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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搅拌罐式混凝土生产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多搅拌罐式混凝土生产

装置，包括干料供料装置、混凝土搅拌装置、螺旋

挤压输送装置以及控制装置，干料供料装置、混

凝土搅拌装置、螺旋挤压输送装置依次衔接设

置，其中，干料供料装置包括水泥输送线、砂料输

送线以及碎石输送线，水泥、砂料以及碎石经干

料供料装置的气动输送后进入输送皮带机，并被

输送皮带机运送至混凝土搅拌装置。在混凝土料

斗上方设置两个搅拌罐，两个搅拌罐各自具有自

己的干料送料装置，施工人员能够根据混凝土的

需求量选择工作搅拌罐的数量，不仅能够提高生

产装置的稳定性，还能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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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搅拌罐式混凝土生产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干料供料装置(123)、混凝土搅

拌装置(6)、螺旋挤压输送装置(9)以及控制装置，干料供料装置(123)、混凝土搅拌装置

(6)、螺旋挤压输送装置(9)依次衔接设置，其中，干料供料装置(123)包括水泥输送线(1)、

砂料输送线(2)以及碎石输送线(3)，水泥、砂料以及碎石经干料供料装置的气动输送后进

入输送皮带机(19)，并被输送皮带机(19)运送至混凝土搅拌装置(6)；混凝土搅拌装置(6)

包括第一搅拌罐(73)和第二搅拌罐(63)，第一搅拌罐(73)和第二搅拌罐(63)相对设置，两

者分别具有各自的干料供料装置(123)，第一搅拌罐(73)和第二搅拌罐(63)的出料口下部

对应设置有混凝土料斗(65)，混凝土料斗(65)上部为圆柱结构，下部为锥形结构，混凝土料

斗(65)下部连接有出料管，出料管与加速室(78)连通，加速室(78)与高速进气管路(77)连

接，高速进气管路(77)与气泵连接，加速室末端通过软管连接有螺旋挤压输送装置(9)；混

凝土料斗(65)固定安装在移动车体上，移动车体包括车板(67)，车板(67)中间具有通孔，混

凝土料斗(65)的锥形结构插在通孔内，车板(67)的下部四角设置有可调升降支腿(79)，可

调升降支腿(79)的下部设置有耐磨滚轮(80)；混凝土料斗(65)的圆柱结构上固定连接有支

撑架，支撑架通过第一缓冲弹簧(76)和第二缓冲弹簧(66)固定在车板(67)上，混凝土料斗

(65)的锥形结构外部设置由振动拍打装置(69)，高速进气管路(77)与第一搅拌罐(73)、第

二搅拌罐(63)、混凝土料斗(65)之间通过第一气路、第二气路、第三气路连通，第一气路、第

二气路、第三气路上分别设置有第一阀门(74)、第二阀门(64)以及第三阀门(68)；第一搅拌

罐(73)上部设置有第一密封盖(72)，第一密封盖(72)通过第一安装架(71)固定；第二搅拌

罐(63)上部设置有第二密封盖(62)，第二密封盖(62)通过第二安装架(61)固定；第一搅拌

罐(73)和第二搅拌罐(63)之间还设置有旋转阀门(75)，旋转阀门(75)包括阀门板和转轴，

阀门板绕转轴转动，旋转阀门(75)可实现第一搅拌罐(73)和第二搅拌罐(63)的间歇性下

料；水泥输送线(1)、砂料输送线(2)以及碎石输送线(3)分别连接至第一缓存仓(15)、第二

缓存仓(16)以及第三缓存仓(17)，第一缓存仓(15)、第二缓存仓(16)以及第三缓存仓(17)

