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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混凝土制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

一种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方法，S1：准备以

下材料：水、水泥、砂、石子、增强剂和减水剂；所

述增强剂改性聚丙烯粗纤维、改性聚丙烯腈纤维

和偏铝酸钠速凝剂组成，所述石子的直径范围为

5‑35mm，所述水泥颗粒小于40μm，所述砂细度模

数范围在3.7‑1 .6，增强剂、减水剂、水、水泥、砂

和石子的成分比为：0.1：0 .11：0 .38:1:1 .11:

2.72，可提高混凝土抵抗应力的能力，防止混凝

土早期造成裂缝，混凝土减水率高，减小使用水

量，耐久性高，且在混凝土的搅拌过程中，直接对

石子进行筛选，筛选后可直接投入搅拌器内，不

用工作人员人工转移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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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准备以下材料：水、水泥、砂、石子、增强剂和减水剂；所述增强剂改性聚丙烯粗纤

维、改性聚丙烯腈纤维和偏铝酸钠速凝剂组成，所述石子的直径范围为5‑35mm，所述水泥颗

粒小于40μm，所述砂细度模数范围在3.7‑1.6；

S2：水泥和砂的混合比为1：1.11，按比例将水泥和砂放入搅拌器内进行搅拌，形成混合

料；

S3：石子、水泥和砂的混合比为1：1.11：2.72，将石子按比例放入搅拌器内与混合料进

行搅拌，使石子与混合料均匀混合；

S4：水、水泥、砂和石子的成分比为：0.38:1:1 .11:2 .72，将水按比例缓慢放入搅拌器

内，与水泥、砂和石子充分混合，在水放入搅拌器的过程中，搅拌器始终工作，保证水、水泥、

砂和石子的混合度；

S5：增强剂、减水剂、水、水泥、砂和石子的成分比为：0.1：0.11：0.38:1:1.11:2.72将增

强剂和减水剂按比例放入搅拌器内，搅拌器以110‑432转/分钟的转速，继续进行搅拌，搅拌

15‑30min，直至增强剂、减水剂、水、水泥、砂和石子混合均匀，从而得到高强高性能混凝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减水剂

由环氧乙烷、硫酸钙、三乙醇胺、苯甲酸、1,5‑戊二醇、钼酸钠、木质素磺酸钙和硅灰搅拌而

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器

包括搅拌桶(1)，所述搅拌桶(1)内设有搅拌机构，所述搅拌桶(1)一侧设有安装罩(11)，所

述安装罩(11)远离搅拌桶(1)一侧设有筛选箱(12)，所述筛选箱(12)内设有筛选腔(13)，所

述筛选腔(13)内转动装配有倾斜设置的筛选筒(14)，所述筛选筒(14)较高一侧与较低一侧

分别设有进料管(15)与出料管(16)，所述安装罩(11)内设有内腔(2)，所述筛选腔(13)下侧

设有与内腔(2)相连通的出料口(21)，所述内腔(2)内转动装配有转轴(22)，所述转轴(22)

环形均匀设有若干与内腔(2)内壁相匹配的刮板(23)，两个相邻的刮板(23)之间均设有斜

板(24)，若干所述斜板(24)均由内腔(2)四周向内腔(2)中心倾斜，所述安装罩(11)上端面

向搅拌桶(1)一侧设有开口(25)，所述安装罩(11)设有与开口(25)连通且与搅拌桶(1)相匹

配的出料通道(26)，所述转轴(22)与筛选筒(14)共同传动装配有一个传动机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机

构包括有搅拌轴(3)，所述搅拌轴(3)转动装配在搅拌桶(1)内，所述搅拌轴(3)上侧环形均

匀设有若干搅拌杆(31)，所述搅拌桶(1)下侧装配有与搅拌轴(3)传动连接的传动组件。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组

件包括有两个转动装配在搅拌桶(1)下侧的齿轮(32)，其中一个所述齿轮(32)与搅拌轴(3)

