置中分别设置有摄像头(61)，所述摄像头(61)分别通过线路与控制终端(6)相连接，

所述控制终端(6)中的监控视频能直接观测到混合装置的操作过程。

9.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所述的全自动预拌干混砂浆配制混合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沙子自动烘干装置包括壳体和设置在壳体内腔中的加热筒(71)，所述壳体上设置有壳

体进口与壳体出口，所述壳体进口位于加热筒筒体上方，从壳体进口进入壳体内腔的沙子

掉落至加热筒(71)上，所述壳体包括滚筒(7)以及设置在滚筒(7)两边并将滚筒两侧开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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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的定位壳体(72)，所述滚筒(7)与滚筒驱动装置相连接，所述加热筒(71)的一端与能使加

热筒筒壁升温的加热装置(79)相连接，所述加热筒的另一端穿过一侧的定位壳体(72)而伸

入至滚筒内腔中，所述壳体进口设置在穿置有加热筒(71)的定位壳体(72)顶部，且所述定

位壳体(72)中设置有引导从加热筒(71)上滑落的沙子进入滚筒内腔的壳体挡板(74)，所述

滚筒(7)的内壁上设置有推动滚筒(7)内沙子向前输送的螺旋挡板(75)，所述壳体出口位于

另一侧定位壳体(72)的下部，所述壳体出口与第二提升管道(8)的下部进口相连通，所述第

二提升管道(8)的底部设置有能将干燥的沙子吹至第二提升管道(8)顶部的第二鼓风机，所

述下部进口位于第二鼓风机上方的第二提升管道侧壁上，所述第二提升管道(8)的顶部设

置有沙子离心机(81)，所述沙子离心机(81)上设置有细沙出口和粗砂出口，所述细沙出口

和粗砂出口通过相应的管道与对应的沙罐(1)的源料进口相连通。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全自动预拌干混砂浆配制混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滚筒

驱动装置的具体结构为，在滚筒(7)两端的外表面上分别固定有滚动环(76)，地面上与滚动

环(76)对应位置处均对称设置有滚轮座(77)，所述滚轮座(77)上设置有能相对滚轮座(77)

转动的滚动辊(73)，所述滚动辊(73)与滚动辊驱动电机(78)传动相连接，与一个滚动环

(76)相支撑的两个滚动辊(73)分别紧贴在滚动环(76)两侧而将滚动环(76)支撑在地面上

方，当滚动辊驱动电机(78)驱动滚动辊(73)转动时，所述滚动环(76)带动滚筒(7)相对地面

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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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全自动预拌干混砂浆配制混合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建筑工程材料制备技术领域，尤其指一种全自动预拌干混砂

浆配制混合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一种申请号为CN201520906553.3名称为《一种干粉混合装置》的中国实用新

型专利公开了一种干粉混合装置，属于干粉加工机械领域，包括混合筒，混合筒的上端设置

有进料口，下端设置有排料口，排料口处设置有排料阀，混合筒内设置有底座，底座与混合

筒的内壁固定连接，底座上设置有转盘以及用于驱动转盘旋转的第一电机，转盘上设置有

若干搅拌组件，搅拌组件包括搅拌叶片和第二电机，第二电机设置于转盘上，第二电机与搅

拌叶片的转轴连接，第一电机和第二电机分别与控制器连接。该实用新型提供的干粉混合

装置增强了搅拌叶片对粉料的混合作用，使得混合更加均匀，提高了产品的品质，增强了混

合的效率，缩短了生产周期。然而，该装置的干粉湿度控制效果不理想，而且不能调整粉料

的成分配比，因此该装置的结构还需进一步改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现状而提供一种全自动预

拌干混砂浆配制混合装置，本混合装置具有配制精度高、方便，操作安全，且原料干燥效果

好，配制准确速度快的优点。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本全自动预拌干混砂浆配制

混合装置，包括水泥罐，储存矿物掺合料的辅料罐，储存干燥沙粒的沙罐，所述水泥罐、辅料

罐以及沙罐上的源料进口分别与各自的管道相连通，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罐、辅料罐以及

