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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人造石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

水泥基仿石材型路沿石及其制备方法、成型设

备，包括如下重量百分比的成份：14-16%的水泥、

26-28%的黄沙、45-55%的石膏、6-8%的水，制备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a）将重量百分数为14-16%的

水泥、26-28%的细黄沙、45-53%的石膏、6-8%的水

充分混合得到混凝土混合湿料；b）混凝土混合湿

料置入成型设备，合模，合模压力为100MPa-160 

MPa，对型腔进行负压抽真空，抽真空的真空度值

为0.8 MPa-1.0 MPa，合模保压、抽真空的时间不

大于5min，凝土混合湿料快速失去90%水分初凝

成型为路沿石半成品；c）成型设备开模、脱模，路

沿石半成品转移出模具进行码垛堆放，得到水泥

基仿石材型路沿石成品，成型设备，制造效率高，

路沿石强度高，生产高效，降低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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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泥基仿石材型路沿石，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重量百分比的成份：

14-16%的水泥、26-28%的黄沙、45-55%的石膏、6-8%的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泥基仿石材型路沿石，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黄沙采用平均粒径为0.25mm-0.35mm、细度模数为2.2-1 .6的细黄沙，所述的石

膏的粒径为0.1-10mm。

3.一种水泥基仿石材型路沿石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将重量百分数为14-16%的水泥、26-28%的细黄沙、45-53%的石膏、6-8%的水充分混合

得到混凝土混合湿料；

b）将混凝土混合湿料定量的置入成型设备的凹模中，成型设备合模，合模压力为

100MPa-160  MPa，在凹模底部对凹模的型腔进行负压抽真空，抽真空的真空度值为0.8 

MPa-1 .0  MPa，合模保压、抽真空的时间不大于5min，在模具挤压、抽真空负压的双重作用

下，在较短时间内混凝土混合湿料在凹模中快速的失去90%以上的水分，在凹模中快速的初

凝成型，得到路沿石半成品；

c）初凝成型后成型设备开模，路沿石半成品由凹模的型腔中脱模，脱模后的路沿石半

成品即可达到码垛搬运强度，将脱模的路沿石半成品转移出模具进行码垛堆放，再经干燥

后得到水泥基仿石材型路沿石成品。

4.一种水泥基仿石材型路沿石的成型设备，包括模架、上模、下模，上模包括凸模、固定

凸模的凸模板，下模包括凹模、固定凹模的凹模板、支撑凹模板的底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凸模板上侧设有一连接固定凸模板的中板，中板与模架活动配合，模架上设有驱动中板升

降带动凸模上下运行的液压缸，所述的模架的侧边设有连接底板将下模向模架侧边整体拉

出便于凹模填料的横移机构，底板上于凹模底部处设有利用负压对凹模的型腔进行抽水的

吸水板，吸水板上对应凹模的型腔处设有与型腔结构吻合度的负压排水槽，负压排水槽与

吸水板上设置的排水孔道连通，排水孔道连通抽真空设备，底板上设有控制凹模板上下升

降使初凝后的路沿石顺利脱模的脱模升降机构，底板上还设有对凹模板上下运动进行导向

及限位的导向限位机构，模架的另一侧边设有将脱模后的路沿石向外侧输出的出料机构，

出料机构包括在凹模升起时由外侧移动至凹模底侧托接脱模初凝路沿石的移动托盘，驱动

移动托盘做横向往复运动的往复机构。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水泥基仿石材型路沿石的成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脱模升降机构为竖向设置在底板上的脱模升降气缸，脱模升降气缸向上的输出端与凹模板

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水泥基仿石材型路沿石的成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横移机构包括拉动底板水平横向往复运动的横向驱动装置、设置在底板底部便于底板滑动

的横向滑轨。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水泥基仿石材型路沿石的成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吸水板上端设有避免型腔内混合湿料流出的过滤网，所述的排水孔道通过管道连接一储水

罐，所述的抽真空设备与储水罐连通。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水泥基仿石材型路沿石的成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限位导向机构包括设置在底板上的导向架、导向架上的与导向架滑动配合的导杆，导杆的

