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523171.5

(22)申请日 2019.06.1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37046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10.25

(73)专利权人 桐乡市钟大建材有限公司

地址 314599 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梧桐街

道城东村（原红旗砖瓦厂）

(72)发明人 陈如清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天欣专利事务所(普通

合伙) 33209

代理人 潘增军

(51)Int.Cl.

B28C 7/06(2006.01)

B28C 5/16(2006.01)

B28C 7/00(2006.01)

B28C 5/08(2006.01)

B01D 47/06(2006.01)

审查员 陈妍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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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建筑用混凝土生产装置，

属于建筑材料加工机械设备领域。该发明的进料

机构、混料机构和传料机构沿竖直方向从上至下

依次固定设置于导料支架一侧，混凝土制备机构

竖直设置于传料机构一侧，第一进料带端部和第

二进料带端部分别设置于进料料斗上方两侧，固

定混料板两侧分别竖直设置有往复混料板，落料

料斗竖直固定设置于固定混料板下侧的导料支

架，传料皮带倾斜设置于传料支架上侧，导料转

板设置于传料支架上端下侧，混凝土加工罐竖直

固定设置于传料皮带下侧。本发明结构设计合

理，能够快速高效的生产制备混凝土，自动化程

度高，满足生产使用的需要。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8页  附图8页

CN 110370463 B

2020.09.18

CN
 1
10
37
04
63
 B



1.一种建筑用混凝土生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建筑用混凝土生产装置包括导料支

架、进料机构、混料机构、传料机构和混凝土制备机构，所述进料机构、混料机构和传料机构

沿竖直方向从上至下依次固定设置于导料支架一侧，混凝土制备机构竖直设置于传料机构

一侧，所述进料机构包括进料料斗、第一进料带和第二进料带，所述导料支架上方两侧分别

水平固定设置有第一进料支架和第二进料支架，第一进料带水平设置于第一进料支架上

侧，第二进料带水平设置于第二进料支架上侧，所述进料料斗竖直固定设置于导料支架上

侧，第一进料带端部和第二进料带端部分别设置于进料料斗上方两侧，所述进料料斗内部

两侧中部对称固定设置有散料挡板，所述混料机构包括混料支架、固定混料板、往复混料板

和往复电机，所述进料料斗下方两侧分别竖直设置有混料支架，混料支架竖直固定设置于

导料支架，进料料斗下方两侧分别竖直固定设置有固定混料板，固定混料板为波浪形结构，

进料料斗下方沿导料支架侧的固定混料板与导料支架之间水平固定设置有固定连板，进料

料斗下方两侧的两块固定混料板之间从上至下依次水平固定设置有多根固定连杆，所述固

定混料板两侧分别竖直设置有往复混料板，往复混料板为与固定混料板形状相适配的波浪

形结构，所述往复混料板沿混料支架侧的上下两端分别水平固定设置有往复套筒，混料支

架上下两侧分别水平固定设置有往复导杆，往复套筒沿水平方向滑动设置于往复导杆，所

述导料支架一侧水平固定有驱动支架，驱动支架上方两侧分别水平转动连接有往复齿轮，

驱动支架上侧中部水平转动连接有输出齿轮，输出齿轮两侧分别与驱动支架上方两侧的往

复齿轮啮合连接，所述输出齿轮上侧水平同轴固定设置有辅伞齿轮，所述往复电机水平固

定设置于驱动支架一侧，往复电机输出端竖直设置有与辅伞齿轮啮合连接的主伞齿轮，所

述驱动支架上方两侧的往复齿轮与对应侧的往复混料板之间水平设置有往复连杆，往复连

杆两端分别铰连接于往复齿轮上方外侧和往复混料板一侧中部，导料支架上设置有与往复

连杆相适配的连杆活动槽，所述传料机构包括落料料斗、传料支架、传料皮带、导料转板和

推板气缸，所述落料料斗竖直固定设置于固定混料板下侧的导料支架，传料支架倾斜向上

固定设置于落料料斗下侧的导料支架，传料支架两侧分别水平转动连接有传料转辊，传料

皮带倾斜设置于传料支架上侧，传料皮带两侧分别卷绕连接于传料支架两侧的传料转辊，

传料支架下侧水平固定设置有传料电机，传料电机输出端竖直固定设置有传料主链轮，传

料支架一侧的传料转辊端部竖直固定设置有传料辅链轮，传料主链轮和传料辅链轮之间采

用传料链条传动连接，所述导料转板设置于传料支架上端下侧，导料转板上端转动连接于

传料支架，所述导料转板一侧的传料支架上固定设置有推板支架，推板支架上倾斜向上固

定设置有推板气缸，推板气缸输出端转动连接有推板转轮，所述混凝土制备机构包括混凝

土加工罐、搅拌电机、水泥进料环管、喷水防尘环管、加工注水管和配料添加料斗，所述混凝

土加工罐竖直固定设置于传料皮带下侧，混凝土加工罐下端竖直连通固定设置有下料导

管，下料导管上固定设置有下料控制阀，所述混凝土加工罐上侧中部竖直固定设置有搅拌

电机，搅拌电机输出端竖直转动连接有搅拌转轴，搅拌转轴下侧从上至下依次水平固定设

置有多个加工搅拌桨，所述混凝土加工罐上方外侧从上至下依次水平固定设置有喷水防尘

环管和水泥进料环管，喷水防尘环管一侧固定连通设置有进水导管，喷水防尘环管内侧沿

圆弧形依次水平连通设置有多个防尘喷嘴，防尘喷嘴水平贯穿设置于混凝土加工罐的侧

壁，所述水泥进料环管一侧固定连通设置有水泥导料管，水泥进料环管内侧沿圆弧形依次

