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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砼水泥拌浆制入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砼水泥拌浆制入装

置。砼即混凝土，该种砼水泥拌浆制入装置包括

水泥桶、输送机构、制浆桶、搅拌机、进水管和水

池；输送机构的一端与水泥桶封闭连通，输送机

构的另一端与制浆桶封闭连通，制浆桶与搅拌机

的一端封闭连通，制浆桶和进水管封闭连通，进

水管的另一端位于水池中。本实用新型具有有效

控制水泥粉尘扬尘、保护环境和施工人员呼吸道

系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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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砼水泥拌浆制入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水泥桶(1)、输送机构(2)、制浆桶(9)、

搅拌机(11)、进水管(12)和水池(13)，所述输送机构(2)的一端与水泥桶(1)封闭连通，所述

输送机构(2)的另一端与制浆桶(9)封闭连通，所述制浆桶(9)与搅拌机(11)的一端封闭连

通，所述制浆桶(9)和进水管(12)封闭连通，所述进水管(12)的另一端位于水池(13)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砼水泥拌浆制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机构(2)的

一端与竖直方向夹角为20-90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砼水泥拌浆制入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一阀门

(10)，所述第一阀门(10)位于所述输送机构(2)和所述水泥桶(1)的连接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砼水泥拌浆制入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一支架

(14)，所述水泥桶(1)倒置于第一支架(14)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砼水泥拌浆制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制浆桶(9)上设

有进水泥孔(3)和退气孔(4)，所述输送机构(2)通过所述进水泥孔(3)与制浆桶(9)封闭连

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砼水泥拌浆制入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计量器(6)、花

兰扎(8)和第二支架(15)，所述制浆桶(9)通过花兰扎(8)悬挂于计量器(6)的下端，所述计

量器(6)连接至第二支架(15)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砼水泥拌浆制入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电动机(7)和

搅拌部(17)，所述电动机(7)位于制浆桶(9)上，所述搅拌部(17)位于所述制浆桶(9)内，所

述搅拌部(17)与所述电动机(7)的输出端相连。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砼水泥拌浆制入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二阀门

(16)，所述搅拌机(11)位于制浆桶(9)的下方，所述搅拌机(11)和制浆桶(9)通过所述第二

阀门(16)相连。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砼水泥拌浆制入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自动控制器

(5)，所述自动控制器(5)包含内置程序，自动控制器(5)用于控制第一阀门(10)的开度以及

电动机(7)的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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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砼水泥拌浆制入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土木工程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砼水泥拌浆制入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混凝土是当代最主要的土木工程材料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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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是混凝土硬化后的主要力学性能，反映混凝土抵抗荷载的量化能

力。混凝土强度包括抗压、抗拉、抗剪、抗弯、抗折及握裹强度。其中以抗压强度最大，抗拉强

度最小。在一般情况下，混凝土具有良好的耐久性。但在寒冷地区，特别是在水位变化的工

程部位以及在饱水状态下受到频繁的冻融交替作用时，混凝土易于损坏。为此对混凝土要

有一定的抗冻性要求。用于不透水的工程时，要求混凝土具有良好的抗渗性和耐蚀性。抗渗

性、抗冻性、抗侵蚀性为混凝土耐久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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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3]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身体健康，对身边的生活环境都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同时政府对环保问题也是更加重视，但是，传统制作混凝土的方法，就是把水泥注入

黄沙和石子中搅拌，将水泥打入配料机、从配料机打入料斗以及从料斗进入拌料滚筒这三

个过程，都必不可少的会带来很多扬尘，对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如若遇到大

风天气，被迫吸入人体呼吸道的粉尘则会更多，同时也会影响环境，造成空气质量变差，

PM2.5值急剧升高。而且粉尘还会附着在设备上面，这样一来，还会影响到设备的使用以及

寿命。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砼水泥拌浆制入装置，能够解决上述现有技术问题中的一

种或几种。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改进传统的搅拌机搅拌砼过程，避免污染我们赖以生存