顶端与凹模板连接，导杆的底端设有限位板，导向杆随凹模板同步升降，限位板与导向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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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接触实现对凹模板的限位。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水泥基仿石材型路沿石的成型设备，其特征在于，模架侧

边设有一出料架，出料架上设有一与出料架滑动配合的平移杆，所述的移动托盘固定在平

移杆上，所述的往复机构设置在出料架上于平移杆后侧处，往复机构的输出端与平移杆后

端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水泥基仿石材型路沿石的成型设备，其特征在于，模架

侧边还设有连接控制液压缸、横移机构、抽真空设备、脱模升降机构自动运行的控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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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泥基仿石材型路沿石及其制备方法、成型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人造石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水泥基仿石材型路沿石及其制备方

法、成型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日新月异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市政基础设施

建设如火如荼，道路建设作为城市交通的生命线，也进入了大规模的实施过程中。而路沿石

是道路附属设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路沿石是指条块状物体用在路面边缘的界石，是在路

面上区分车行道、人行道、绿地、隔离带和道路其它部分的界线，起到保障行人、车辆交通安

全和保证路面边缘整齐的作用，同时还可以起到道路美化和对路面的保护作用，在园林绿

化、道路施工、旧城改造等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中用量巨大，应用范围十分广泛。

[0003] 目前国内使用的路沿石从材质上主要分为花岗岩石材和混凝土两类，花岗岩石材

为不可再生资源，且价格较贵，成本高，目前，国内对路沿石研究的主要方向已从传统石材

到混凝土材料发生了转变，研发仿石路沿石混凝土及制备工艺，既能实现更经济、更环保和

更易加工的生产方式，又体现了保护自然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但混凝土旧法压

制虽然已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在生产工艺上任然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根据路沿石

的应用场景，需要路沿石具备两个特点：①美观，外观平整、整洁，提高道路美化效果；②强

度高，结实耐用，日晒雨淋不分解，受外力作用不易破碎，使用寿命长。

[0004] 混凝土路沿石主要采用模具压制成型，传统的模具压制生产工艺为：1）将混凝土

混料倒入模具中，经24小时水泥凝固（秋冬季需48小时），2）脱模成型，3）脱模后的路沿石经

自然时效3-5天，完全干燥，方可使用。现有的制备工艺有几大问题成为制约路沿石快速成

型的桎梏：一、在混凝土进入模具成型时，为保证其一定的流动性以充满整个型腔，需要加

入大量的水来稀释，凝固时虽然采用大压力挤压方式排水排气，以使路沿石压密压实，但很

难脱水干净，水分的残留会使路沿石内部充满空隙，降低强度和性能，使用寿命短；二、脱模

时间长，水泥在注入模具后需静置1-2天方能脱模，再经自然时效又要3-5天，一块路沿石从

生产到使用需要4到7天的时间，成型效率极低，生产用量受到极大的限制；三、路沿石成型

需风干后才能脱模，每次成型时水泥注入模具后需连模具一起拆下，储存于常温干燥库中，

一块路沿石的生产就要对应一副模具，大产量生产的话需要配套多副模具，模具投入的成

本很高。所以，现有的路沿石的制备工艺存在质量差、成本高、效率低的三大问题亟需解决。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缺陷，提供一种水泥基仿石材型路沿石及

其制备方法、成型设备，制造效率高，路沿石强度高，生产高效，降低生产成本。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水泥基仿石材型路沿石，包括如下重量百分比的成份：

14-16%的水泥、26-28%的黄沙、45-55%的石膏、6-8%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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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进一步的，所述的黄沙采用平均粒径为0.25mm-0.35mm、细度模数为2.2—1.6的细

黄沙，所述的石膏的粒径为0.1-10mm。

[0008] 一种水泥基仿石材型路沿石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将重量百分数为14-16%的水泥、26-28%的细黄沙、45-53%的石膏、6-8%的水充分混合