固定连接，另一个所述齿轮(32)传动连接有与搅拌桶(1)固定连接的第一电机(33)，两个所

述齿轮(32)共同啮合有一个链条(34)。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机

构包括有设在筛选箱(12)上侧的第二电机(4)，所述第二电机(4)传动装配有联动杆(41)，

所述联动杆(41)固定连接有第一斜齿(42)，所述转轴(22)一端伸出安装罩(11)固定连接有

与第一斜齿(42)相啮合的第二斜齿(43)，所述联动杆(41)端部固定连接有第三斜齿(44)，

所述筛选箱(12)上侧设有与第三斜齿(44)相匹配的伸入口(45)，所述筛选箱(12)内设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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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入口(45)相连通的环形腔(46)，所述环形腔(46)内设有与筛选筒(14)固定连接的斜齿环

(47)，所述斜齿环(47)与第三斜齿(44)相啮合。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筛选箱

(12)上侧设有与第一斜齿(42)、第二斜齿(43)和第三斜齿(44)相匹配的保护箱(48)。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筛选箱

(12)与安装罩(11)均设有检修口。

9.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桶

(1)下侧设有四个支撑脚(49)，四个所述支撑脚(49)下端均设有减震防滑垫(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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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混凝土制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混凝土是由胶凝材料将集料胶结成整体的工程复合材料的统称。通常讲的混凝土

一词是指用水泥作胶凝材料，砂砾、细沙作集料，与水按一定的比例混合，还可以加入外加

剂和掺合料，经搅拌而得的水泥混凝土，也称普通混凝土；混凝土具有原料丰富，价格低廉，

生产工艺简单的特点，因而使其用量越来越大。同时混凝土还具有抗压强度高，耐久性好，

强度等级范围宽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其使用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在各种土木工程中使用，就

是造船业，机械工业，海洋的开发，地热工程等，混凝土也是重要的材料，如今早期混凝土较

脆，抵抗应力的能力较弱，从而早期容易造成裂缝，并且如今混凝土减水率较低，耐久性不

够。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旨在提供一种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可提高混凝土抵

抗应力的能力，防止混凝土早期造成裂缝，混凝土减水率高，减小使用水量，耐久性高，且在

混凝土的搅拌过程中，直接对石子进行筛选，筛选后可直接投入搅拌器内，不用工作人员人

工转移石子。

[0004] 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S1：准备以下材料：水、水泥、砂、石子、增强剂和减水剂；所述增强剂由尺寸不同的

改性聚丙烯粗纤维、改性聚丙烯腈纤维和偏铝酸钠速凝剂组成，所述减水剂由聚羧酸母液、

葡萄糖酸钠、引气剂、麦芽糖糊精、纤维素保水材料和水制成，所述石子的直径范围为5‑

35mm，所述水泥颗粒小于40μm，所述砂细度模数范围在3.7‑1.6；

[0007] S2：水泥和砂的混合比为1：1.11，按比例将水泥和砂放入搅拌器内进行搅拌，形成

混合料；

[0008] S3：石子、水泥和砂的混合比为1：1.11：2.72，将石子按比例放入搅拌器内与混合

料进行搅拌，使石子与混合料均匀混合；

[0009] S4：水、水泥、砂和石子的成分比为：0.38:1:1.11:2.72，将水按比例缓慢放入搅拌

器内，与水泥、砂和石子充分混合，在水放入搅拌器的过程中，搅拌器始终工作，保证水、水

泥、砂和石子的混合度；

[0010] S5：增强剂、减水剂、水、水泥、砂和石子的成分比为：0.1：0.11：0.38:1:1.11:2.72

将增强剂和减水剂按比例放入搅拌器内，搅拌器以110‑432转/分钟的转速，继续进行搅拌，

搅拌15‑30min，直至增强剂、减水剂、水、水泥、砂和石子混合均匀，从而得到高强高性能混

凝土。

[0011] 采用本发明技术方案，增强剂由改性聚丙烯粗纤维、改性聚丙烯腈纤维和偏铝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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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速凝剂组成，改性聚丙烯腈纤维可以提高早期混凝土抵抗应力的能力，防止早期裂缝产

