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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混凝土移动生产设备，包括配料站和储

粉罐，所述配料站通过输送带与混合仓连通，储

粉罐通过螺旋输送机与混合仓连通，配料站和储

粉罐设在支架上，支架下方设有轮子，所述螺旋

输送机与输送带平行布置，所述混合仓下方设有

搅拌机，所述配料站和储粉罐可随支架移动，简

化各种传输带的方式，将配料站和储粉罐可以通

过支架移动，储粉罐可通过螺旋输送机将储粉罐

内部的粉末进行混合搅拌，配料站通过输送带传

输，总体只有两个传输结构，简单使用，也方便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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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混凝土移动生产设备，其特征是：包括配料站（2）和储粉罐（3），所述配料站（2）

通过输送带（5）与混合仓（9）连通，储粉罐（3）通过螺旋输送机（4）与混合仓（9）连通，配料站

（2）和储粉罐（3）设在支架（6）上，支架（6）下方设有轮子（7），所述螺旋输送机（4）与输送带

（5）平行布置；

所述混合仓（9）下方设有搅拌机（10）；

所述配料站（2）和储粉罐（3）可随支架（6）移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混凝土移动生产设备，其特征是：配料站（2）中的斗体（201）

内部设有隔板（202），斗体（201）下方设有两块闸门（203），闸门（203）两端与斗体（201）两侧

铰接，所述斗体（201）两侧设有液压缸（204），液压缸（204）一端与斗体（201）铰接，液压缸

（204）另一端与闸门（203）铰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混凝土移动生产设备，其特征是：所述斗体（201）侧面设有

振动马达（1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混凝土移动生产设备，其特征是：所述配料站（2）与输送带

（5）之间设有挡料机构（16），挡料机构（16）包括侧挡料板（1601）和端部挡料板（1602），侧挡

料板（1601）设在输送带（5）两侧，端部挡料板（1602）设在输送带（5）端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混凝土移动生产设备，其特征是：储粉罐（3）内部设有行星

隔板（301），所述行星隔板（301）将储粉罐（3）分成三个腔室；

储粉罐（3）外部设有振动马达（1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混凝土移动生产设备，其特征是：搅拌机（10）包括壳体

（1002），壳体（1002）上设有进料口（1001），进料口（1001）的一侧设有电机（1003），壳体

（1002）内部设有搅拌叶（1005），搅拌叶（1005）的中心轴通过带轮（1004）与电机（1003）连

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一种混凝土移动生产设备，其特征是：所述搅拌叶（1005）螺旋设

在中心轴上，搅拌叶（1005）为多层。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一种混凝土移动生产设备，其特征是：所述搅拌叶（1005）下方设

有搅拌刮板（1006），搅拌刮板（1006）与壳体（1002）内表面贴平。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一种混凝土移动生产设备，其特征是：所述搅拌机（10）出料口处

设有液压阀（11）。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混凝土移动生产设备，其特征是：支架（6）的一侧设有操作

台（1）；

所述支架（6）内部设有液压站（13），液压站（13）一侧设有送水机构（14），送水机构（14）

包括水泵（1402），水泵（1402）通过输送管（1401）与混合仓（9）连通；

所述支架（6）上设有电控柜（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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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移动生产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混凝土搅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混凝土移动生产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混凝土生产设备主要用于混凝土工程，主要作用是搅拌混合混凝土，也叫砼搅拌

站。搅拌站通过搅拌设备把混凝土所需的骨料和粉料混合后，通过混凝土搅拌车拉到混凝

土施工的现场使用，一方面通过混凝土生产设备制作标准的混凝土骨料和粉料的配比，使

混凝土标准化，另一方面在混凝土生产设备内进行骨料与粉料的添加，降低施工现场的环

境污染。

[0003] 目前，一般小型的施工场地进行混凝土施工，采用混凝土搅拌站进行搅拌时，一般

的混凝土搅拌站占地面积较大，在运输的方面也十分困难，各个部件在运输安装时也十分

困难，且传送带较多，在拼装混凝土搅拌站时也耗人力和工作时间，耽误工程进度，采用一

般的混凝土运输车进行运输也很有局限性，需要不停的进行运输，保证施工正常进行，这也

使施工成本增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混凝土移动生产设备，解决大型混凝土搅拌站在

小型的施工场地进行混凝土施工，各个部件较大，拼装时间过长的问题。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混凝土移动生产设备，包