得到混凝土混合湿料；

b）将混凝土混合湿料定量的置入成型设备的凹模中，成型设备合模，合模压力为

100MPa-160  MPa，在凹模底部对凹模的型腔进行负压抽真空，抽真空的真空度值为0.8 

MPa-1 .0  MPa，合模保压、抽真空的时间不大于5min，在模具挤压、抽真空负压的双重作用

下，在较短时间内混凝土混合湿料在凹模中快速的失去90%以上的水分，在凹模中快速的初

凝成型，得到路沿石半成品；

c）路沿石初凝成型后成型设备开模，路沿石半成品由凹模的型腔中脱模，脱模后的路

沿石半成品可达到码垛搬运强度，将脱模的路沿石半成品转移出模具进行码垛堆放，再经

风干后得到水泥基仿石材型路沿石成品。

[0009] 一种水泥基仿石材型路沿石的成型设备，包括模架、上模、下模，上模包括凸模、固

定凸模的凸模板，下模包括凹模、固定凹模的凹模板、支撑凹模板的底板，所述的凸模板上

侧设有一连接固定凸模板的中板，中板与模架活动配合，模架上设有驱动中板升降带动凸

模上下运行的液压缸，所述的模架的侧边设有连接底板将下模向模架侧边整体拉出便于凹

模填料的横移机构，底板上于凹模底部处设有利用负压对凹模的型腔进行抽水的吸水板，

吸水板上对应凹模的型腔处设有与型腔结构吻合度的负压排水槽，负压排水槽与吸水板上

设置的排水孔道连通，排水孔道连通抽真空设备，底板上设有控制凹模板上下升降使初凝

后的路沿石顺利脱模的脱模升降机构，底板上还设有对凹模板上下运动进行导向及限位的

导向限位机构，模架的另一侧边设有将脱模后的路沿石向外侧输出的出料机构，出料机构

包括在凹模升起时由外侧移动至凹模底侧托接脱模初凝路沿石的移动托盘，驱动移动托盘

做横向往复运动的往复机构。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的脱模升降机构为竖向设置在底板上的脱模升降气缸，脱模升降

气缸向上的输出端与凹模板连接。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的横移机构包括拉动底板水平横向往复运动的横向驱动装置、设

置在底板底部便于底板滑动的横向滑轨。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的吸水板上端设有避免型腔内混合湿料流出的过滤网，所述的排

水孔道通过管道连接一储水罐，所述的抽真空设备与储水罐连通。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的限位导向机构包括设置在底板上的导向架、导向架上的与导向

架滑动配合的导杆，导杆的顶端与凹模板连接，导杆的底端设有限位板，导向杆随凹模板同

步升降，限位板与导向架底端接触实现对凹模板的限位。

[0014] 进一步的，模架侧边设有一出料架，出料架上设有一与出料架滑动配合的平移杆，

所述的移动托盘固定在平移杆上，所述的往复机构设置在出料架上于平移杆后侧处，往复

机构的输出端与平移杆后端连接。

[0015] 进一步的，模架侧边还设有连接控制液压缸、横移机构、抽真空设备、脱模升降机

构自动运行的控制装置。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采用上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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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向施压、抽真空负压双重作用，水分去除速度快、去除率高，路沿石密实度、强度、

外观等性能得到显著提高；

2）生产效率高，从施压到脱模时间在5min内，路沿石成型后直接脱模移走即可进行下

次成型，无需更换模具，省却了旧法每次成型时的模具拆装过程，生产效率极大提高；

3）一台压机设备对应一副模具，有效保证了同模生产保证同批次路沿石质量和尺寸的

一致性，同时省却了配套多副模具的成本支出；

4）全新的配方与工艺，原材料成本降低、设备投入降低，极大的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

经济效益。

附图说明

[0017] 通过下面结合附图的详细描述，本发明前述的和其他的目的、特征和优点将变得

显而易见。

[0018] 图1为本发明成型设备的一种实施方式的前视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成型设备的一种实施方式中下模处的前视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中成型设备侧边加料装置的侧视图。