生，当混凝土中的微裂纹在外部荷载作用下发生扩展时，纤维横跨在裂纹之间起桥接作用，

部分抵消了裂缝尖端的应力集中，抑制了裂缝的扩展，提高了混凝土的抗裂能力，增加了混

凝土的强度，且改性聚丙烯腈纤维可对外增加应力能量的吸收，提高混凝土的抗冲击能力；

改性聚丙烯粗纤维使混凝土更有韧性，实现混凝土从脆性破坏到韧性破坏的改变，在混凝

土中均匀分布的粗纤维使混凝土的粘稠性增加，离析泌水现象减小，流动性能下降；

[0012] 偏铝酸钠速凝剂掺入混凝土中，能使混凝土迅速凝结硬化，主要种类有无机盐类

和有机物类粉状固体，其掺用量仅占混凝土中水泥用量2％～3％，却能使混凝土在5min内

初凝，速凝剂12min内凝结，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足够的强度，以保证特殊施工的要求，还可

以使混凝土在初期施工后，使混凝土快速凝结，减小混凝土铺设后，因意外造成混凝土失形

的可能性；

[0013] 减水剂加入混凝土拌合物后对水泥颗粒有分散作用，能改善其工作性，减少单位

水泥用量，节约水泥，且维持混凝土坍落度基本不变；

[0014] 石子的直径范围为5‑35mm，可提高混凝土的搅拌效率，防止在铺设混凝土时，石子

卡住喷射器；

[0015] 水泥颗粒小于40μm，提高水化反应速度，进一步提高混凝土早期的早期硬度；

[0016] 砂细度模数范围在3.7‑1.6，更好的填充石子颗粒间的空隙，与石子一起共同起到

骨架作用，提高混凝土的密实性和强度，润滑更好，改善混凝土拌合物的和易性，在水泥水

化过程中，有效地降低水泥水化热，抑制水泥因物理、化学反应体积变化时裂缝的产生，在

各类砂浆中起到骨料作用，并可有效地节省胶结材料，还可在膨胀土、冰冻土等不良土层中

充当垫层，起到了保护作用；

[0017] 进一步限定，所述减水剂由环氧乙烷、硫酸钙、三乙醇胺、苯甲酸、1,5‑戊二醇、钼

酸钠、木质素磺酸钙和硅灰搅拌而成，可提高加入到混凝土中能增强混凝土、节约水泥、阻

止钢筋被腐蚀，阻止或者延缓氯离子对钢筋钝化膜的破坏，同时不含氯，萘等有害物质，对

环境无害，污染少，施工使用安全，符合环保的要求。

[0018] 进一步限定，所述搅拌器包括搅拌桶，所述搅拌桶内设有搅拌机构，所述搅拌桶一

侧设有安装罩，所述安装罩远离搅拌桶一侧设有筛选箱，所述筛选箱内设有筛选腔，所述筛

选腔内转动装配有倾斜设置的筛选筒，所述筛选筒较高一侧与较低一侧分别设有进料管与

出料管，所述安装罩内设有内腔，所述筛选腔下侧设有与内腔相连通的出料口，所述内腔内

转动装配有转轴，所述转轴环形均匀设有若干与内腔内壁相匹配的刮板，两个相邻的刮板

之间均设有斜板，若干所述斜板均由内腔四周向内腔中心倾斜，所述安装罩上端面向搅拌

桶一侧设有开口，所述安装罩设有与开口连通且与搅拌桶相匹配的出料通道，所述转轴与

筛选筒共同传动装配有一个传动机构。传动机构带动转轴与筛选筒开始转动，工作人员可

将石子通过进料管放入筛选筒内，筛选筒在传动机构的带动下快速转动，从而对石子进行

筛选转动，对石子进行过滤，达到要求的石子通过筛选筒落入筛选腔内，较大不需要的石

子，由于筛选筒倾斜设置，向出料管一侧滚动，通过出料管向外排出，落入筛选腔内的石子

顺着出料口落入安装罩内，转轴在传动机构的带动下进行转动，转轴带动若干刮板转动，刮

板搅动石子向上刮动，斜板对石子进行阻拦，当刮板向上移动，使石子与开口位置相匹配

时，由于斜板倾斜设置，可使斜板上侧的石子通过开口滚出安装罩，通过出料通道滚入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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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内，这样的结构，便于工作人员对石子的大小进行筛选，将较大的石子筛选出来，并便于