沙罐上的源料出口分别通过各自设置有计量器的出料管将各自的源料输送至输送装置上，

所述输送装置将从水泥罐、辅料罐以及沙罐上输送来的各自源料输送至提升装置的下部进

料口，所述提升装置的上部出料口通过管道与搅拌器的进料口相连通，所述搅拌器的下部

设置有能将混合搅拌成成品的混合料进行输出的干粉出料口，所述混合装置中还设置有沙

子自动烘干装置，所述沙罐的源料进口通过管道与沙子自动烘干装置的沙子出料口相连

接。

[0005] 作为改进，所述水泥罐可优选有N个，所述辅料罐有M个，所述沙罐有W个，N个水泥

罐、M个辅料罐以及W个沙罐分别排列于输送装置中的输送带两边上，所述N、M与W分别是大

于或等于1的自然数。

[0006] 进一步改进，所述辅料罐包括矿粉罐，粉煤灰罐和稠化粉罐，所述矿粉罐，粉煤灰

罐和稠化粉罐的源料进口分别与各自的管道相连通，所述矿粉罐，粉煤灰罐和稠化粉罐的

源料出口分别通过各自设置有计量器的出料管相连接。

[0007] 进一步改进，所述粉煤灰罐可优选由两个粉煤灰分罐组成，两个粉煤灰分罐中分

别储存1#粉煤灰和2#粉煤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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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作为改进，所述输送装置包括输送支架，设置在输送支架上的输送辊，张紧在输送

辊上的输送带以及输送辊驱动电机，所述输送辊与输送辊驱动电机的输送轴传动相连接，

所述输送带的一端伸入至提升装置的进料口，各自设置有计量器的出料管的出口分别位于

输送带的上方，并将各自源料从出料管的出口落入至输送带上，并由输送带输送至提升装

置。

[0009] 进一步改进，所述提升装置包括竖向设置的输料管道，所述输料管道的底部设置

有能向输料管道顶部吹出强风的鼓风机，位于输料管道下部的侧壁上设置有能将输送带输

送来的源料进入至输料管道内腔的下部进料口，所述输料管道的顶部与搅拌器的进口相连

通。

[0010] 进一步改进，所述搅拌器的干粉出料口可优选通过管道能分别与干粉包装机、干

粉储存池相连通。

[0011] 作为改进，在所述水泥罐，辅料罐，沙罐，计量器，搅拌器和输送装置的一侧，以及

提升装置中可优选分别设置有摄像头，所述摄像头分别通过线路与控制终端相连接，所述

控制终端中的监控视频能直接观测到混合装置的操作过程。

[0012] 作为改进，所述沙子自动烘干装置包括壳体和设置在壳体内腔中的加热筒，所述

壳体上设置有壳体进口与壳体出口，所述壳体进口位于加热筒筒体上方，从壳体进口进入

壳体内腔的沙子掉落至加热筒上，所述壳体包括滚筒以及设置在滚筒两边并将滚筒两侧开

口密封的定位壳体，所述滚筒与滚筒驱动装置相连接，所述加热筒的一端与能使加热筒筒

壁升温的加热装置相连接，所述加热筒的另一端穿过一侧的定位壳体而伸入至滚筒内腔

中，所述壳体进口设置在穿置有加热筒的定位壳体顶部，且所述定位壳体中设置有引导从

加热筒上滑落的沙子进入滚筒内腔的壳体挡板，所述滚筒的内壁上设置有推动滚筒内沙子

向前输送的螺旋挡板，所述壳体出口位于另一侧定位壳体的下部，所述壳体出口与第二提

升管道的下部进口相连通，所述第二提升管道的底部设置有能将干燥的沙子吹至第二提升

管道顶部的第二鼓风机，所述下部进口位于第二鼓风机上方的第二提升管道侧壁上，所述

第二提升管道的顶部设置有沙子离心机，所述沙子离心机上设置有细沙出口和粗砂出口，

所述细沙出口和粗砂出口通过相应的管道与对应的沙罐的源料进口相连通。

[0013] 进一步改进，所述滚筒驱动装置的具体结构可优选为，在滚筒两端的外表面上分

别固定有滚动环，地面上与滚动环对应位置处均对称设置有滚轮座，所述滚轮座上设置有

能相对滚轮座转动的滚动辊，所述滚动辊与滚动辊驱动电机传动相连接，与一个滚动环相

支撑的两个滚动辊分别紧贴在滚动环两侧而将滚动环支撑在地面上方，当滚动辊驱动电机

驱动滚动辊转动时，所述滚动环带动滚筒相对地面转动。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沙子自动烘干装置能烘干沙子使本混