下部出口设置有电磁控制阀门(152)，每个电磁控制阀门(152)下部均设置有一个皮带秤

(18)，电磁控制阀门(152)、皮带秤均与控制装置电连接，控制装置记录皮带秤(18)的称量

数据并进行累计计算，三个皮带秤(18)存储预先设定的重量值，并对下落物料进行称量，一

旦皮带秤(18)累计称量的物料重量达到预先设置的重量值，控制装置控制相对应的电磁控

制阀门(152)关闭，停止相应物料的供应；三个皮带秤(18)的下部还设置有承接物料的输送

皮带机(19)，输送皮带机(19)将物料输送至混凝土搅拌装置(6)；水泥输送线(1)包括水泥

承接料斗(11)，水泥承接料斗(11)用于承接运输车运来的水泥，水泥承接料斗(11)的下部

设置有第一倾斜皮带输送机，第一倾斜皮带输送机将水泥输送至水泥存储仓(12)，水泥存

储仓(12)上部设置有水泥过滤网，水泥存储仓(12)的下部设置有水泥气动输送管路(14)，

水泥气动输送管路(14)上还设置有第一巡检机器人(13)；第一缓存仓(15)、第二缓存仓

(16)以及第三缓存仓(17)均设置有高位料位计(151)以及低位料位计，高位料位计(151)和

低位料位计均与控制装置电连接；螺旋挤压输送装置(9)包括上下叠加设置的进料推进器

和螺旋挤压器，进料推进器包括进料口(91)，进料口(91)为喇叭状，进料口(91)下部设置有

进料推进器主体，进料推进器主体包括第一变频电机(97)驱动的进料轴(93)，进料轴(93)

上设置有进料叶片(92)；螺旋挤压器包括由第二变频电机(98)驱动的螺旋轴(94)，螺旋轴

(94)上设置有螺旋叶片(96)，螺旋挤压器的出料端设置有密封板，密封板上均有设置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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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孔(9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搅拌罐式混凝土生产装置，其特征在于：砂料输送线

(2)包括砂料承接料斗，砂料承接料斗用于承接运输车运来的砂料，砂料承接料斗的下部设

置有第二倾斜皮带输送机，第二倾斜皮带输送机将砂料输送至砂料存储仓，砂料存储仓上

部设置有砂料过滤网，砂料存储仓的下部设置有砂料气动输送管路，砂料气动输送管路上

还设置有第二巡检机器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搅拌罐式混凝土生产装置，其特征在于：碎石输送线

(3)包括碎石承接料斗，碎石承接料斗用于承接运输车运来的碎石，碎石承接料斗的下部设

置有第三倾斜皮带输送机，第三倾斜皮带输送机将碎石输送至碎石存储仓，碎石存储仓上

部设置有碎石过滤网，碎石存储仓的下部设置有碎石气动输送管路，碎石气动输送管路上

还设置有第三巡检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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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搅拌罐式混凝土生产装置

[0001] 本申请为申请号2016104520324、申请日2016年06月17日、发明名称“一种多搅拌

罐式混凝土生产装置”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混凝土生产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多搅拌罐式混凝土生产装置。

背景技术

[0003] 混凝土是当代最主要的土木工程材料之一，它是由胶结材料，骨料和水按一定比

例配制，经搅振捣成型，在一定条件下养护而成的人造石材。

[0004] 混凝土搅拌系统是施工中常用的设备，它将水泥、碎石、砂子等骨料和其他掺和

料、添加剂和水按一定比例混合并搅拌，成为混凝土浆体后再倾倒出，振捣成型干燥后即为

混凝土构件。通常情况下，搅拌机上只有一个搅拌筒，搅拌筒内也只设置了一个独立的搅拌

腔，只能单一的完成浆料或是混凝土的制备，功能单一，实用性欠佳，并不能满足现代化建

筑工程的需要。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多搅拌罐式混凝土生产装置。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措施如下：