将筛选后的石子投入搅拌桶内，不用筛选后人工的将石子投入较高的搅拌桶内，筛选进入

口较低，减小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且整体结构紧凑，减小占地面积。

[0019] 进一步限定，所述搅拌机构包括有搅拌轴，所述搅拌轴转动装配在搅拌桶内，所述

搅拌轴上侧环形均匀设有若干搅拌杆，所述搅拌桶下侧装配有与搅拌轴传动连接的传动组

件。这样的结构，传动组件带动搅拌轴转动，搅拌轴带动若干搅拌杆转动，从而进行搅拌。

[0020] 进一步限定，所述传动组件包括有两个转动装配在搅拌桶下侧的齿轮，其中一个

所述齿轮与搅拌轴固定连接，另一个所述齿轮传动连接有与搅拌桶固定连接的第一电机，

两个所述齿轮共同啮合有一个链条。第一电机开始工作，带动其中一个齿轮转动，并通过链

条带动另一个齿轮转动，从而带动搅拌轴转动。

[0021] 进一步限定，所述传动机构包括有设在筛选箱上侧的第二电机，所述第二电机传

动装配有联动杆，所述联动杆固定连接有第一斜齿，所述转轴一端伸出安装罩固定连接有

与第一斜齿相啮合的第二斜齿，所述联动杆端部固定连接有第三斜齿，所述筛选箱上侧设

有与第三斜齿相匹配的伸入口，所述筛选箱内设有与伸入口相连通的环形腔，所述环形腔

内设有与筛选筒固定连接的斜齿环，所述斜齿环与第三斜齿相啮合。这样的结构，当第二电

机开始工作时，带动联动杆转动，联动杆带动第一斜齿和第三斜齿转动，第一斜齿带动第二

斜齿转动，第二斜齿带动转轴转动，第三斜齿带动斜齿环转动，斜齿环带动筛选筒转动，这

样的结构，便可通过一个传动机构带动转轴与筛选筒同时发生转动。

[0022] 进一步限定，所述筛选箱上侧设有与第一斜齿、第二斜齿和第三斜齿相匹配的保

护箱。这样的结构，便于工作人员对第一斜齿、第二斜齿和第三斜齿进行保护，防止第一斜

齿、第二斜齿和第三斜齿直接暴露在外界，造成损坏。

[0023] 进一步限定，所述筛选箱与安装罩均设有检修口。这样的结构，便于工作人员对筛

选箱与安装罩内部进行检修。

[0024] 进一步限定，所述搅拌桶下侧设有四个支撑脚，四个所述支撑脚下端均设有减震

防滑垫。这样的结构，提高了搅拌桶的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25] 本发明可以通过附图给出的非限定性实施例进一步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一种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一；

[0027] 图2为本发明一种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二；

[0028] 图3为本发明一种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三；

[0029] 图4为本发明一种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实施例的局部装配结构示意图

一；

[0030] 图5为本发明一种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实施例的局部装配结构示意图

二；

[0031] 图6为本发明一种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实施例筛选筒、进料管、出料管和

斜齿环的装配结构示意图；

[0032]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如下：

[0033] 搅拌桶1、安装罩11、筛选箱12、筛选腔13、筛选筒14、进料管15、出料管16、内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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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料口21、转轴22、刮板23、斜板24、开口25、出料通道26、搅拌轴3、搅拌杆31、齿轮32、第一

电机33、链条34、第二电机4、联动杆41、第一斜齿42、第二斜齿43、第三斜齿44、伸入口45、环

形腔46、斜齿环47、保护箱48、支撑脚49、减震防滑垫491。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为了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

明技术方案进一步说明。

[0035] 如图1‑6所示，本发明的一种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36] S1：准备以下材料：水、水泥、砂、石子、增强剂和减水剂；所述增强剂由尺寸不同的