连通设置有多个水泥加料管，水泥加料管倾斜向下贯穿设置于混凝土加工罐的侧壁，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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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注水管连通设置于混凝土加工罐上方一侧，所述配料添加料斗竖直固定设置于混凝土

加工罐上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用混凝土生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料斗内的

散料挡板为三角形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用混凝土生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往复混料板沿

固定混料板侧表面从上至下依次倾斜设置有多条混料斜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用混凝土生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料皮带外侧

依次水平固定设置有固定承料条。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用混凝土生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推板支架为L

型结构，推板支架下侧上端固定设置有表面为圆弧形结构的限位承板。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用混凝土生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凝土加工罐

上方沿导料转板侧倾斜固定设置有落料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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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用混凝土生产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材料加工机械设备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建筑用混凝土生产装置，

主要应用于混凝土的生产制备。

背景技术

[0002] 混凝土是指由胶凝材料将集料胶结成整体的工程复合材料的统称，混凝土是当代

最主要的土木工程材料之一，它是由胶凝材料，颗粒状集料，水，以及必要时加入的外加剂

和掺合料按一定比例配制，经均匀搅拌，密实成型，养护硬化而成的一种人工石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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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的性质包括混凝土拌合物的和易性、混凝土强度、变形及耐久性等。混凝土

种类很多，按胶凝材料分类可以分为无机胶凝材料混凝土和有机胶结料混凝土，按表观密

度分类可以分为重混凝土、普通混凝土、轻质混凝土，按使用功能分类可以分为结构混凝

土、保温混凝土、装饰混凝土和防水混凝土等，按施工工艺分类可以分为离心混凝土、真空

混凝土、灌浆混凝土和喷射混凝土等，按拌合物的和易性分类可以分为干硬性混凝土、塑性

混凝土和流动性混凝土。在混凝土的生产配置过程中，混凝土主要由水泥、砂、石和水混合

制成，合理的砂、石和水泥的比例是制备高质量混凝土的前提，在制备过程中，需要将各种

物料按比例依次放置至搅拌釜内，再将各物料搅拌混合均匀制成混凝土，现有的混凝土在

制备过程中，制备混凝土的各种物料单独用传送带传送放置至搅拌釜内进行搅拌混合，导

致搅拌釜在搅拌过程中负荷较大，并且搅拌效率较低，各种物料难以被充分高效的搅拌混

合均匀，需要进行长周期的搅拌才能完成混凝土的制备加工，制备周期长且单次制备量少，

现有的混凝土在制备过程中，会有较多的粉尘从搅拌釜内逸出，粉尘不仅污染较大，并且粉

尘积聚到一定程度还会产生粉尘爆炸，造成生产事故，影响混凝土正常高效的生产制备，不

能满足生产使用的需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中所存在的上述不足，而提供一种结

构设计合理，能够快速高效的生产制备混凝土，自动化程度高，满足生产使用需要的建筑用

混凝土生产装置。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建筑用混凝土生产装

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建筑用混凝土生产装置包括导料支架、进料机构、混料机构、传料机构

和混凝土制备机构，所述进料机构、混料机构和传料机构沿竖直方向从上至下依次固定设

置于导料支架一侧，混凝土制备机构竖直设置于传料机构一侧，所述进料机构包括进料料

斗、第一进料带和第二进料带，所述导料支架上方两侧分别水平固定设置有第一进料支架

和第二进料支架，第一进料带水平设置于第一进料支架上侧，第二进料带水平设置于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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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料支架上侧，所述进料料斗竖直固定设置于导料支架上侧，第一进料带端部和第二进料