[0007] 一种多搅拌罐式混凝土生产装置，包括干料供料装置、混凝土搅拌装置、螺旋挤压

输送装置以及控制装置，干料供料装置、混凝土搅拌装置、螺旋挤压输送装置依次衔接设

置，其中，干料供料装置包括水泥输送线、砂料输送线以及碎石输送线，水泥、砂料以及碎石

经干料供料装置的气动输送后进入输送皮带机，并被输送皮带机运送至混凝土搅拌装置；

混凝土搅拌装置包括第一搅拌罐和第二搅拌罐，第一搅拌罐和第二搅拌罐相对设置，两者

分别具有各自的干料供料装置，第一搅拌罐和第二搅拌罐的出料口下部对应设置有混凝土

料斗，混凝土料斗上部为圆柱结构，下部为锥形结构，混凝土料斗下部连接有出料管，出料

管与加速室连通，加速室与高速进气管路连接，高速进气管路与气泵连接，加速室末端通过

软管连接有螺旋挤压输送装置；混凝土料斗固定安装在移动车体上，移动车体包括车板，车

板中间具有通孔，混凝土料斗的锥形结构插在通孔内，车板的下部四角设置有可调升降支

腿，可调升降支腿的下部设置有耐磨滚轮；混凝土料斗的圆柱结构上固定连接有支撑架，支

撑架通过第一缓冲弹簧和第二缓冲弹簧固定在车板上，混凝土料斗的锥形结构外部设置由

振动拍打装置，高速进气管路与第一搅拌罐、第二搅拌罐、混凝土料斗之间通过第一气路、

第二气路、第三气路连通，第一气路、第二气路、第三气路上分别设置有第一阀门、第二阀门

以及第三阀门；第一搅拌罐上部设置有第一密封盖，第一密封盖通过第一安装架固定；第二

搅拌罐上部设置有第二密封盖，第二密封盖通过第二安装架固定；第一搅拌罐和第二搅拌

罐之间还设置有旋转阀门，旋转阀门包括阀门板和转轴，阀门板绕转轴转动，旋转阀门可实

现第一搅拌罐和第二搅拌罐的间歇性下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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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水泥输送线、砂料输送线以及碎石输送线分别连接至第一缓存仓、第二缓存仓以

及第三缓存仓，第一缓存仓、第二缓存仓以及第三缓存仓下部出口设置有电磁控制阀门，每

个电磁控制阀门下部均设置有一个皮带秤，电磁控制阀门、皮带秤均与控制装置电连接，控

制装置记录皮带秤的称量数据并进行累计计算，三个皮带秤存储预先设定的重量值，并对

下落物料进行称量，一旦皮带秤累计称量的物料重量达到预先设置的重量值，控制装置控

制相对应的电磁控制阀门关闭，停止相应物料的供应；三个皮带秤的下部还设置有承接物

料的输送皮带机，输送皮带机将物料输送至混凝土搅拌装置。

[0009] 水泥输送线包括水泥承接料斗，水泥承接料斗用于承接运输车运来的水泥，水泥

承接料斗的下部设置有第一倾斜皮带输送机，第一倾斜皮带输送机将水泥输送至水泥存储

仓，水泥存储仓上部设置有水泥过滤网，水泥存储仓的下部设置有水泥气动输送管路，水泥

气动输送管路上还设置有第一巡检机器人。

[0010] 砂料输送线包括砂料承接料斗，砂料承接料斗用于承接运输车运来的砂料，砂料

承接料斗的下部设置有第二倾斜皮带输送机，第二倾斜皮带输送机将砂料输送至砂料存储

仓，砂料存储仓上部设置有砂料过滤网，砂料存储仓的下部设置有砂料气动输送管路，砂料

气动输送管路上还设置有第二巡检机器人。

[0011] 碎石输送线包括碎石承接料斗，碎石承接料斗用于承接运输车运来的碎石，碎石

承接料斗的下部设置有第三倾斜皮带输送机，第三倾斜皮带输送机将碎石输送至碎石存储

仓，碎石存储仓上部设置有碎石过滤网，碎石存储仓的下部设置有碎石气动输送管路，碎石

气动输送管路上还设置有第三巡检机器人。

[0012] 第一缓存仓、第二缓存仓以及第三缓存仓均设置有高位料位计以及低位料位计，

高位料位计和低位料位计均与控制装置电连接。

[0013] 螺旋挤压输送装置包括上下叠加设置的进料推进器和螺旋挤压器，进料推进器包

括进料口，进料口为喇叭状，进料口下部设置有进料推进器主体，进料推进器主体包括第一

变频电机驱动的进料轴，进料轴上设置有进料叶片；螺旋挤压器包括由第二变频电机驱动

的螺旋轴，螺旋轴上设置有螺旋叶片，螺旋挤压器的出料端设置有密封板，密封板上均有设

置有出料孔。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在混凝土料斗上方设置两个搅拌罐，两个搅拌罐各自具

有自己的干料送料装置，施工人员能够根据混凝土的需求量选择工作搅拌罐的数量，不仅

能够提高生产装置的稳定性，还能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混凝土搅拌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螺旋挤压输送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了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

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做出详细的说明。

[0019] 如图1-2所示，多搅拌罐式混凝土生产装置包括干料供料装置123、混凝土搅拌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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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6、螺旋挤压输送装置9以及控制装置，干料供料装置123、混凝土搅拌装置6、螺旋挤压输