合装置的源料保持干燥，制作符合湿度要求的预拌料；计量器能调节预拌料的各成分重量

从而提高配料精度，得到符合设定比例要求的混合料，有利于在搅拌器处获得接近最佳比

例的预拌料成品；输送装置将经过计量器计量后输出的混合料通过提升装置运输到高处并

进入搅拌器中搅拌，使混合料充分混合形成所需的预拌料；采用分级结构，能避免步骤之间

互相影响，减少配料损失，方便检查和维修，分级后计量器位于装置的下部，充分利用了各

部分的位置关系，合理安排空间，计量过程无需将源料提升至高处减少能耗，降低了装置的

整体高度，方便制造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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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应用状态图；

[0016] 图2是图1中部分结构的立体图；

[0017] 图3是图1处于另一个角度的立体图；

[0018] 图4是图2中去除部分罐体后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是图4中罐体相关结构的俯视图；

[0020] 图6是图5中沿A-A线的剖面图；

[0021] 图7是图1中沙子自动烘干装置和沙子抓送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8是图7中壳体的俯视图；

[0023] 图9是图8中沿B-B线的剖面图；

[0024] 图10是图1中部分结构的示意图；

[0025] 图11是图10中I部分的放大图；

[0026] 图12是图10中II部分的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8] 如图1至图12所示，本实施例的全自动预拌干混砂浆配制混合装置，包括水泥罐

11，储存矿物掺合料的辅料罐12，储存干燥沙粒的沙罐1，所述水泥罐11、辅料罐12以及沙罐

1上的源料进口分别与各自的管道相连通，所述水泥罐11、辅料罐12以及沙罐1上的源料出

口分别通过各自设置有计量器2的出料管14将各自的源料输送至输送装置上，所述输送装

置将从水泥罐11、辅料罐12以及沙罐1上输送来的各自源料输送至提升装置的下部进料口，

所述提升装置的上部出料口通过管道与搅拌器3的进料口相连通，所述搅拌器3的下部设置

有能将混合搅拌成成品的混合料进行输出的干粉出料口，所述混合装置中还设置有沙子自

动烘干装置，所述沙罐1的源料进口通过管道与沙子自动烘干装置的沙子出料口相连接。所

述水泥罐11有N个，所述辅料罐12有M个，所述沙罐1有W个，N个水泥罐、M个辅料罐12以及W个

沙罐1分别排列于输送装置中的输送带41两边上，所述N、M与W分别是大于或等于1的自然

数。所述辅料罐12包括矿粉罐，粉煤灰罐和稠化粉罐，所述矿粉罐，粉煤灰罐和稠化粉罐的

源料进口分别与各自的管道相连通，所述矿粉罐，粉煤灰罐和稠化粉罐的源料出口分别通

过各自设置有计量器2的出料管14相连接。粉煤灰罐由两个粉煤灰分罐组成，两个粉煤灰分

罐中分别储存1#粉煤灰和2#粉煤灰。所述矿粉罐中储存矿粉，粉煤灰罐中储存粉煤灰，稠化

粉罐中储存稠化粉，所述矿粉，粉煤灰以及稠化粉均为常见的混凝土配料，1#粉煤灰和2#粉

煤灰为不同类型的粉煤灰，本领域技术人员凭借经验或者经过查询即可了解。计量器的结

构属于现有技术，计量器的出料口上设置有阀门，在计量器内部实现对各成分的称重，在达

到设定的成分重量时阀门打开成分从出料口离开计量器。所述出料管14内分别设置有能将

源料出口处的源料输入计量器2的螺旋轴15，所述螺旋轴15由计量器2控制旋转速度，所述

计量器2的下部设置有能按设定成分比例输出混合料的出料口，所述输送装置设置在出料

口的下方。

[0029] 输送装置包括输送支架4，设置在输送支架4上的输送辊42，张紧在输送辊42上的

输送带41以及输送辊驱动电机，所述输送辊42与输送辊驱动电机的输送轴传动相连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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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输送带41的一端伸入至提升装置的进料口，各自设置有计量器2的出料管14的出口分别