[0021] 其中：1为凸模，2为凸模板，21为中板，3为凹模，31为凹模升降气缸，4为凹模板，5

为底板，6为吸水板，61为负压排水槽61，62为排水孔道，7为储水罐，8为真空泵，9为横移气

缸，91为横移滑轨，10为移动托盘，101为出料架，102为平移杆，103为往复气缸，11为凹模限

位气缸，111为限位板，12为导向架，121为导杆，122为限位板，13为料仓，131为支架，132为

横板，133为料斗。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23] 制备实施例1：

一种水泥基仿石材型路沿石，包括如下重量百分比的成份：15%的po42.5水泥、27.5%的

细黄沙、50%的石膏、7.5%的水，其中细黄沙的平均粒径为0.25mm-0.35mm、细度模数为2.2—

1.6，石膏的0.1-10mm。

[0024] 一种水泥基仿石材型路沿石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将重量百分数为15%的po42.5水泥、27.5%的细黄沙、50%的石膏、7.5%的水充分混合

得到混凝土混合湿料，其中黄沙采用平均粒径为0.25mm-0.35mm、细度模数为2.2—1.6的细

黄沙，石膏的粒径为0.1-10mm；

b）将混凝土混合湿料定量的置入成型设备的模腔中，成型设备合模，控制合模压力为

100MPa，合模的同时，从型腔的底部对型腔进行抽真空，抽真空度值保持为1.0  MPa，在常温

条件下，合模保压、抽真空的时间为2-3min，合模压制、型腔抽真空负压排水排气，在短时间

内快速的将混凝土混合湿料中90%以上的水分排出，排水排气速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极大

提高了混合湿料凝结速度，混凝土混合湿料在型腔中快速的初凝成型为固态，得到路沿石

半成品；

c）成型设备开模，路沿石半成品由凹模型腔中脱模，将脱模的路沿石半成品从模具中

移出，脱模后的路沿石半成品即可达到码垛搬运强度，该强度的路沿石可承受不低于初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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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型路沿石半成品自身的重量的压力值，在该压力值作用下，初凝成型的路沿石半成品不

会破损，再将移出的路沿石半成品转移到码垛区码垛堆放，移出码垛的过程中，路沿石不会

破损、干裂，再经干燥放置后得到水泥基仿石材型路沿石成品，即可使用，开模、脱模、移出

的速度快，从混凝土混合湿料的合模压制到脱模移出，能够在5min时间内完成，极大的提高

了生产效率。

[0025] 本路沿石采用全新的配方、工艺，降低了水泥的比重，既可节省水泥的用量，又可

避免出现因水泥过多而导致的混凝土干缩较大易开裂的问题，不使用传统配料中的石粒，

不使用固化剂、偶联剂、促进剂等助剂，通过加入大比量的石膏起到缓凝作用，减缓水泥的

凝结速度，确保混凝土混合湿料的充模，配料中均为细小颗粒物，没有大颗粒物，极大的提

高了路沿石表面的平整度，石膏的加入，进一步提高路沿石的表面光洁度，路沿石表面质量

高，并且，小颗粒物料在合适的压力值的合模压制、抽真空负压的双重作用下，排水排气快

速，路沿石内部凝结密实度极大的提高，内部不存在空隙，获得强度更好、质量更好的路沿

石，以细沙取代传统配料中的中沙，可提高路沿石的致密性和表面光洁度，并且，极大的降

低了用水量，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使路沿石的质量得到大幅提升。本路沿石的外观光洁平

