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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建筑工程混凝土加工用

混合装置，属于搅拌设备领域，包括操作台，所述

操作台的底端设置有四个地脚，地脚均匀排列在

操作台的底端，所述操作台的顶端安装有搅拌

桶，且操作台的顶端设置有圆环，搅拌桶的底端

设置有和圆环相匹配的圆环槽，所述搅拌桶的顶

端安装有浆料泵连接管和吊装通道，浆料泵连接

管和吊装通道吊装，浆料泵连接管和吊装通道的

一端穿插在搅拌桶的内部。本发明的建筑工程混

凝土加工用混合装置便于上下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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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工程混凝土加工用混合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操作台(1)，所述操作台(1)

的底端设置有四个地脚(101)，地脚(101)均匀排列在操作台(1)的底端，所述操作台(1)的

顶端安装有搅拌桶(2)，且操作台(1)的顶端设置有圆环(102)，搅拌桶(2)的底端设置有和

圆环(102)相匹配的圆环槽，所述搅拌桶(2)的顶端安装有浆料泵连接管(201)和吊装通道

(202)，浆料泵连接管(201)和吊装通道(202)相对设置，浆料泵连接管(201)和吊装通道

(202)的一端穿插在搅拌桶(2)的内部，所述搅拌桶(2)的上方安装有搅拌组件(3)，搅拌组

件(3)包括吊装导轨(301)，且吊装导轨(301)固定安装，吊装导轨(301)上安装有两组吊装

滑块(302)，吊装滑块(302)和吊装导轨(301)滑动连接，每组所述吊装滑块(302)的底部固

定安装有竖杆(303)，且竖杆(303)通过横板和吊装导轨(301)的底端固定连接，所述竖杆

(303)的上套装有方套(304)，方套(304)和竖杆(303)滑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工程混凝土加工用混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竖杆

(303)的一侧设置有侧板，竖杆(303)一侧侧板的顶端安装有搅拌电机(306)，且竖杆(303)

一侧侧板的底端安装有两个搅拌杆(307)，搅拌杆(307)和竖杆(303)旋转连接，一个搅拌杆

(307)上固定安装有从动轮(309)，另一个搅拌杆(307)的顶端固定安装有主动轮(308)，主

动轮(308)和从动轮(309)之间通过皮带(310)连接，其中一个搅拌杆(307)安装在搅拌电机

(306)的输出端上，两个搅拌杆(307)的底端均安装有搅拌轮(31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工程混凝土加工用混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吊装

滑块(302)的顶端固定安装有两个载物台(315)，且每个载物台(315)的顶端设置有圆杆臂

(316)，所述吊装导轨(301)的上方安装有两个固定轴座(313)，两个固定轴座(313)固定安

装，所述固定轴座(313)的中间安装有曲轴(314)，且曲轴(314)的两侧均安装有延伸导杆

(317)，每个延伸导杆(317)的一端和曲轴(314)铰接，延伸导杆(317)的另一端和对应的圆

杆臂(316)铰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建筑工程混凝土加工用混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方套

(304)的一侧和载物台(315)的底端均固定安装有第一铰接块(305)，两个第一铰接块(305)

之间通过拉升杆(312)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工程混凝土加工用混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

桶(2)的一侧设置有动力组件(5)，动力组件(5)包括动力电机(501)，且动力电机(501)的输

出端安装有第一滚轮(502)和第二滚轮(503)，第一滚轮(502)和第二滚轮(503)固定连接，

所述第一滚轮(502)的顶端安装有减速皮带(504)，且减速皮带(504)的顶端安装有大轮盘

(505)，大轮盘(505)和曲轴(314)的端头固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建筑工程混凝土加工用混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