位于输送带41的上方，并将各自源料从出料管14的出口落入至输送带41上，并由输送带41

输送至提升装置。提升装置包括竖向设置的输料管道5，所述输料管道5的底部设置有能向

输料管道顶部吹出强风的鼓风机，位于输料管道下部的侧壁上设置有能将输送带41输送来

的源料进入至输料管道内腔的下部进料口51，所述输料管道5的顶部与搅拌器3的进口相连

通。所述搅拌器3的干粉出料口通过管道能分别与干粉包装机31、干粉储存池32相连通。在

所述水泥罐11，辅料罐12，沙罐1，计量器2，搅拌器3和输送装置的一侧，以及提升装置中分

别设置有摄像头61，所述摄像头61分别通过线路与控制终端6相连接，所述控制终端6中的

监控视频能直接观测到混合装置的操作过程。

[0030] 沙子自动烘干装置包括壳体和设置在壳体内腔中的加热筒71，所述壳体上设置有

壳体进口与壳体出口，所述壳体进口位于加热筒筒体上方，从壳体进口进入壳体内腔的沙

子掉落至加热筒71上，所述壳体包括滚筒7以及设置在滚筒7两边并将滚筒两侧开口密封的

定位壳体72，所述滚筒7与滚筒驱动装置相连接，所述加热筒71的一端与能使加热筒筒壁升

温的加热装置79相连接，所述加热筒的另一端穿过一侧的定位壳体72而伸入至滚筒内腔

中，所述壳体进口设置在穿置有加热筒71的定位壳体72顶部，且所述定位壳体72中设置有

引导从加热筒71上滑落的沙子进入滚筒内腔的壳体挡板74，所述滚筒7的内壁上设置有推

动滚筒7内沙子向前输送的螺旋挡板75，所述壳体出口位于另一侧定位壳体72的下部，所述

壳体出口与第二提升管道8的下部进口相连通，所述第二提升管道8的底部设置有能将干燥

的沙子吹至第二提升管道8顶部的第二鼓风机，所述下部进口位于第二鼓风机上方的第二

提升管道侧壁上，所所述第二提升管道8的顶部设置有沙子离心机81，所述沙子离心机81上

设置有细沙出口和粗砂出口，所述细沙出口和粗砂出口通过相应的管道与对应的沙罐1的

源料进口相连通。滚筒驱动装置的具体结构为，在滚筒7两端的外表面上分别固定有滚动环

76，地面上与滚动环76对应位置处均对称设置有滚轮座77，所述滚轮座77上设置有能相对

滚轮座77转动的滚动辊73，所述滚动辊73与滚动辊驱动电机78传动相连接，与一个滚动环

76相支撑的两个滚动辊73分别紧贴在滚动环76两侧而将滚动环76支撑在地面上方，当滚动

辊驱动电机78驱动滚动辊73转动时，所述滚动环76带动滚筒7相对地面转动。沙子离心机81

为现有技术，加热装置79可以采用常用的加热设备，可以是线圈加热也可以是蒸汽或燃烧

热气加热，可以根据场地大小，燃料使用方便程度，能耗量等实际情况选用适合的设备进行

加热，不展开进行描述。

[0031] 沙子自动烘干装置与能将堆放在场地上的沙子送入沙子自动烘干装置的沙子抓

送装置9相连接。沙子抓送装置9可以采用铲沙车也可以其他能将沙子运到高处的设备，本

装置有选采用包括机架，设置在机架顶部并能沿机架顶部前后移动的移动架91以及集料斗

92，所述移动架91上设置有夹起沙子的抓手93，所述移动架91与移动架驱动电机相连接，所

述抓手93与控制抓手打开和关闭的抓手控制电机以及控制抓手相对移动架91上下移动的

抓手驱动电机相连接，所述集料斗92的底部出口下方设置有能将底部出口处的沙子运离集

料斗92的沙子传送带94，所述沙子传送带94的两端分别张紧在输送架的传动辊上，所述输

送架相对地面倾斜设置，所述输送架的上端与沙子自动烘干装置相连通，所述输送架的下

端位于底部出口的下方，位于底部出口下方的传动辊与传送带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传动相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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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全自动混凝土干粉配置混合装置的混料过程为，

[0033] 一、将作为源料的干燥沙子，水泥，矿物掺合料通过各自的进料管通入至相应的罐

体中；

[0034] 二、计量器控制螺旋轴转速，螺旋轴将位于源料出口处的源料输送至计量器中，计

量器中对沙子、水泥和矿物掺合料进行称重计量，当源料达到设定的重量时出料口打开，混

合料落至输送装置的输送带上；

[0035] 三、输送带将混合料输入提升装置中，提升装置将混合料通入至搅拌器中；

[0036] 四、搅拌器搅拌混合料，使沙子、水泥和矿物掺合料充分混合形成成品的混凝土干

粉；

[0037] 五、将混凝土干粉从搅拌器的干粉出口排出本装置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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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10/12 页

18

CN 211729732 U

18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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