整，美观度高，可达到天然石材表面效果，大批量生产效率高，可取代天然花岗岩以保护自

然环境，强度可达到C50（即50MPa），强度高，密度达到2300kg/m3，密度相比现有的路沿石提

高了9.5%，强度提高66.7%，既能满足在使用中的强度需求，受外力不易破损，使用寿命极大

的延长，表面质量高，符合路面边缘整齐的、提高路面美观度的需要，极大的提高了路沿石

的使用性能。

[0026] 相比现有的生产方法，路沿石成型时间极大的被缩短，生产效率被显著提高，通过

合模的100MPa压力值，以及1.0MPa的抽真空值，双重作用下，结合路沿石新配方，首先，在2-

3min极短的时间内可以快速的排出混凝土混合湿料中90%以上的水以及混合湿料中的气

体，排水、排气的效率极高，极大的提高了混凝土混合湿料凝结成固态的速度，其次，正向的

强压、底部负压的双重作用，结合不采用石粒、加入石膏、采用细沙，湿料在初凝时被充分的

压凝、压实，成型后内部无缝隙，显著提高了路沿石的密实度，继而显著的提高结构强度，

100  MPa  -160  MPa的型腔内合模压力值配合0.8  MPa  -1.0MPa的抽真空度值，实现混凝土

混合湿料快速有效凝结，既满足在极短时间内路沿石初凝成型、具有极高的密实度、强度，

又避免压力值、抽真空值过大造成的路沿石被过渡的压缩，失水过多，避免初凝失败、出现

破裂，无法脱模或者难以成行，有效的保证了初凝后的路沿石达到脱模强度，第三，成型的

路沿石的表面平整度、光洁度好，外观质量高，成型速度快，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由于双

重作用，密实度高、失水率高，脱模后的路沿石半成品即可达到码垛搬运强度，该强度的路

沿石可承受不低于初凝成型路沿石半成品自身的重量的压力值，在该压力值作用下，初凝

成型的路沿石半成品不会破损、干裂，便于后续的码垛堆放操作，从此处即可显示出本制备

工艺制备的路沿石的性能出众，旧法配方用水量较多，需要加入减水剂使水泥颗粒分散，改

善和易性，从而提高水泥基材料的致密性和硬度，而本制备方法采用细黄沙，不使用助剂、

不使用石粒、减小了水泥比重，从而极大的降低了用水量，用细黄沙可提高路沿石的致密性

和表面光洁度，而旧法只能用中沙，因为旧法用细沙的话需水量更大，将会导致混凝土强度

降低，而要保证同强度的话又会增大水泥用量导致成本提高，水泥含量较旧法极大的减少，

既节省水泥用量，又避免混凝土干缩较大易开裂的问题，极大的降低了路沿石的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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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获得质量更高的路沿石，在短短的5min时间内路沿石即可压制成型、脱模、移出码垛，

生产高效，还极大的降低了成型设备的动力能源消耗，进一步的降低了生产成本，另外，模

具可重复使用、路沿石脱模后即可进行再一次的装料压制生产，模具重复利用，模具上的投

入低、产出高，极大的降低生产成本。

[0027] 制备实施例2：

一种水泥基仿石材型路沿石，包括如下重量百分比的成份：16%的水泥、28%的平均粒径

为0.25mm-0.35mm、细度模数为2.2—1.6的细黄沙、50%的石膏、6%的水。

[0028] 一种水泥基仿石材型路沿石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将重量百分数为16%的po42.5水泥、28%的细黄沙、50%的石膏、6%的水充分混合得到

混凝土混合湿料，其中黄沙采用平均粒径为0.25mm-0.35mm、细度模数为2.2—1.6的细黄

沙，石膏的粒径为0.1-10mm；

b）将混凝土混合湿料定量的置入成型设备的模腔中，成型设备合模，控制合模压力为

160MPa，合模的同时，从型腔的底部对型腔进行抽真空，抽真空度值保持为0.8  MPa，在常温

条件下（环境温度20℃左右），合模保压、抽真空的时间2min，快速的将混凝土混合湿料中

90%以上的水分排出，混凝土混合湿料在型腔中受压快速失水初凝成型为固态，得到路沿石

半成品；

c）成型设备开模，路沿石半成品脱模后从模具中移出，再将移出的路沿石半成品转移

到码垛区码垛堆放，再经自然干燥放置后得到水泥基仿石材型路沿石成品，即可使用。

[0029] 制备实施例3：

一种水泥基仿石材型路沿石，包括如下重量百分比的成份：14%的水泥、26%的细黄沙、

52%的石膏、8%的水，其中细黄沙的平均粒径为0.25mm-0.35mm、细度模数为2.2—1.6的细

沙。

[0030] 一种水泥基仿石材型路沿石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将重量百分数为14%的po42.5水泥、26%的细黄沙、52%的石膏、8%的水充分混合得到