改性聚丙烯粗纤维、改性聚丙烯腈纤维和偏铝酸钠速凝剂组成，所述减水剂由聚羧酸母液、

葡萄糖酸钠、引气剂、麦芽糖糊精、纤维素保水材料和水制成，所述石子的直径范围为5‑

35mm，所述水泥颗粒小于40μm，所述砂细度模数范围在3.7‑1.6；

[0037] S2：水泥和砂的混合比为1：1.11，按比例将水泥和砂放入搅拌器内进行搅拌，形成

混合料；

[0038] S3：石子、水泥和砂的混合比为1：1.11：2.72，将石子按比例放入搅拌器内与混合

料进行搅拌，使石子与混合料均匀混合；

[0039] S4：水、水泥、砂和石子的成分比为：0.38:1:1.11:2.72，将水按比例缓慢放入搅拌

器内，与水泥、砂和石子充分混合，在水放入搅拌器的过程中，搅拌器始终工作，保证水、水

泥、砂和石子的混合度；

[0040] S5：增强剂、减水剂、水、水泥、砂和石子的成分比为：0.1：0.11：0.38:1:1.11:2.72

将增强剂和减水剂按比例放入搅拌器内，搅拌器以110‑432转/分钟的转速，继续进行搅拌，

搅拌15‑30min，直至增强剂、减水剂、水、水泥、砂和石子混合均匀，从而得到高强高性能混

凝土。

[0041] 采用本发明技术方案，增强剂由改性聚丙烯粗纤维、改性聚丙烯腈纤维和偏铝酸

钠速凝剂组成，改性聚丙烯腈纤维可以提高早期混凝土抵抗应力的能力，防止早期裂缝产

生，当混凝土中的微裂纹在外部荷载作用下发生扩展时，纤维横跨在裂纹之间起桥接作用，

部分抵消了裂缝尖端的应力集中，抑制了裂缝的扩展，提高了混凝土的抗裂能力，增加了混

凝土的强度，且改性聚丙烯腈纤维可对外增加应力能量的吸收，提高混凝土的抗冲击能力；

改性聚丙烯粗纤维使混凝土更有韧性，实现混凝土从脆性破坏到韧性破坏的改变，在混凝

土中均匀分布的粗纤维使混凝土的粘稠性增加，离析泌水现象减小，流动性能下降；

[0042] 偏铝酸钠速凝剂掺入混凝土中，能使混凝土迅速凝结硬化，主要种类有无机盐类

和有机物类粉状固体，其掺用量仅占混凝土中水泥用量2％～3％，却能使混凝土在5min内

初凝，速凝剂12min内凝结，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足够的强度，以保证特殊施工的要求，还可

以使混凝土在初期施工后，使混凝土快速凝结，减小混凝土铺设后，因意外造成混凝土失形

的可能性；

[0043] 减水剂加入混凝土拌合物后对水泥颗粒有分散作用，能改善其工作性，减少单位

水泥用量，节约水泥，且维持混凝土坍落度基本不变；

[0044] 石子的直径范围为5‑35mm，可提高混凝土的搅拌效率，防止在铺设混凝土时，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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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住喷射器；