括配料站和储粉罐，所述配料站通过输送带与混合仓连通，储粉罐通过螺旋输送机与混合

仓连通，配料站和储粉罐设在支架上，支架下方设有轮子，所述螺旋输送机与输送带平行布

置；

所述混合仓下方设有搅拌机；

所述配料站和储粉罐可随支架移动。

[0006] 优选方案中，配料站中的斗体内部设有隔板，斗体下方设有两块闸门，闸门两端与

斗体两侧铰接，所述斗体两侧设有液压缸，液压缸一端与斗体铰接，液压缸另一端与闸门铰

接。

[0007] 优选方案中，所述斗体侧面设有振动马达。

[0008] 优选方案中，所述配料站与输送带之间设有挡料机构，挡料机构包括侧挡料板和

端部挡料板，侧挡料板设在输送带两侧，端部挡料板设在输送带端部。

[0009] 优选方案中，储粉罐内部设有行星隔板，所述行星隔板将储粉罐分成三个腔室；

储粉罐外部设有振动马达。

[0010] 优选方案中，搅拌机包括壳体，壳体上设有进料口，进料口的一侧设有电机，壳体

内部设有搅拌叶，搅拌叶的中心轴通过带轮与电机连接。

[0011] 优选方案中，所述搅拌叶螺旋设在中心轴上，搅拌叶为多层。

[0012] 优选方案中，所述搅拌叶下方设有搅拌刮板，搅拌刮板与壳体内表面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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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优选方案中，所述搅拌机出料口处设有液压阀。

[0014] 优选方案中，支架的一侧设有操作台；

所述支架内部设有液压站，液压站一侧设有送水机构，送水机构包括水泵，水泵通过输

送管与混合仓连通；

所述支架上设有电控柜。

[001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混凝土移动生产设备，简化各种传输带的方式，将配料站和储

粉罐可以通过支架移动，储粉罐可通过螺旋输送机将储粉罐内部的粉末进行混合搅拌，配

料站通过输送带传输，总体只有两个传输结构，简单使用，也方便移动，配料站和储粉罐运

输到混合仓内部回合后直接进入到搅拌机进行搅拌，实现快速方便进行混凝土生产和混凝

土施工，可以根据施工场地来移动混凝土生产设备，设计巧妙，且储粉罐内部的行星隔板可

以分隔成三个腔室，可以储层多种粉煤灰和水泥粉末，设计巧妙，方便移动，适合山区一些

小型的施工场地。

附图说明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图1是本发明主视结构图；

图2是本发明总体结构图；

图3是本发明送水机构结构图；

图4是本发明配料站结构图；

图5是本发明配料站左视结构图；

图6是本发明配料站侧视结构图；

图7是本发明配料站与输送带之间的位置结构图；

图8是本发明挡料机构结构图；

图9是本发明储粉罐位置结构图；

图10是本发明储粉罐主视图：

图11是本发明储粉罐内部结构图；

图12是本发明搅拌机结构图；

图13是本发明搅拌机内部结构图；

图14是本发明搅拌机内部结构主视图；

图中：操作台1；配料站2；斗体201；隔板202；闸门203；液压缸204；储粉罐3；行星隔板

301；螺旋输送机4；输送带5；支架6；轮子7；搅拌支架8；混合仓9；搅拌机10；进料口1001；壳

体1002；电机1003；带轮1004；搅拌叶1005；搅拌刮板1006；液压阀11；电控柜12；液压站13；

送水机构14；输送管1401；水泵1402；振动马达15；挡料机构16；侧挡料板1601；端部挡料板

1602。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如图1~14所示，一种混凝土移动生产设备，包括配料站2和储粉罐3，所述配料站2