混凝土混合湿料，其中黄沙采用平均粒径为0.25mm-0.35mm、细度模数为2.2—1.6的细黄

沙，石膏的粒径为0.1-10mm；

b）将混凝土混合湿料定量的置入成型设备的模腔中，成型设备合模，控制合模压力为

120MPa，合模的同时，从型腔的底部对型腔进行抽真空，抽真空度值保持为1.0  MPa，在常温

条件下，合模保压、抽真空的时间为2-3min，合模压制、型腔抽真空负压排水排气，在短时间

（3-5分min）内快速的将混凝土混合湿料中90%以上的水分排出，排水排气速度得到了极大

的提高，极大提高了混合湿料凝结速度，混凝土混合湿料在型腔中快速的初凝成型为固态，

得到路沿石半成品；

c）成型设备开模，将成型脱模出的路沿石半成品从模具中移出，再将移出的路沿石半

成品转移到码垛区码垛堆放，再经干燥放置后得到水泥基仿石材型路沿石成品，即可使用，

开模、脱模、移出的速度快，从混凝土混合湿料的合模压制到脱模移出，能够在5min时间内

完成，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获得表面光滑、美观度高、强度达到C50（即50MPa）、密度达到

2300kg/m3的路沿石，密度相比现有的路沿石提高了9.5%，强度提高66.7%，产值提高至少

280%，经济性极高。

[0031] 生产设备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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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图1、图2，一种水泥基仿石材型路沿石的成型设备，包括模架（图中未标出）、上模、