带端部分别设置于进料料斗上方两侧，所述进料料斗内部两侧中部对称固定设置有散料挡

板，所述混料机构包括混料支架、固定混料板、往复混料板和往复电机，所述混料支架竖直

固定设置于进料料斗下方两侧的导料支架，进料料斗下方两侧分别竖直固定设置有固定混

料板，固定混料板为波浪形结构，进料料斗下方沿导料支架侧的固定混料板与导料支架之

间水平固定设置有固定连板，进料料斗下方两侧的两块固定混料板之间从上至下依次水平

固定设置有多根固定连杆，所述固定混料板两侧分别竖直设置有往复混料板，往复混料板

为与固定混料板形状相适配的波浪形结构，所述往复混料板沿混料支架侧的上下两端分别

水平固定设置有往复套筒，混料支架上下两侧分别水平固定设置有往复导杆，往复套筒沿

水平方向滑动设置于往复导杆，所述导料支架一侧水平固定有驱动支架，驱动支架上方两

侧分别水平转动连接有往复齿轮，驱动支架上侧中部水平转动连接有输出齿轮，输出齿轮

两侧分别与驱动支架上方两侧的往复齿轮啮合连接，所述输出齿轮上侧水平同轴固定设置

有辅伞齿轮，所述往复电机水平固定设置于驱动支架一侧，往复电机输出端竖直设置有与

辅伞齿轮啮合连接的主伞齿轮，所述驱动支架上方两侧的往复齿轮与对应侧的往复混料板

之间水平设置有往复连杆，往复连杆两端分别铰连接于往复齿轮上方外侧和往复混料板一

侧中部，导料支架上设置有与往复连杆相适配的连杆活动槽，所述传料机构包括落料料斗、

传料支架、传料皮带、导料转板和推板气缸，所述落料料斗竖直固定设置于固定混料板下侧

的导料支架，传料支架倾斜向上固定设置于落料料斗下侧的导料支架，传料支架两侧分别

水平转动连接有传料转辊，传料皮带倾斜设置于传料支架上侧，传料皮带两侧分别卷绕连

接于传料支架两侧的传料转辊，传料支架下侧水平固定设置有传料电机，传料电机输出端

竖直固定设置有传料主链轮，传料支架一侧的传料转辊端部竖直固定设置有传料辅链轮，

传料主链轮和传料辅链轮之间采用传料链条传动连接，所述导料转板设置于传料支架上端

下侧，导料转板上端转动连接于传料支架，所述导料转板一侧的传料支架上固定设置有推

板支架，推板支架上倾斜向上固定设置有推板气缸，推板气缸输出端转动连接有推板转轮，

所述混凝土制备机构包括混凝土加工罐、搅拌电机、水泥进料环管、喷水防尘环管、加工注

水管和配料添加料斗，所述混凝土加工罐竖直固定设置于传料皮带下侧，混凝土加工罐下

端竖直连通固定设置有下料导管，下料导管上固定设置有下料控制阀，所述混凝土加工罐

上侧中部竖直固定设置有搅拌电机，搅拌电机输出端竖直转动连接有搅拌转轴，搅拌转轴

下侧从上至下依次水平固定设置有多个加工搅拌桨，所述混凝土加工罐上方外侧从上至下

依次水平固定设置有喷水防尘环管和水泥进料环管，喷水防尘环管一侧固定连通设置有进

水导管，喷水防尘环管内侧沿圆弧形依次水平连通设置有多个防尘喷嘴，防尘喷嘴水平贯

穿设置于混凝土加工罐的侧壁，所述水泥进料环管一侧固定连通设置有水泥导料管，水泥

进料环管内侧沿圆弧形依次连通设置有多个水泥加料管，水泥加料管倾斜向下贯穿设置于

混凝土加工罐的侧壁，所述加工注水管连通设置于混凝土加工罐上方一侧，所述配料添加

料斗竖直固定设置于混凝土加工罐上侧。

[0005] 进一步地，所述进料料斗内的散料挡板为三角形结构。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往复混料板沿固定混料板侧表面从上至下依次倾斜设置有多条混

料斜条。

[0007] 进一步地，所述传料皮带外侧依次水平固定设置有固定承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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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进一步地，所述推板支架为L型结构，推板支架下侧上端固定设置有表面为圆弧形

结构的限位承板。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混凝土加工罐上方沿导料转板侧倾斜固定设置有落料挡板。