滚轮(503)的一侧安装有水平皮带(506)，且水平皮带(506)的一端安装有从动滚轮(507)，

所述从动滚轮(507)的一侧安装有弯折杆(508)，从动滚轮(507)和弯折杆(508)旋转连接，

弯折杆(508)的底端和操作台(1)的侧面固定连接，所述从动滚轮(507)的一侧固定安装有

第一锥齿轮(509)，且第一锥齿轮(509)的一侧安装有第二锥齿轮(510)，第二锥齿轮(510)

的底端通过圆杆和操作台(1)的顶面旋转连接，所述第二锥齿轮(510)的顶端安装有减速齿

轮(511)，搅拌桶(2)的外侧设置有齿轮环(203)，减速齿轮(511)和齿轮环(203)相互啮合。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工程混凝土加工用混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操作

台(1)的一侧安装有上料组件(4)，上料组件(4)包括固定座(401)，固定座(401)的底端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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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加强筋(402)，所述固定座(401)的顶端安装有定滑轮(403)，所述固定座(401)的底端固

定安装有升降电机(404)，且升降电机(404)的输出端安装有收线盘(405)，所述固定座

(401)远离升降电机(404)的一侧安装有竖直导轨(407)，竖直导轨(407)上安装有升降滑块

(408)，升降滑块(408)和竖直导轨(407)滑动连接，所述升降滑块(408)的一侧固定安装有

升降台(409)，收线盘(405)上设置有拉绳(406)，拉绳(406)绕过定滑轮(403)，拉绳(406)的

端头和升降台(409)的顶面固定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建筑工程混凝土加工用混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

台(409)的顶端安装有两个移动轴座(410)，且移动轴座(410)的中间安装有旋转料箱

(411)，旋转料箱(411)和移动轴座(410)旋转连接，所述旋转料箱(411)的一侧安装有气缸

(412)，且气缸(412)的底端和输出端均安装有第二铰接块(413)，一个第二铰接块(413)和

升降台(409)的顶面固定连接，另一个第二铰接块(413)和旋转料箱(411)的侧壁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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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工程混凝土加工用混合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混凝土加工设备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建筑工程混凝土加工用混合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现代的建筑工业技术发展的越来与成熟，其中混凝土和钢

筋是作为高大建筑的承重骨架，对于不同工况的要求，混凝土的也要求不同的规格，混凝土

的配料主要是石子、黄沙、水泥和水，不同工况对于混凝土的配比也不同；混凝土配料在混

合的时候容易分层，混凝土会在静止一段时间就会分层，首先就是水汇集到物料的顶层，这

就影响了混凝土的使用；混凝土的配料重量都比较大，那么往混凝土搅拌箱内进料的时候

就比较麻烦，而且对于那些要求严格的工程，那么混凝土的原料的配比精确度要求就要很

高，以往的上料方法容易造成配比误差过大。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建筑工程混凝土加工用混合装

置，该装置在使用的，先把混凝土的配料放进旋转料箱，用石子装满旋转料箱，旋转料箱之

后再装黄沙，最后再装水泥，用旋转料箱来计量物料的配比，然后升降电机通过收线盘和拉

绳来提升升降台，此时的升降台会通过滑块在竖直导轨上滑行，等到升降台和旋转料箱上

升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气缸的输出端伸张，那么旋转料箱的一端会旋转，直到物料从吊装通