下模，上模包括凸模1、固定凸模1的凸模板2，下模包括凹模3、固定凹模3的凹模板4、支撑凹

模板4的底板5，模架上部设有公称力315千克力/cm2液压机，液压机作为合模的动力驱动构

件，凸模1固定在凸模板2底部，凸模板2的上部设有中板21，凸模板2固定在中板21上，中板

21与模架的导柱滑动配合，液压机的输出端连接中板21，通过中板21带动上模上下运动，实

现合模，中板21用于固定凸模板，提高上模的强度，延长使用寿命，同时促使液压机的作用

力更为均衡的作用到凸模板上，提高上模运动的平稳性，减少模具的故障率，  提高路沿石

成型的质量，凹模3处于凸模1的正下方，凹模3固定在凹模板4上，凹模板4通过多个均匀分

布的凹模升降气缸31固定在底板4上凹模升降气缸31的底端固定在底板5上，凹模升降气缸

31向上的输出端与凹模板4连接，用于控制控制凹模板4的上下升降，底板5上于凹模3的底

部处设有吸水板6，吸水板6上设有多道与凹模型腔结构吻合的负压排水槽61，合模时，负压

排水槽61与型腔底端贴合相通，多道负压排水槽61均匀分布，吸水板6上设有与负压排水槽

61相通的排水孔道62，排水孔道62开设在吸水板6的内部，吸水板6的侧边设有接口，排水管

道62通过接口与外部的管道连接，管道通向一设置的储水罐7，储水罐7通过管道再连接一

真空泵8，真空泵8提供抽真空吸力，真空泵8启动产生负压，储水管内产生负压吸力，通过管

道最终作用于凹模的型腔，在凹模底部对型腔进行抽真空，快速的将型腔内混合湿料的水

吸出排出至储水罐7内储存，负压吸出型腔内的气体侧直接通过板料间的配合间隙逸出，排

水并储水，避免水的直接外排造成浪费，储水罐、真空泵形成一密闭的负压抽水蓄水机构，

闭合的负压抽水蓄水系统的负压损失小，能量耗损少，凹模型腔负压抽水的效果更好，效率

更高，促使提高路沿石的密实度、结构强度，储水罐7内的水定期排出进行循环利用，提高了

水资源的利用率，模架的右侧边设有一横移气缸9，横移气缸9的输出端可通过拉杆与底板5

的右侧边连接，拉杆作为横移气缸输出端的增长杆，起到增大行程的作用，使下模整体水平

移出顺畅，为横移机构、加料机构留足设置空间，横移气缸9向右侧拉动底板5带动下模整体

向模架的右侧滑出，为了便于下模的滑出，模架上于底板5的底部处设有一沿模架左右方向

设置的横移滑轨91，底板5底端与横移滑轨91滑动配合，横移气缸9将下模整体向右侧拉出，

便于向凹模的型腔中注入混凝土混合湿料，便于加料操作，模架的左侧设有出料机构，出料

机构包括设置在模架左侧的出料架101、出料架101上与出料架在模具的左右方向上滑动配

合的平移杆102、固定在平移杆102上的移动托盘10，出料架101上设有往复气缸103，往复气

缸的输出端与平移杆102连接，移动托盘10伸出后移动至凹模下侧，脱模的路沿石拖入移动

托盘10上，移动托盘10退回，完成路沿石出料，启动本模具，横移气缸9将下模整体向模架右

侧拉出，向凹模型腔内注入定量的混凝土混合湿料，装料完毕，随后横移气缸9推动下模复

位，下模向侧边移出的加料方式，从生产角度来讲，型腔外露，便于加料，加料快捷，可极大

的提高生产效率，在每次加料时，可对型腔进行观察检测，检测型腔内是否脱模彻底，提高

再一次成型质量，从模具角度来说，下模整体外侧便于对模具进行检修维护，缩短维护时

间，降低维护成本，并且，该种加料方式可使模具结构相对的简单，下模整体移出加料，加料

效率高，便于加料操作，不需要在模具本身上设计加料结构，降低模具复杂程度，降低模具

制造成本，液压机工作，推动中板下压，凸模压入凹模型腔，对混凝土混合湿料施加压力，同

时真空泵阀门打开，型腔内合模压力保持在100MPa-160  MPa，合模的同时，真空泵启动，通

过吸水板在凹模的底部对型腔进行抽真空，型腔内真空度值的大小控制在0.8MPa-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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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按照水向低处流的自然规律，在底部对型腔进行抽真空，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将型腔

内的混合湿料的90%以上的水分、气体快速的排出，混凝土混合湿料受到压力和负压的共同

作用，混凝土混合湿料的物理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密实度、抗压强度逐渐提高，混凝土混合