[0010]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和效果：本发明结构设计合理，通过进料机

构、混料机构和传料机构沿竖直方向从上至下依次固定设置于导料支架一侧，混凝土制备

机构竖直设置于传料机构一侧，利用进料机构使能将砂料和石料分别进行传送至混料机

构，利用混料机构使能在砂料和石料的落料传送过程中快速高效的混合均匀，利用传料机

构使能将混合均匀的砂料和石料的混合物平稳传送至混凝土制备机构的混凝土加工罐内，

利用混凝土制备机构使能够快速高效的生产制备混凝土，混凝土生产质量高且生产过程平

稳安全，通过第一进料带水平设置于第一进料支架上侧，第二进料带水平设置于第二进料

支架上侧，第一进料带端部和第二进料带端部分别设置于进料料斗上方两侧，利用第一进

料带和第二进料带使能将生产制备混凝土的砂料和石料分别传送导料至进料料斗内，利用

进料料斗内部两侧中部对称固定设置有散料挡板，使能利用散料挡板充分高效的将砂料和

石料进行散落，提高砂料和石料的传送幅宽，实现砂料和石料散乱的下落至混料机构内，利

用进料料斗内的散料挡板为三角形结构，使能高效的将砂料和石料分别向进料料斗的两侧

进行导向传送，提高物料散料效率，通过进料料斗下方两侧分别竖直固定设置有固定混料

板，固定混料板为波浪形结构，固定混料板两侧分别竖直设置有往复混料板，往复混料板为

与固定混料板形状相适配的波浪形结构，两块固定混料板和两块往复混料板能够组成一个

上下敞口而四侧密闭的空间，使得砂料和石料能够沿着往复混料板依次有序的下落，利用

进料料斗下方沿导料支架侧的固定混料板与导料支架之间水平固定设置有固定连板，进料

料斗下方两侧的两块固定混料板之间从上至下依次水平固定设置有多根固定连杆，使能确

保固定混料板在使用过程中的牢固程度，利用往复混料板为波浪形结构，使得砂料和石料

在下落过程中能够利用往复混料板充分振动使能混合均匀，通过往复混料板沿落料支架侧

的往复套筒沿水平方向滑动设置于往复导杆，驱动支架中部的输出齿轮两侧分别与驱动支

架上方两侧的往复齿轮啮合连接，输出齿轮上侧水平同轴固定设置有辅伞齿轮，往复电机

输出端的主伞齿轮与辅伞齿轮啮合连接，驱动支架上方两侧的往复齿轮与对应侧的往复混

料板之间水平设置有往复连杆，利用往复电机带动驱动支架上方两侧的往复齿轮同步同向

进行转动，往复齿轮在转动过程中利用往复连杆带动往复混料板沿往复导杆水平进行平移

运动，使能实现固定混料板两侧的往复混料板同步相向进行平移运动，往复混料板在往复

平移过程中能够带动砂料和石料在下落过程中沿水平方向进行一定程度的平移滚动，实现

砂料和石料充分高效的散落混匀，利用往复混料板沿固定混料板侧表面从上至下依次倾斜

设置有多条混料斜条，使能利用混料斜条高效带动砂料和石料进行平移滚动，提高砂料和

石料进行混料的效果，实现砂料和石料充分高效的混合均匀，通过落料料斗竖直固定设置

于固定混料板下侧的导料支架，传料皮带倾斜设置于传料支架上侧，传料皮带两侧分别卷

绕连接于传料支架两侧的传料转辊，传料电机输出端与传料转辊之间采用传料链条传动连

接，利用落料料斗使能将混合均匀的砂料和石料的混合料平稳有序的集合落料至传料皮带

上侧，利用传料电机带动传料皮带进行传送，使能利用传料皮带将混合料顺畅高效的依次

进行传送，利用传料皮带外侧依次水平固定设置有固定承料条，使能利用固定承料条对混

合料进行一定程度的承托，避免混合料在利用传料皮带沿倾斜方向向上传送的过程中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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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作用产生下滑，实现混合料平稳有序的进行传送，通过导料转板上端转动连接于传料