通过输送带5与混合仓9连通，储粉罐3通过螺旋输送机4与混合仓9连通，配料站2和储粉罐3

设在支架6上，支架6下方设有轮子7，所述螺旋输送机4与输送带5平行布置；所述混合仓9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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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设有搅拌机10，所述配料站2和储粉罐3可随支架6移动，由此结构，配料站2和储粉罐3为

一体可移动机构，都通过螺旋输送机4与混合仓9连通，再通过支架6移动，方便山区一些小

型的施工场地，混合后通过搅拌机10进行搅拌，生产出混凝土。

[0018] 优选方案中，配料站2中的斗体201内部设有隔板202，斗体201下方设有两块闸门

203，闸门203两端与斗体201两侧铰接，所述斗体201两侧设有液压缸204，液压缸204一端与

斗体201铰接，液压缸204另一端与闸门203铰接，由此结构，隔板202可将斗体201分成两个

腔室，可以放置两种骨料，再通过液压缸204伸缩，打开闸门203，放料，闸门203可以改变放

料速度。

[0019] 优选方案中，所述斗体201侧面设有振动马达15，对斗体201进行清理或进行加速

下料，振动马达15采用偏心马达。

[0020] 优选方案中，所述配料站2与输送带5之间设有挡料机构16，挡料机构16包括侧挡

料板1601和端部挡料板1602，侧挡料板1601设在输送带5两侧，端部挡料板1602设在输送带

5端部，由此结构，配料站2下料的时候，通过挡料机构16进行挡料，防止石料导出乱飞，伤到

工人，侧挡料板1601挡住两侧，端部挡料板1602挡住端部，防止石料向后滚动。

[0021] 优选方案中，储粉罐3内部设有行星隔板301，所述行星隔板301将储粉罐3分成三

个腔室，储粉罐3外部设有振动马达15，由此结构，行星隔板301将储粉罐3分成三个腔室，可

以储层三种粉料，振动马达15的作用在于清理或者是加速下料，行星隔板301解决了多个多

个储粉罐3占地的问题。

[0022] 优选方案中，搅拌机10包括壳体1002，壳体1002上设有进料口1001，进料口1001的

一侧设有电机1003，壳体1002内部设有搅拌叶1005，搅拌叶1005的中心轴通过带轮1004与

电机1003连接，由此结构，电机1003驱动搅拌叶1005搅拌混凝土。

[0023] 优选方案中，所述搅拌叶1005螺旋设在中心轴上，搅拌叶1005为多层，由此结构，

多层搅拌叶1005可以使搅拌更加充分。

[0024] 优选方案中，所述搅拌叶1005下方设有搅拌刮板1006，搅拌刮板1006与壳体1002

内表面贴平，由此结构，搅拌刮板1006与壳体1002内表面贴平，用与清理壳体1002内壁，防

止残留物损害搅拌机10。

[0025] 优选方案中，所述搅拌机10出料口处设有液压阀11，实现自动下料。

[0026] 优选方案中，支架6的一侧设有操作台1；操作台1可以操作整个设备的运作。

[0027] 所述支架6内部设有液压站13，液压站13一侧设有送水机构14，送水机构14包括水

泵1402，水泵1402通过输送管1401与混合仓9连通，送水机构14可以对混合仓9进行加水，设

计巧妙，整体结构更加方便运用，液压站13提供各个液压部件的动力。

[0028] 所述支架6上设有电控柜12，用于外接电力作用。

[0029] 上述的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优选技术方案，而不应视为对于本发明的限制，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方案，包括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方案中技术特征的

等同替换方案为保护范围。即在此范围内的等同替换改进，也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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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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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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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说　明　书　附　图 3/10 页

8

CN 110435011 A

8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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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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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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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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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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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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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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