湿料由原来的可以流动的塑性物料转变为初凝成型的固态物料，双重作用，混合湿料的小

颗粒物料迅速的失水凝结，密实度高，凝结时间短，初凝时间缩短在3min之内，相比现有的

24h初凝，极大的缩短混凝土混合湿料初凝的时间，显著的提高了路沿石的生产效率，采用

100MPa-160  MPa的合模压力、配合0.8MPa-1.0  MPa的抽真空度值，正向合模施压保压、底部

负压抽真空，双重作用，混凝土混合湿料凝结的更为的紧实，初凝后的路沿石的密实度可达

2300kg/m3，相比现有路沿石的2100kg/m3，提高了9.5%，密实度的提高直接带来路沿石结构

强度的提高，本模具生产的路沿石的强度可达50MPa，相比现有路沿石的30MPa，强度提高了

66.7%，极大的提高了路沿石的质量，合模保压3min即可开模，液压机回退，带动凸模上升，

模架上设有限制凹模上升的凹模限位气缸11，凹模限位气缸11上端固定在模架上，凹模限

位气缸11向下的输出端连接有顶板111，两个凹模限位气缸11对应一个顶板111，两个顶板

111对称在设置在模架左右两侧，且顶板111可与凹模板的左右两侧上端面接触，常态下，凹

模限位气缸处于原状，在开模前，凹模限位气缸11向下伸出，使限位板压覆在凹模板之上，

对凹模板进行高度限位，避免液压缸带动上模上行时，凹模被凸模拉起，实现凸模、凹模的

顺利脱模，凸模上行一段距离，底板上的凹模升降气缸运行，将凹模板顶起，顶动凹模上升

一端距离，凹模上升的距离不小于移动托盘的高度，凹模抬升后，往复气缸推动平移杆将移

动托盘推至凹模下侧，移动托盘到位后，凹模升降气缸继续顶动凹模板上升，随着凹模的继

续上升，凸模再次进入凹模型腔，将型腔内初凝成型的路沿石顶出型腔，初凝的路沿石落至

底部的移动托盘上，完成路沿石的脱模，随后往复气缸拉动移动托盘退出至模具左侧的出

料架上，凹模后续上升的距离不小于路沿石的高度，避免路沿石在随移动托盘移动的过程

中与凹模底部发生碰撞，避免成型后的路沿石破损，随后，凹模升降气缸带动凹模复位，同

时凹模限位气缸复位，横移气缸再次将下模上体拉出进行装料，进行下一次的路沿石压制

生产。路沿石的初凝可控制在3min之内，路沿石的脱模移出时间可控制在5min之内，生产效

率极大的提高，单副模具每3分钟可成型1块，每小时可生产近20块，而且路沿石一脱模即可

达到码垛强度，可直接搬运码垛到位，单幅模具可重复生产，效率极高，而现有设备只能单

幅模具单独使用，使用后需要更换新的模具压制新的路沿石，相比，本模具极大的降低了生

产上模具投入的费用；路沿石以80副模具计每小时产量只有10块，而且每块路沿石需经24

小时方能脱模达到码垛强度，需集中脱模后集体码垛，费时费力，相较，本生产模具的效率

极高，带来极高的经济效益。

[0032] 出料架为初凝成型后的路沿石出料的一个平台，移动托盘加上初凝的路沿石的重

量重，通过平移杆支撑移动托盘，可保证移动托盘的稳定运行，平移杆设置在出料架上，出

料架的承载力大，可承受平移杆、移动托盘加上初凝的路沿石的质量，结构稳固，可使用较

长时间，降低维护成本，再者，出料架可作用暂时承载初凝后路沿石的出料平台，便于后续

的码垛装置将出料平台上的初凝路沿石输出进行码垛堆放；模架侧边设有采用mcu集成的

控制机构，在模架上设置检测下模移动的传感装置，控制机构对液压机、横移动气缸、凹模

升降气缸等动力输出机构以及真空泵进行控制，实现路沿石的自动化生产，进一步的提高

生产效率，结合传感装置，检测下模、上模的配合精度，避免模具故障，提高路沿石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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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凹模板4在上下运动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导向和限位，保证配合精度，底板5上设有

高度可调节的导向架12，导向架12由顶板、立柱组成，四个立柱支撑一个顶板，立柱设置在

底板上，顶板可拆卸的设置在立柱上部，立柱上设有与立柱上端螺纹配合的上下定位螺母，

顶板处于上下定位螺母之间，通过上定位螺母、下定位螺母可控制顶板与底板间的距离，继

而实现导向架12的高度可调，导向架12上设有一竖向的导杆121，导杆121与顶板滑动配合，

导杆121的顶端与凹模板4连接，导杆121的的底端设有限位板122，导向杆121随凹模板4同

步升降，当限位板122与与导向架12的顶板的底端面接触时实现对凹模板的限位，另外，限

位板可延伸至底板下侧，通过限位板与底板底端面的接触实现对凹模板的限位，对凹模板

限位，一方面提高配合精度，避免凹模行程过大，造成意外的撞击，提高设备的安全性，另一

方面，可生产不同高度路沿石，提高模具的通用性能。

[0034] 参照图3，横移气缸侧边设有对凹模型腔进行定量加料的加料装置，加料装置包括

料仓13、料仓13底部支撑料斗的支架131、支架上部于料斗底部沿模具前后方向设置的横板

132、横板132上沿横板132滑动的料斗133，支架上设有驱动料斗移动的料斗驱动气缸，料斗

133底部与横板132滑动配合，横板132的后端处于料仓底部，横板前端延伸至下模被横移气

缸拉出后的上部，横板前端设有一漏料口，漏料口的位置与下模被拉出后型腔所处的位置

上下对正，漏料口、料斗的形状结构与型腔一致，料仓13内的混合湿料在横板后端落入料斗

133内，料斗133前移至漏料口处，混合湿料由漏料口落入型腔中实现加料，料仓出口处设有

定量出料闸门，横板132与料仓出料口间的距离可调，料斗133高度与横板到料仓出料口间

的距离一致，调整横板位置，更换相应的料仓，料仓的容积与定量加料的混合湿料的量一一

对应，多出的物料会在料斗移动的过程中由料仓加料口处的仓体挤出，料仓的定量出料闸

门、料斗的定量容积双重保险保证足量的定量加料，提高路沿石成型质量，提高成品率。

[0035]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做任何形式上的限制，凡是依

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上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均落入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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