的自然环境，同时提升空气质量，尽可能地降低对现场施工人员呼吸系统的损害。

[0006]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砼水泥拌浆制入装置的使用包括以下步

骤：

[0007] 第一步，把搅拌机打开；

[0008] 第二步，将水注入水池中；

[0009] 第三步，将水池中的水按配比抽进制浆桶；

[0010] 第四步，将水泥倒入水泥桶；

[0011] 第五步，打开阀门，使水泥通过输送机构按配比注入制浆桶；

[0012] 第六步，将配比好的水泥浆倒进搅拌机滚筒中；

[0013] 第七步，搅拌机充分搅拌水泥浆、黄沙和石子后出砼。

[001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本实用新型，包括水泥桶、输送机构、制浆桶、搅拌机、进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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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池。输送机构的一端与水泥桶是封闭连通的，输送机构的另一端与制浆桶是封闭连通

的，制浆桶与搅拌机是封闭连通的，制浆桶和进水管同样也是封闭连通的，进水管的另一端

插入水池的里面。其有益效果为，使得水从水池注入至制浆桶的内部，实现第二步的过程。

由此，可以使得水泥与水在制浆桶中混合，进而实现砼水泥拌浆的效果，并且由于该装置是

封闭结构，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粉尘对环境以及人体的危害。

[001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由于水泥桶是垂直放置的，输送机构与竖直方向的夹角，即与

水泥桶的口部夹角为20-90度，有益效果为，实现输送机构内部水泥的流动。

[001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还包括第一阀门，第一阀门位于输送机构和水泥桶的连接处。

有益效果为，通过控制第一阀门的开度，实现水泥进入量。

[001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还包括第一支架，水泥桶倒置于第一支架上。其有益效果为，

方便放置并固定水泥桶。

[001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制浆桶上设有进水泥孔和退气孔，输送机构通过进水泥孔与

制浆桶封闭连通。其有益效果为，使得输送机构内部的水泥通过进水泥孔进入制浆桶中，该

退气孔可以使制浆桶内外空气连通，避免内部完全封闭，致使空压不平衡。

[001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还包括计量器、花兰扎和第二支架，制浆桶通过花兰扎悬挂于

计量器的下端，计量器连接至第二支架上。其有益效果为，计量器由此便可以实时称量制浆

桶内部的水泥以及水的重量，并且第二支架可以起到有效地支撑该专用设备的作用。

[002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还包括电动机，电动机位于制浆桶的上面，电动机包括搅拌

部。搅拌部位于制浆桶内，搅拌部与电动机的输出端相连。其有益效果为，通过该电动机的

泵抽取水池中的水以及输送机构内部的水泥，使水泥和水进入制浆桶的内部，再通过搅拌

部混合搅拌制浆桶内部的水泥和水。

[002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还包括第二阀门，搅拌机位于制浆桶的下方，搅拌机和制浆桶

通过第二阀门相连。其有益效果为，通过手动控制第二阀门的开关，实现将配好的水泥浆注

入搅拌机中。

[0022]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还包括自动控制器，自动控制器包含内置程序，用于控制第一

阀门的开度以及电动机的转动，其有益效果为，自动控制器可通过控制电动机以及第一阀

门，进而控制水、水泥的注入量，从而实现了自动控制砼水泥拌浆的进程。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方式的一种砼水泥拌浆制入装置的整体原理图；

[0024] 图2为图1所示一种砼水泥拌浆制入装置的水泥注入原理图；

[0025]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砼水泥拌浆制入装置的水混合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对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7] 图1、图2和图3示意性地显示了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实施方式的一种砼水泥拌

浆制入装置。如图所示，该设备包括水泥桶1、输送机构2、进水泥孔3、退气孔4、自动控制器

5、计量器6、电动机7、花兰扎8、制浆桶9、第一阀门10、搅拌机11、进水管12、水池13、第一支

架14、第二支架15、第二阀门16和搅拌部17。由此，可以使得水泥与水在制浆桶9中混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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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现砼水泥拌浆的效果，并且由于该装置是封闭结构，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粉尘对环境以