送装置7依次衔接设置，其中，干料供料装置123包括水泥输送线1、砂料输送线2以及碎石输

送线3，水泥、砂料以及碎石经干料供料装置的气动输送后进入输送皮带机19，并被输送皮

带机19运送至混凝土搅拌装置6；混凝土搅拌装置6包括第一搅拌罐73和第二搅拌罐63，第

一搅拌罐73和第二搅拌罐63相对设置，两者分别具有各自的干料供料装置123，第一搅拌罐

73和第二搅拌罐63的出料口下部对应设置有混凝土料斗65，混凝土料斗65上部为圆柱结

构，下部为锥形结构，混凝土料斗65下部连接有出料管，出料管与加速室78连通，加速室78

与高速进气管路77连接，高速进气管路77与气泵连接，加速室末端通过软管连接有螺旋挤

压输送装置9；混凝土料斗65固定安装在移动车体上，移动车体包括车板67，车板67中间具

有通孔，混凝土料斗65的锥形结构插在通孔内，车板67的下部四角设置有可调升降支腿79，

可调升降支腿79的下部设置有耐磨滚轮80；混凝土料斗65的圆柱结构上固定连接有支撑

架，支撑架通过第一缓冲弹簧76和第二缓冲弹簧66固定在车板67上，混凝土料斗65的锥形

结构外部设置由振动拍打装置69，高速进气管路77与第一搅拌罐73、第二搅拌罐63、混凝土

料斗65之间通过第一气路、第二气路、第三气路连通，第一气路、第二气路、第三气路上分别

设置有第一阀门74、第二阀门64以及第三阀门68；第一搅拌罐73上部设置有第一密封盖72，

第一密封盖72通过第一安装架71固定；第二搅拌罐63上部设置有第二密封盖62，第二密封

盖62通过第二安装架61固定；第一搅拌罐73和第二搅拌罐63之间还设置有旋转阀门75，旋

转阀门75包括阀门板和转轴，阀门板绕转轴转动，旋转阀门75可实现第一搅拌罐73和第二

搅拌罐63的间歇性下料。

[0020] 水泥输送线1、砂料输送线2以及碎石输送线3分别连接至第一缓存仓15、第二缓存

仓16以及第三缓存仓17，第一缓存仓15、第二缓存仓16以及第三缓存仓17下部出口设置有

电磁控制阀门152，每个电磁控制阀门152下部均设置有一个皮带秤18，电磁控制阀门152、

皮带秤均与控制装置电连接，控制装置记录皮带秤18的称量数据并进行累计计算，三个皮

带秤18存储预先设定的重量值，并对下落物料进行称量，一旦皮带秤18累计称量的物料重

量达到预先设置的重量值，控制装置控制相对应的电磁控制阀门152关闭，停止相应物料的

供应；三个皮带秤18的下部还设置有承接物料的输送皮带机19，输送皮带机19将物料输送

至混凝土搅拌装置6。

[0021] 第一缓存仓15、第二缓存仓16以及第三缓存仓17均设置有高位料位计151以及低

位料位计，高位料位计151和低位料位计均与控制装置电连接。

[0022] 水泥输送线1包括水泥承接料斗11，水泥承接料斗11用于承接运输车运来的水泥，

水泥承接料斗11的下部设置有第一倾斜皮带输送机，第一倾斜皮带输送机将水泥输送至水

泥存储仓12，水泥存储仓12上部设置有水泥过滤网，水泥存储仓12的下部设置有水泥气动

输送管路14，水泥气动输送管路14上还设置有第一巡检机器人13。

[0023] 砂料输送线2包括砂料承接料斗，砂料承接料斗用于承接运输车运来的砂料，砂料

承接料斗的下部设置有第二倾斜皮带输送机，第二倾斜皮带输送机将砂料输送至砂料存储

仓，砂料存储仓上部设置有砂料过滤网，砂料存储仓的下部设置有砂料气动输送管路，砂料

气动输送管路上还设置有第二巡检机器人。

[0024] 碎石输送线3包括碎石承接料斗，碎石承接料斗用于承接运输车运来的碎石，碎石

承接料斗的下部设置有第三倾斜皮带输送机，第三倾斜皮带输送机将碎石输送至碎石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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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碎石存储仓上部设置有碎石过滤网，碎石存储仓的下部设置有碎石气动输送管路，碎石

气动输送管路上还设置有第三巡检机器人。

[0025] 如图3所示，螺旋挤压输送装置9包括上下叠加设置的进料推进器和螺旋挤压器，

进料推进器包括进料口91，进料口91为喇叭状，进料口91下部设置有进料推进器主体，进料

推进器主体包括第一变频电机97驱动的进料轴93，进料轴93上设置有进料叶片92；螺旋挤

压器包括由第二变频电机98驱动的螺旋轴94，螺旋轴94上设置有螺旋叶片96，螺旋挤压器

的出料端设置有密封板，密封板上均有设置有出料孔95。

[0026] 所述实施例用以例示性说明本发明，而非用于限制本发明。任何本领域技术人员

均可在不违背本发明的精神及范畴下，对所述实施例进行修改，因此本发明的权利保护范

围，应如本发明的权利要求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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