支架，导料转板一侧的推板支架上倾斜向上固定设置有推板气缸，推板气缸输出端转动连

接有推板转轮，导料转板能够将传料皮带进行传送的混合料导送至混凝土加工罐内，利用

推板气缸推动推板转轮沿倾斜方向进行移送，使得导料转板能够在推板气缸的往复推动作

用下进行摆动，使能将混合料往复摆动均匀导料至混凝土加工罐内，提高混合料导送散料

程度，利用推板支架为L型结构，推板支架下侧上端固定设置有表面为圆弧形结构的限位承

板，使能对导料转板在复位摆动过程中进行限位支承，避免导料转板在自身重力作用下过

度摆动而造成混合料导送至混凝土加工罐外侧，确保混合料始终平稳传送导料至混凝土加

工罐内进行制备混凝土，通过混凝土加工罐竖直固定设置于传料皮带下侧，混凝土加工罐

下端竖直连通固定设置有下料导管，下料导管上固定设置有下料控制阀，利用下料控制阀

控制下料导管的启闭，使能实现混凝土加工罐的排放料自动调节控制，利用搅拌电机输出

端竖直转动连接有搅拌转轴，搅拌转轴下侧从上至下依次水平固定设置有多个加工搅拌

桨，使能利用搅拌电机带动搅拌转轴平稳有序的进行转动，使能将制备混凝土的多种物料

充分高效的搅拌混合均匀，通过混凝土加工罐上方外侧从上至下依次水平固定设置有喷水

防尘环管和水泥进料环管，喷水防尘环管一侧固定连通设置有进水导管，喷水防尘环管内

侧沿圆弧形依次水平连通设置有多个防尘喷嘴，水泥进料环管一侧固定连通设置有水泥导

料管，水泥进料环管内侧沿圆弧形依次连通设置有多个水泥加料管，水泥加料管倾斜向下

贯穿设置于混凝土加工罐的侧壁，利用水泥导料管连续向水泥进料环管进行供料，水泥进

料环管内的水泥能够经由多根倾斜向下设置的水泥加料管喷落至混凝土加工罐内，实现水

泥均匀传送散落至混凝土加工罐，避免采用单根料管将水泥进行传送而造成水泥堆积在一

起难以高效的进行搅拌混合，确保制备混凝土的砂料、石料和水泥依次有序且均匀分散的

散落至混凝土加工罐内，使能提高混凝土制备的效率和质量，降低整个混凝土的制备周期，

实现混凝土的制备周期短且单次制备量多，利用加工注水管连通设置于混凝土加工罐上方

一侧，配料添加料斗竖直固定设置于混凝土加工罐上侧，使能便捷顺畅的将混凝土制备过

程中的所需物料依次传送至混凝土加工罐内，利用进水导管连续向喷水防尘环管进行供

水，喷水防尘环管内的水能够经由多个防尘喷嘴均匀喷洒至混凝土加工罐内，使得混凝土

加工罐上侧能够实现水雾覆盖，利用水雾使能将水泥喷洒产生的粉尘吸附，使能最大程度

的降低水泥粉料向混凝土加工罐外侧逸出，既能避免粉尘污染，也能避免粉尘积聚产生粉

尘爆炸，利用混凝土加工罐上方沿导料转板侧倾斜固定设置有落料挡板，落料挡板可以对

导料转板所传送的混合料进行阻挡落料，使能对导料转板所传送的混合料摆动幅度进行限

位控制，避免混合料过度摆动而影响混凝土的正常生产制备，通过这样的结构，本发明结构

设计合理，能够快速高效的生产制备混凝土，自动化程度高，满足生产使用的需要。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本发明一种建筑用混凝土生产装置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是本发明的进料机构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3] 图3是本发明的进料料斗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4] 图4是本发明的混料机构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5] 图5是本发明的混料机构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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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图6是本发明的驱动支架及其相关机构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7是本发明的往复混料板的右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8是本发明的传料机构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9是本发明的混凝土制备机构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10是本发明的混凝土制备机构A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1.  导料支架，2.  进料机构，3.  混料机构，4.  传料机构，5.  混凝土制备机

构，6.  进料料斗，7.  第一进料带，8.  第二进料带，9.  第一进料支架，10.  第二进料支架，

11.  散料挡板，12.  混料支架，13. 固定混料板，14.  往复混料板，15.  往复电机，16. 固定

连板，17.  固定连杆，18.  往复套筒，19.  往复导杆，20.  驱动支架，21.  往复齿轮，22.  输

出齿轮，23.  辅伞齿轮，24.  主伞齿轮，25.  往复连杆，26.  连杆活动槽，27.  落料料斗，28. 

传料支架，29.  传料皮带，30.  导料转板，31.  推板气缸，32.  传料转辊，33.  传料电机，34. 

传料主链轮，35.  传料辅链轮，36.  传料链条，37.  推板支架，38.  推板转轮，39.  混凝土加

工罐，40.  搅拌电机，41.  水泥进料环管，42. 喷水防尘环管，43.  加工注水管，44.  配料添

加料斗，45.  下料导管，46.  下料控制阀，47.  搅拌转轴，48.  加工搅拌桨，49.  进水导管，

50. 防尘喷嘴，51.  水泥导料管，52.  水泥加料管，53.  混料斜条，54. 固定承料条，55. 限

位承板，56. 落料挡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进一步描述本发明，下面结合附图进一步阐述一种建筑用混凝土生产装置的