及人体的危害。

[0028] 其中，水泥桶1倒置于第一支架14上，水泥桶1的一端与输送机构2是封闭连通的。

由此，还可以具有方便安置水泥桶的效果。

[0029] 其中，输送机构2的一端与水泥桶1的口部夹角可以为55度、60度、65度、70度和其

它能够实现相同效果的角度，第一阀门10位于二者的连接处。其有益效果为，通过阀门控制

水泥注入输送机构的量。

[0030] 其中，制浆桶9上附有进水泥孔3和退气孔4，进水泥孔3与输送机构2的另一端是封

闭连通的。制浆桶9与搅拌机11也是封闭连通的，制浆桶9和进水管12同样是封闭连通的，其

有益效果为，使得输送机构2内部的水泥通过进水泥孔3进入制浆桶9中，该退气孔4可以使

制浆桶9内外空气连通，避免内部完全封闭，致使空压不平衡，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少对

环境的污染。

[0031] 其中，制浆桶9通过花兰扎8悬挂于计量器6的下端，计量器6连接至第二支架15上。

其有益效果为，计量器6由此便可以实时称量制浆桶9内部的水泥以及水的重量，并且第二

支架15可以起到有效地支撑该装置的作用。

[0032] 其中，电动机7位于制浆桶9的上面，电动机7包括搅拌部17。其有益效果为，通过该

电动机7的泵抽取水池中的水以及输送机构2内部的水泥，由此，便可以使水和水泥进入制

浆桶9的内部，进而通过搅拌部17充分混合搅拌水和水泥。

[0033] 其中搅拌机11位于制浆桶9的下端，搅拌机11和制浆桶9通过第二阀门16相连。其

有益效果为，通过手动控制第二阀门16的开关，实现将配好的水泥浆注入搅拌机中。

[0034] 其中自动控制器5包含内置程序，自动控制器5实时控制第一阀门10的开度以及电

动机7的转动。其有益效果为，自动控制器5可通过控制电动机7以及第一阀门10，进而控制

水、水泥的注入量，从而实现了自动控制砼水泥拌浆的进程。

[0035] 其中进水管12一端位于水池13里面，另一端连通至制浆桶9。其有益效果为，通过

电动机7的泵，使得水从水池13注入至制浆桶9的内部，实现第二步的过程。

[0036] 本实用新型的整体工艺流程如下：

[0037] 第一步，把搅拌机11打开；

[0038] 第二步，将水注入水池13中；

[0039] 第三步，将水池13中的水按配比抽进制浆桶9；

[0040] 第四步，将水泥倒入水泥桶1；

[0041] 第五步，打开第一阀门10，使水泥通过输送机构2按配比注入制浆桶9；

[0042] 第六步，将配比好的水泥浆输入搅拌机11滚筒中；

[0043] 第七步，搅拌机11充分搅拌水泥浆、黄沙和石子后出砼。

[0044] 反复实践证明，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砼水泥拌浆制入装置，具有以下优点：

[0045] 首先，通过自动控制器5实时控制四条线，第一条就是水的注入量，第二条则是水

泥的冲入量，第三条，是电动机7的转动，最后则是第一阀门10的开关。只用了一个自动控制

器5，就能够实现全自动控制制作水泥浆。

[0046] 其次，通过设计的斜放着的输送机构2，使得水泥不是直接倒入制浆桶9内，再加上

第一阀门10，便可以实时控制水泥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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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并且，计量器6不光可以称水的重量，还可以称量水泥的重量，这样就可以按照计

算好的配比，制作水泥浆。

[0048] 最后，本实用新型改进传统的搅拌机搅拌砼过程，整个砼水泥制浆过程在封闭的

系统中完成，避免污染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同时提升空气质量，有效地地降低了对现

场施工人员呼吸系统的损害。

[0049]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创造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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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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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8

CN 212241605 U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