道滑落进搅拌桶内，实现了自动进料和准确计算配料配比的功能。

[0004]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建筑工程混凝土加工用混合装

置，包括操作台，所述操作台的底端设置有四个地脚，地脚均匀排列在操作台的底端，所述

操作台的顶端安装有搅拌桶，且操作台的顶端设置有圆环，搅拌桶的底端设置有和圆环相

匹配的圆环槽，所述搅拌桶的顶端安装有浆料泵连接管和吊装通道，浆料泵连接管和吊装

通道相对设置，浆料泵连接管和吊装通道的一端穿插在搅拌桶的内部，所述搅拌桶的上方

安装有搅拌组件，搅拌组件包括吊装导轨，且吊装导轨固定安装，吊装导轨上安装有两组吊

装滑块，每组吊装滑块和吊装导轨滑动连接，每组所述吊装滑块的底部固定安装有竖杆，且

竖杆通过横板和吊装导轨的底端固定连接，所述竖杆的上套装有方套，方套和竖杆滑动连

接。

[0005] 进一步，所述竖杆的一侧设置有侧板，竖杆一侧侧板的顶端安装有搅拌电机，且竖

杆一侧侧板的底端安装有两个搅拌杆，搅拌杆和竖杆旋转连接，一个搅拌杆上固定安装有

从动轮，另一个搅拌杆的顶端固定安装有主动轮，主动轮和从动轮之间通过皮带连接，其中

一个搅拌杆安装在搅拌电机的输出端上，两个搅拌杆的底端均安装有搅拌轮。

[0006] 进一步，所述吊装滑块的顶端固定安装有两个载物台，且两个载物台的顶端均设

置有圆杆臂，所述吊装导轨的上方安装有两个固定轴座，两个固定轴座固定安装，所述固定

轴座的中间安装有曲轴，且曲轴的两侧均安装有延伸导杆，每个延伸导杆的一端和曲轴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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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延伸导杆的另一端和对应的圆杆臂铰接。

[0007] 进一步，所述方套的一侧和载物台的底端均固定安装有第一铰接块，两个第一铰

接块之间通过拉升杆连接。

[0008] 进一步，所述搅拌桶的一侧设置有动力组件，动力组件包括动力电机，且动力电机

的输出端安装有第一滚轮和第二滚轮，第一滚轮和第二滚轮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滚轮的顶

端安装有减速皮带，且减速皮带的顶端安装有大轮盘，大轮盘和曲轴的端头固定连接。

[0009] 进一步，所述第二滚轮的一侧安装有水平皮带，且水平皮带的一端安装有从动滚

轮，所述从动滚轮的一侧安装有弯折杆，从动滚轮和弯折杆旋转连接，弯折杆的底端和操作

台的侧面固定连接，所述从动滚轮的一侧固定安装有第一锥齿轮，且第一锥齿轮的一侧安

装有第二锥齿轮，第二锥齿轮的底端通过圆杆和操作台的顶面旋转连接，所述第二锥齿轮

的顶端安装有减速齿轮，搅拌桶的外侧设置有齿轮环，减速齿轮和齿轮环相互啮合。

[0010] 进一步，所述操作台的一侧安装有上料组件，上料组件包括固定座，固定座的底端

安装有加强筋，所述固定座的顶端安装有定滑轮，所述固定座的底端固定安装有升降电机，

且升降电机的输出端安装有收线盘，所述固定座远离升降电机的一侧安装有竖直导轨，竖

直导轨上安装有升降滑块，升降滑块和竖直导轨滑动连接，所述升降滑块的一侧固定安装

有升降台，收线盘上设置有拉绳，拉绳绕过定滑轮，拉绳的端头和升降台的顶面固定连接。

[0011] 进一步，所述升降台的顶端安装有两个移动轴座，且移动轴座的中间安装有旋转

料箱，旋转料箱和移动轴座旋转连接，所述旋转料箱的一侧安装有气缸，且气缸的底端和输

出端均安装有第二铰接块，一个第二铰接块和升降台的顶面固定连接，另一个第二铰接块

和旋转料箱的侧壁固定连接。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3] 其一，该装置在使用的，先把混凝土的配料放进旋转料箱，用石子装满旋转料箱，

旋转料箱之后再装黄沙，最后再装水泥，用旋转料箱来计量物料的配比，然后升降电机通过

收线盘和拉绳来提升升降台，此时的升降台会通过滑块在竖直导轨上滑行，等到升降台和

旋转料箱上升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气缸的输出端伸张，那么旋转料箱的一端会旋转，直到物