具体实施方式，以下实施例是对本发明的解释而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以下实施例。

[0023] 如图1所示，本发明一种建筑用混凝土生产装置，包括导料支架1、进料机构2、混料

机构3、传料机构4和混凝土制备机构5，本发明的进料机构2、混料机构3和传料机构4沿竖直

方向从上至下依次固定设置于导料支架1一侧，混凝土制备机构5竖直设置于传料机构4一

侧，如图2所示，本发明的进料机构2包括进料料斗6、第一进料带7和第二进料带8，导料支架

1上方两侧分别水平固定设置有第一进料支架9和第二进料支架10，第一进料带7水平设置

于第一进料支架9上侧，第二进料带8水平设置于第二进料支架10上侧，进料料斗6竖直固定

设置于导料支架1上侧，第一进料带7端部和第二进料带8端部分别设置于进料料斗6上方两

侧，进料料斗6内部两侧中部对称固定设置有散料挡板11。如图4和图5所示，本发明的混料

机构包括混料支架12、固定混料板13、往复混料板14和往复电机15，混料支架12竖直固定设

置于进料料斗6下方两侧的导料支架1，进料料斗6下方两侧分别竖直固定设置有固定混料

板13，固定混料板13为波浪形结构，进料料斗6下方沿导料支架1侧的固定混料板13与导料

支架1之间水平固定设置有固定连板16，进料料斗6下方两侧的两块固定混料板13之间从上

至下依次水平固定设置有多根固定连杆17，固定混料板13两侧分别竖直设置有往复混料板

14，往复混料板14为与固定混料板13形状相适配的波浪形结构，往复混料板14沿混料支架

12侧的上下两端分别水平固定设置有往复套筒18，混料支架12上下两侧分别水平固定设置

有往复导杆19，往复套筒18沿水平方向滑动设置于往复导杆19，导料支架1一侧水平固定有

驱动支架20，如图6所示，本发明的驱动支架20上方两侧分别水平转动连接有往复齿轮21，

驱动支架20上侧中部水平转动连接有输出齿轮22，输出齿轮22两侧分别与驱动支架20上方

两侧的往复齿轮21啮合连接，输出齿轮22上侧水平同轴固定设置有辅伞齿轮23，往复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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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水平固定设置于驱动支架20一侧，往复电机15输出端竖直设置有与辅伞齿轮23啮合连接