[0045] 水泥颗粒小于40μm，提高水化反应速度，进一步提高混凝土早期的早期硬度；

[0046] 砂细度模数范围在3.7‑1.6，更好的填充石子颗粒间的空隙，与石子一起共同起到

骨架作用，提高混凝土的密实性和强度，润滑更好，改善混凝土拌合物的和易性，在水泥水

化过程中，有效地降低水泥水化热，抑制水泥因物理、化学反应体积变化时裂缝的产生，在

各类砂浆中起到骨料作用，并可有效地节省胶结材料，还可在膨胀土、冰冻土等不良土层中

充当垫层，起到了保护作用。

[0047] 优选，减水剂由环氧乙烷、硫酸钙、三乙醇胺、苯甲酸、1,5‑戊二醇、钼酸钠、木质素

磺酸钙和硅灰搅拌而成，可提高加入到混凝土中能增强混凝土、节约水泥、阻止钢筋被腐

蚀，阻止或者延缓氯离子对钢筋钝化膜的破坏，同时不含氯，萘等有害物质，对环境无害，污

染少，施工使用安全，符合环保的要求。

[0048] 优选，搅拌器包括搅拌桶1，搅拌桶1内设有搅拌机构，搅拌桶1一侧设有安装罩11，

安装罩11远离搅拌桶1一侧设有筛选箱12，筛选箱12内设有筛选腔13，筛选腔13内转动装配

有倾斜设置的筛选筒14，筛选筒14较高一侧与较低一侧分别设有进料管15与出料管16，安

装罩11内设有内腔2，筛选腔13下侧设有与内腔2相连通的出料口21，内腔2内转动装配有转

轴22，转轴22环形均匀设有若干与内腔2内壁相匹配的刮板23，两个相邻的刮板23之间均设

有斜板24，若干斜板24均由内腔2四周向内腔2中心倾斜，安装罩11上端面向搅拌桶1一侧设

有开口25，安装罩11设有与开口25连通且与搅拌桶1相匹配的出料通道26，转轴22与筛选筒

14共同传动装配有一个传动机构。传动机构带动转轴22与筛选筒14开始转动，工作人员可

将石子通过进料管15放入筛选筒14内，筛选筒14在传动机构的带动下快速转动，从而对石

子进行筛选转动，对石子进行过滤，达到要求的石子通过筛选筒14落入筛选腔13内，较大不

需要的石子，由于筛选筒14倾斜设置，向出料管16一侧滚动，通过出料管16向外排出，落入

筛选腔13内的石子顺着出料口21落入安装罩11内，转轴22在传动机构的带动下进行转动，

转轴22带动若干刮板23转动，刮板23搅动石子向上刮动，斜板24对石子进行阻拦，当刮板23

向上移动，使石子与开口25位置相匹配时，由于斜板24倾斜设置，可使斜板24上侧的石子通

过开口25滚出安装罩11，通过出料通道26滚入搅拌桶1内，这样的结构，便于工作人员对石

子的大小进行筛选，将较大的石子筛选出来，并便于将筛选后的石子投入搅拌桶1内，不用

筛选后人工的将石子投入较高的搅拌桶1内，筛选进入口较低，减小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

且整体结构紧凑，减小占地面积。

[0049] 优选，搅拌机构包括有搅拌轴3，搅拌轴3转动装配在搅拌桶1内，搅拌轴3上侧环形

均匀设有若干搅拌杆31，搅拌桶1下侧装配有与搅拌轴3传动连接的传动组件。这样的结构，

传动组件带动搅拌轴3转动，搅拌轴3带动若干搅拌杆31转动，从而进行搅拌。

[0050] 优选，传动组件包括有两个转动装配在搅拌桶1下侧的齿轮32，其中一个齿轮32与

搅拌轴3固定连接，另一个齿轮32传动连接有与搅拌桶1固定连接的第一电机33，两个齿轮

32共同啮合有一个链条34。第一电机33开始工作，带动其中一个齿轮32转动，并通过链条34

带动另一个齿轮32转动，从而带动搅拌轴3转动。

[0051] 优选，传动机构包括有设在筛选箱12上侧的第二电机4，第二电机4传动装配有联

动杆41，联动杆41固定连接有第一斜齿42，转轴22一端伸出安装罩11固定连接有与第一斜

齿42相啮合的第二斜齿43，联动杆41端部固定连接有第三斜齿44，筛选箱12上侧设有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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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斜齿44相匹配的伸入口45，筛选箱12内设有与伸入口45相连通的环形腔46，环形腔46内

设有与筛选筒14固定连接的斜齿环47，斜齿环47与第三斜齿44相啮合。这样的结构，当第二

电机4开始工作时，带动联动杆41转动，联动杆41带动第一斜齿42和第三斜齿44转动，第一

斜齿42带动第二斜齿43转动，第二斜齿43带动转轴22转动，第三斜齿44带动斜齿环47转动，

斜齿环47带动筛选筒14转动，这样的结构，便可通过一个传动机构带动转轴22与筛选筒14

同时发生转动。

[0052] 优选，筛选箱12上侧设有与第一斜齿42、第二斜齿43和第三斜齿44相匹配的保护

箱48。这样的结构，便于工作人员对第一斜齿42、第二斜齿43和第三斜齿44进行保护，防止

第一斜齿42、第二斜齿43和第三斜齿44直接暴露在外界，造成损坏。

[0053] 优选，筛选箱12与安装罩11均设有检修口。这样的结构，便于工作人员对筛选箱12

与安装罩11内部进行检修。

[0054] 优选，搅拌桶1下侧设有四个支撑脚49，四个支撑脚49下端均设有减震防滑垫491。

这样的结构，提高了搅拌桶1的稳定性。

[0055] 上述实施例仅示例性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及其功效，而非用于限制本发明。任何熟

悉此技术的人士皆可在不违背本发明的精神及范畴下，对上述实施例进行修饰或改变。因

此，凡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在未脱离本发明所揭示的精神与技术思想下所完成

的一切等效修饰或改变，仍应由本发明的权利要求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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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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