料从吊装通道滑落进搅拌桶内，实现了自动进料和准确计算配料配比的功能；

[0014] 其二，搅拌桶的物料装满之后，动力电机通过第一滚轮和减速皮带带动大轮盘旋

转，此时的大轮盘和曲杆同步旋转，那么两个载物台会在吊装导轨上往复滑行，方套也会在

方杆上往复移动，方杆下方的搅拌轮也会在搅拌桶内上下移动，搅拌电机通过搅拌杆给两

个搅拌轮提供搅拌的动力，搅拌轮在旋转的时候也在上下移动，可以充分搅拌混凝土，防止

混凝土分层，动力电机也通过第二滚轮间接带动减速齿轮旋转，减速齿轮通过齿轮环带动

搅拌桶旋转，搅拌桶内部在搅拌的时候，搅拌桶也在旋转，提高了搅拌效率。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一种建筑工程混凝土加工用混合装置正视的示意图。

[0016] 图2为一种建筑工程混凝土加工用混合装置侧视的示意图。

[0017] 图3为一种建筑工程混凝土加工用混合装置第二视角的示意图。

[0018] 图4为一种建筑工程混凝土加工用混合装置第三视角的示意图。

[0019] 图5为一种建筑工程混凝土加工用混合装置动力组件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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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图6为一种建筑工程混凝土加工用混合装置上料组件的示意图。

[0021] 图7为一种建筑工程混凝土加工用混合装置搅拌组件的示意图。

[0022] 图8为一种建筑工程混凝土加工用混合装置操作台的示意图。

[0023] 附图标记说明：

[0024] 1-操作台，101-地脚，102-圆环，2-搅拌桶，201-浆料泵连接管，202-吊装通道，

203-齿轮环，3-搅拌组件，301-吊装导轨，302-吊装滑块，303-竖杆，304-方套，305-第一铰

接块，306-搅拌电机，307-搅拌杆，308-主动轮，309-从动轮，310-皮带，311-搅拌轮，312-拉

升杆，313-固定轴座，314-曲轴，315-载物台，316-圆杆臂，317-延伸导杆，4-上料组件，401-

固定座，402-加强筋，403-定滑轮，404-升降电机，405-收线盘，406-拉绳，407-竖直导轨，

408-升降滑块，409-升降台，410-移动轴座，411-旋转料箱，412-气缸，413-第二铰接块，5-

动力组件，501-动力电机，502-第一滚轮，503-第二滚轮，504-减速皮带，505-大轮盘，506-

水平皮带，507-从动滚轮，508-弯折杆，509-第一锥齿轮，510-第二锥齿轮，511-减速齿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参照图1至8所示的一种建筑工程混凝土加工用混合装置，包括操作台1，所述操作