的主伞齿轮24，驱动支架20上方两侧的往复齿轮21与对应侧的往复混料板14之间水平设置

有往复连杆25，往复连杆25两端分别铰连接于往复齿轮21上方外侧和往复混料板14一侧中

部，导料支架1上设置有与往复连杆25相适配的连杆活动槽26。如图8所示，本发明的传料机

构4包括落料料斗27、传料支架28、传料皮带29、导料转板30和推板气缸31，落料料斗27竖直

固定设置于固定混料板13下侧的导料支架1，传料支架28倾斜向上固定设置于落料料斗27

下侧的导料支架1，传料支架28两侧分别水平转动连接有传料转辊32，传料皮带29倾斜设置

于传料支架28上侧，传料皮带29两侧分别卷绕连接于传料支架28两侧的传料转辊32，传料

支架28下侧水平固定设置有传料电机33，传料电机33输出端竖直固定设置有传料主链轮

34，传料支架28一侧的传料转辊32端部竖直固定设置有传料辅链轮35，传料主链轮34和传

料辅链轮35之间采用传料链条36传动连接，导料转板30设置于传料支架28上端下侧，导料

转板30上端转动连接于传料支架28，导料转板30一侧的传料支架28上固定设置有推板支架

37，推板支架37上倾斜向上固定设置有推板气缸31，推板气缸31输出端转动连接有推板转

轮38。如图9和图10所示，本发明的混凝土制备机构5包括混凝土加工罐39、搅拌电机40、水

泥进料环管41、喷水防尘环管42、加工注水管43和配料添加料斗44，混凝土加工罐39竖直固

定设置于传料皮带29下侧，混凝土加工罐39下端竖直连通固定设置有下料导管45，下料导

管45上固定设置有下料控制阀46，混凝土加工罐39上侧中部竖直固定设置有搅拌电机40，

搅拌电机40输出端竖直转动连接有搅拌转轴47，搅拌转轴47下侧从上至下依次水平固定设

置有多个加工搅拌桨48，混凝土加工罐39上方外侧从上至下依次水平固定设置有喷水防尘

环管42和水泥进料环管41，喷水防尘环管42一侧固定连通设置有进水导管49，喷水防尘环

管42内侧沿圆弧形依次水平连通设置有多个防尘喷嘴50，防尘喷嘴50水平贯穿设置于混凝

土加工罐39的侧壁，水泥进料环管41一侧固定连通设置有水泥导料管51，水泥进料环管41

内侧沿圆弧形依次连通设置有多个水泥加料管52，水泥加料管52倾斜向下贯穿设置于混凝

土加工罐39的侧壁，加工注水管43连通设置于混凝土加工罐39上方一侧，配料添加料斗44

竖直固定设置于混凝土加工罐39上侧。

[0024] 如图3所示，本发明的进料料斗6内的散料挡板11为三角形结构，使能利用散料挡

板11充分高效的将砂料和石料进行散落，提高砂料和石料的传送幅宽，实现砂料和石料散

乱的下落至混料机构3内。如图7所示，本发明的往复混料板14沿固定混料板13侧表面从上

至下依次倾斜设置有多条混料斜条53，使能利用混料斜条53高效带动砂料和石料进行平移

滚动，提高砂料和石料进行混料的效果，实现砂料和石料充分高效的混合均匀。本发明的传

料皮带29外侧依次水平固定设置有固定承料条54，使能利用固定承料条54对混合料进行一

定程度的承托，避免混合料在利用传料皮带29沿倾斜方向向上传送的过程中由于重力作用

产生下滑，实现混合料平稳有序的进行传送。本发明的推板支架37为L型结构，推板支架37

下侧上端固定设置有表面为圆弧形结构的限位承板55，使能对导料转板30在复位摆动过程

中进行限位支承，避免导料转板30在自身重力作用下过度摆动而造成混合料导送至混凝土

加工罐39外侧，确保混合料始终平稳传送导料至混凝土加工罐39内进行制备混凝土。本发

明的混凝土加工罐39上方沿导料转板30侧倾斜固定设置有落料挡板56，使能对导料转板30

所传送的混合料摆动幅度进行限位控制，避免混合料过度摆动而影响混凝土的正常生产制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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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一种建筑用混凝土生产装置在使用的时候，通过进料