台1的底端设置有四个地脚101，地脚101均匀排列在操作台1的底端，所述操作台1的顶端安

装有搅拌桶2，且操作台1的顶端设置有圆环102，搅拌桶2的底端设置有和圆环102相匹配的

圆环槽，所述搅拌桶2的顶端安装有浆料泵连接管201和吊装通道202，浆料泵连接管201和

吊装通道202相对设置，浆料泵连接管201和吊装通道202的一端穿插在搅拌桶2的内部，所

述搅拌桶2的上方安装有搅拌组件3，搅拌组件3包括吊装导轨301，且吊装导轨301固定安

装，吊装导轨301上安装有两组吊装滑块302，吊装滑块302和吊装导轨301滑动连接，每组所

述吊装滑块302的底部固定安装有竖杆303，即竖杆的数目为两个，且竖杆303通过横板和吊

装导轨301的底端固定连接，所述竖杆303的上套装有方套304，方套304和竖杆303滑动连

接，浆料泵连接管201和吊装通道202用来上料和卸料，浆料泵连接管201连接到混凝土的浆

料泵上。每组所述吊装滑块302包括两个吊装滑块302。

[0026] 竖杆303的一侧设置有侧板，竖杆303一侧侧板的顶端安装有搅拌电机306，且竖杆

303一侧侧板的底端安装有两个搅拌杆307，搅拌杆307和竖杆303旋转连接，一个搅拌杆307

上固定安装有从动轮309，另一个搅拌杆307的顶端固定安装有主动轮308，主动轮308和从

动轮309之间通过皮带310连接，其中一个搅拌杆307安装在搅拌电机306的输出端上，两个

搅拌杆307的底端均安装有搅拌轮311，搅拌电机306通过主动轮308、从动轮309和皮带310

带动两组搅拌杆307和搅拌轮311同步旋转，搅拌轮311在旋转的时候实现搅拌物料的功能。

[0027] 吊装滑块302的顶端固定安装有两个载物台315，且两个载物台315的顶端均设置

有圆杆臂316，所述吊装导轨301的上方安装有两个固定轴座313，两个固定轴座313固定安

装，所述固定轴座313的中间安装有曲轴314，且曲轴314的两侧均安装有延伸导杆317，每个

延伸导杆317的一端和曲轴314铰接，延伸导杆317的另一端和对应圆杆臂316铰接，曲轴314

在动力组件5的带动下旋转的时候会带动两个延伸导杆317运动，两个延伸导杆317推动两

个载物台315往复移动，此时的两个载物台315通过吊装滑块302在吊装导轨301上往复滑

行。

[0028] 方套304的一侧和载物台315的底端均固定安装有第一铰接块305，两个第一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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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305(即方套304的一侧的第一铰接块与载物台315的底端的第一铰接块)之间通过拉升杆

312连接，两个载物台315的运动是相互对称的，载物台315通过拉升杆312和两个第一铰接

块305带动方套304上下移动，那么两组搅拌杆307和搅拌轮311在运转的同时也在竖杆303

的外侧上下滑动，实现了充分搅拌的功能，混凝土长时间搁置之后，搅拌轮311会将物料上

下翻转，避免出料的时候物料会分层。

[0029] 搅拌桶2的一侧设置有动力组件5，动力组件5包括动力电机501，且动力电机501的

输出端安装有第一滚轮502和第二滚轮503，第一滚轮502和第二滚轮503固定连接，所述第

一滚轮502的顶端安装有减速皮带504，且减速皮带504的顶端安装有大轮盘505，大轮盘505

和曲轴314的端头固定连接，动力电机501通过第一滚轮502和减速皮带504带动大轮盘505

旋转，大轮盘505和曲轴314同步旋转，第一滚轮502比大轮盘505的直径小，那么第一滚轮

502就会增加大轮盘505的扭矩，动力电机501给曲轴314提供旋转的动力。

[0030] 第二滚轮503的一侧安装有水平皮带506，且水平皮带506的一端安装有从动滚轮

507，所述从动滚轮507的一侧安装有弯折杆508，从动滚轮507和弯折杆508旋转连接，弯折

杆508的底端和操作台1的侧面固定连接，所述从动滚轮507的一侧固定安装有第一锥齿轮

509，且第一锥齿轮509的一侧安装有第二锥齿轮510，第二锥齿轮510的底端通过圆杆和操

作台1的顶面旋转连接，所述第二锥齿轮510的顶端安装有减速齿轮511，搅拌桶2的外侧设

置有齿轮环203，减速齿轮511和齿轮环203相互啮合，动力电机501通过第二滚轮503和水平

皮带506带动从动滚轮507旋转，从动滚轮507带动第一锥齿轮509和第二锥齿轮510同步旋

转，减速齿轮511和第二锥齿轮510同步旋转，减速齿轮511通过齿轮环203带动搅拌桶2旋

转，搅拌桶2在旋转的时候增加了搅拌的效率，动力电机501间接地给搅拌桶2旋转提供动

力。

[0031] 操作台1的一侧安装有上料组件4，上料组件4包括固定座401，固定座401的底端安

装有加强筋402，所述固定座401的顶端安装有定滑轮403，所述固定座401的底端固定安装

有升降电机404，且升降电机404的输出端安装有收线盘405，所述固定座401远离升降电机

404的一侧安装有竖直导轨407，竖直导轨407上安装有升降滑块408，升降滑块408和竖直导

轨407滑动连接，所述升降滑块408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升降台409，收线盘405上设置有拉绳

406，拉绳406绕过定滑轮403，拉绳406的端头和升降台409的顶面固定连接，升降电机404通

过拉绳406带动升降台409上下移动，升降台409通过升降滑块408在竖直导轨407上滑动。

[0032] 升降台409的顶端安装有两个移动轴座410，且移动轴座410的中间安装有旋转料

箱411，旋转料箱411和移动轴座410旋转连接，所述旋转料箱411的一侧安装有气缸412，且

气缸412的底端和输出端均安装有第二铰接块413，一个第二铰接块413和升降台409的顶面

固定连接，另一个第二铰接块413和旋转料箱411的侧壁固定连接，在上料的时候，先把待处

理的混凝土物料放进旋转料箱411内，旋转料箱411的容量是一定的，可以用旋转料箱411来

计量物料的体积，可以精准计算混凝土物料的配比，旋转料箱411和升降台409底端达到一

定高度的时候，气缸412的输出端伸张，那么旋转料箱411就会绕着移动轴座410翻转，直到

旋转料箱411从吊装通道202落进搅拌桶2内，实现了精准进料的功能。

[0033] 使用时，浆料泵连接管201和吊装通道202用来上料和卸料，把浆料泵连接管201连

接到混凝土的浆料泵，搅拌电机306通过主动轮308、从动轮309和皮带310带动两组搅拌杆

307和搅拌轮311同步旋转，搅拌轮311在旋转的时候实现搅拌物料的功能，曲轴314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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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501带动下旋转的时候会带动两个延伸导杆317运动，两个延伸导杆317推动载物台315

往复移动，此时的载物台315通过吊装滑块302在吊装导轨301上往复滑行，两个载物台315

的运动是相互对称的，载物台315通过拉升杆312和两个第一铰接块305带动方套304上下移

动，那么两组搅拌杆307和搅拌轮311在运转的同时也在竖杆303的外侧上下滑动，实现了充

分搅拌的功能，混凝土长时间搁置之后，搅拌轮311会将物料上下翻转，避免出料的时候物

料会分层，动力电机501通过第一滚轮502和减速皮带504带动大轮盘505旋转，大轮盘505和

曲轴314同步旋转，第一滚轮502比大轮盘505的直径小，那么第一滚轮502就会增加大轮盘

505的扭矩，动力电机501给曲轴314提供旋转的动力，动力电机501通过第二滚轮503和水平

皮带506带动从动滚轮507旋转，从动滚轮507带动第一锥齿轮509和第二锥齿轮510同步旋

转，减速齿轮511和第二锥齿轮510同步旋转，减速齿轮511通过齿轮环203带动搅拌桶2旋

转，搅拌桶2在旋转的时候增加了搅拌的效率，动力电机501间接的给搅拌桶2旋转提供动

力，拉绳406绕过定滑轮403，拉绳406的端头和升降台409的顶面固定连接，升降电机404通

过拉绳406带动升降台409上下移动，升降台409通过升降滑块408在竖直导轨407上滑动，在

上料的时候，先把待处理的混凝土物料放进旋转料箱411内，旋转料箱411的容量是一定的，

可以用旋转料箱411来计量物料的体积，可以精准计算混凝土物料的配比，旋转料箱411和

升降台409底端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气缸412的输出端伸张，那么旋转料箱411就会绕着移

动轴座410翻转，直到旋转料箱411从吊装通道202落进搅拌桶2内，实现了精准进料的功能。

[0034]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的技术范围作出任何限

制，故凡是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细微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

仍属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12060339 A

8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9

CN 112060339 A

9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5 页

10

CN 112060339 A

10



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5 页

11

CN 112060339 A

11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4/5 页

12

CN 112060339 A

12



图7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5/5 页

13

CN 112060339 A

13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