机构2、混料机构3和传料机构4沿竖直方向从上至下依次固定设置于导料支架1一侧，混凝

土制备机构5竖直设置于传料机构4一侧，利用进料机构2使能将砂料和石料分别进行传送

至混料机构3，利用混料机构3使能在砂料和石料的落料传送过程中快速高效的混合均匀，

利用传料机构4使能将混合均匀的砂料和石料的混合物平稳传送至混凝土制备机构5的混

凝土加工罐39内，利用混凝土制备机构5使能够快速高效的生产制备混凝土，混凝土生产质

量高且生产过程平稳安全，通过第一进料带7水平设置于第一进料支架9上侧，第二进料带8

水平设置于第二进料支架10上侧，第一进料带7端部和第二进料带8端部分别设置于进料料

斗6上方两侧，利用第一进料带7和第二进料带8使能将生产制备混凝土的砂料和石料分别

传送导料至进料料斗6内，利用进料料斗6内部两侧中部对称固定设置有散料挡板11，使能

利用散料挡板11充分高效的将砂料和石料进行散落，提高砂料和石料的传送幅宽，实现砂

料和石料散乱的下落至混料机构3内，利用进料料斗6内的散料挡板11为三角形结构，使能

高效的将砂料和石料分别向进料料斗6的两侧进行导向传送，提高物料散料效率，通过进料

料斗6下方两侧分别竖直固定设置有固定混料板13，固定混料板13为波浪形结构，固定混料

板13两侧分别竖直设置有往复混料板14，往复混料板14为与固定混料板13形状相适配的波

浪形结构，两块固定混料板13和两块往复混料板14能够组成一个上下敞口而四侧密闭的空

间，使得砂料和石料能够沿着往复混料板14依次有序的下落，利用进料料斗6下方沿导料支

架1侧的固定混料板13与导料支架1之间水平固定设置有固定连板16，进料料斗6下方两侧

的两块固定混料板13之间从上至下依次水平固定设置有多根固定连杆17，使能确保固定混

料板13在使用过程中的牢固程度，利用往复混料板14为波浪形结构，使得砂料和石料在下

落过程中能够利用往复混料板14充分振动使能混合均匀，通过往复混料板14沿落料支架12

侧的往复套筒18沿水平方向滑动设置于往复导杆19，驱动支架20中部的输出齿轮22两侧分

别与驱动支架20上方两侧的往复齿轮21啮合连接，输出齿轮22上侧水平同轴固定设置有辅

伞齿轮23，往复电机15输出端的主伞齿轮24与辅伞齿轮23啮合连接，驱动支架20上方两侧

的往复齿轮21与对应侧的往复混料板14之间水平设置有往复连杆25，利用往复电机15带动

驱动支架20上方两侧的往复齿轮21同步同向进行转动，往复齿轮21在转动过程中利用往复

连杆25带动往复混料板14沿往复导杆19水平进行平移运动，使能实现固定混料板13两侧的

往复混料板14同步相向进行平移运动，往复混料板14在往复平移过程中能够带动砂料和石

料在下落过程中沿水平方向进行一定程度的平移滚动，实现砂料和石料充分高效的散落混

匀，利用往复混料板14沿固定混料板13侧表面从上至下依次倾斜设置有多条混料斜条53，

使能利用混料斜条53高效带动砂料和石料进行平移滚动，提高砂料和石料进行混料的效

果，实现砂料和石料充分高效的混合均匀，通过落料料斗27竖直固定设置于固定混料板13

下侧的导料支架1，传料皮带29倾斜设置于传料支架28上侧，传料皮带29两侧分别卷绕连接

于传料支架28两侧的传料转辊32，传料电机33输出端与传料转辊32之间采用传料链条36传

动连接，利用落料料斗27使能将混合均匀的砂料和石料的混合料平稳有序的集合落料至传

料皮带29上侧，利用传料电机33带动传料皮带29进行传送，使能利用传料皮带29将混合料

顺畅高效的依次进行传送，利用传料皮带29外侧依次水平固定设置有固定承料条54，使能

利用固定承料条54对混合料进行一定程度的承托，避免混合料在利用传料皮带29沿倾斜方

向向上传送的过程中由于重力作用产生下滑，实现混合料平稳有序的进行传送，通过导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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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板30上端转动连接于传料支架28，导料转板30一侧的推板支架37上倾斜向上固定设置有

推板气缸31，推板气缸31输出端转动连接有推板转轮38，导料转板30能够将传料皮带29进

行传送的混合料导送至混凝土加工罐39内，利用推板气缸31推动推板转轮38沿倾斜方向进

行移送，使得导料转板30能够在推板气缸31的往复推动作用下进行摆动，使能将混合料往

复摆动均匀导料至混凝土加工罐39内，提高混合料导送散料程度，利用推板支架37为L型结

构，推板支架37下侧上端固定设置有表面为圆弧形结构的限位承板55，使能对导料转板30

在复位摆动过程中进行限位支承，避免导料转板30在自身重力作用下过度摆动而造成混合

料导送至混凝土加工罐39外侧，确保混合料始终平稳传送导料至混凝土加工罐39内进行制

备混凝土，通过混凝土加工罐39竖直固定设置于传料皮带29下侧，混凝土加工罐39下端竖

直连通固定设置有下料导管45，下料导管45上固定设置有下料控制阀46，利用下料控制阀

46控制下料导管45的启闭，使能实现混凝土加工罐39的排放料自动调节控制，利用搅拌电

机40输出端竖直转动连接有搅拌转轴47，搅拌转轴47下侧从上至下依次水平固定设置有多

个加工搅拌桨48，使能利用搅拌电机40带动搅拌转轴47平稳有序的进行转动，使能将制备

混凝土的多种物料充分高效的搅拌混合均匀，通过混凝土加工罐39上方外侧从上至下依次

水平固定设置有喷水防尘环管42和水泥进料环管41，喷水防尘环管42一侧固定连通设置有

进水导管49，喷水防尘环管42内侧沿圆弧形依次水平连通设置有多个防尘喷嘴50，水泥进

料环管41一侧固定连通设置有水泥导料管51，水泥进料环管41内侧沿圆弧形依次连通设置

有多个水泥加料管52，水泥加料管52倾斜向下贯穿设置于混凝土加工罐39的侧壁，利用水

泥导料管51连续向水泥进料环管41进行供料，水泥进料环管41内的水泥能够经由多根倾斜

向下设置的水泥加料管52喷落至混凝土加工罐39内，实现水泥均匀传送散落至混凝土加工

罐39，避免采用单根料管将水泥进行传送而造成水泥堆积在一起难以高效的进行搅拌混

合，确保制备混凝土的砂料、石料和水泥依次有序且均匀分散的散落至混凝土加工罐39内，

使能提高混凝土制备的效率和质量，降低整个混凝土的制备周期，实现混凝土的制备周期

短且单次制备量多，利用加工注水管43连通设置于混凝土加工罐39上方一侧，配料添加料

斗44竖直固定设置于混凝土加工罐39上侧，使能便捷顺畅的将混凝土制备过程中的所需物

料依次传送至混凝土加工罐39内，利用进水导管49连续向喷水防尘环管42进行供水，喷水

防尘环管42内的水能够经由多个防尘喷嘴50均匀喷洒至混凝土加工罐39内，使得混凝土加

工罐39上侧能够实现水雾覆盖，利用水雾使能将水泥喷洒产生的粉尘吸附，使能最大程度

的降低水泥粉料向混凝土加工罐39外侧逸出，既能避免粉尘污染，也能避免粉尘积聚产生

粉尘爆炸，利用混凝土加工罐39上方沿导料转板30侧倾斜固定设置有落料挡板56，落料挡

板56可以对导料转板30所传送的混合料进行阻挡落料，使能对导料转板30所传送的混合料

摆动幅度进行限位控制，避免混合料过度摆动而影响混凝土的正常生产制备。通过这样的

结构，本发明结构设计合理，能够快速高效的生产制备混凝土，自动化程度高，满足生产使

用的需要。

[0026] 本说明书中所描述的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本发明所作的举例说明。本发明所属技术

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

替代，只要不偏离本发明说明书的内容或者超越本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均应属于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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