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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混凝土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彩

色的混凝土定量配比用混料设备及方法，包括混

合筒和称量盘，混合筒的顶部外壁上通过螺栓固

定连接有顶盖，且顶盖顶部外壁的中心处通过螺

栓固定连接有电动机，电动机的输出轴上通过联

轴器固定连接有主轴，主轴位于混合筒的内部，

且主轴的侧面外壁上焊接有关于主轴中心线呈

对称分布的搅拌桨，混合筒的一侧外壁上开有进

水口，混合筒的同一侧外壁上插接有出料管，且

出料管位于进水口的下方，顶盖的顶部外壁上焊

接有加料斗。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能够使得彩色

混凝土的透水率的到显著的提升，在降水量较大

时，雨水能够通过混凝土路面渗入地下，使路面

无积水方便行人行走，同时能够有效补充地下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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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彩色的混凝土定量配比用混料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混合筒（1）和称量盘

（21），所述混合筒（1）的顶部外壁上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顶盖（2），且顶盖（2）顶部外壁的中

心处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电动机（3），所述电动机（3）的输出轴上通过联轴器固定连接有主

轴（18），所述主轴（18）位于混合筒（1）的内部，且主轴（18）的侧面外壁上焊接有关于主轴

（18）中心线呈对称分布的搅拌桨（17），所述混合筒（1）的一侧外壁上开有进水口（4），所述

混合筒（1）的同一侧外壁上插接有出料管（5），且出料管（5）位于进水口（4）的下方，所述顶

盖（2）的顶部外壁上焊接有加料斗（1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彩色的混凝土定量配比用混料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加

料斗（10）的底部外壁上焊接有加料管（16），且加料管（16）的一侧外壁上焊接有排气管

（11），所述排气管（11）贯穿至混合筒（1）的外部，所述排气管（11）靠近加料管（16）的一端卡

接有隔离网（13），且排气管（11）的另一端卡接有防护网（12），所述排气管（11）的内部焊接

有安装架（14），且安装架（14）的一侧外壁上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排气扇（1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彩色的混凝土定量配比用混料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出

料管（5）的一侧外壁上通过铰链转动连接有出料盖（6），且出料盖（6）远离铰链的一侧外壁

上转动连接有转动销（7）。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彩色的混凝土定量配比用混料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混

合筒（1）的底部外壁上焊接有成等距离分布的支撑腿（8），且支撑腿（8）的底部外壁上粘接

有减震垫（9）。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彩色的混凝土定量配比用混料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称

量盘（21）的顶部外壁上开有承料槽（19），且称量盘（21）的一侧外壁上焊接有倒料嘴（20），

所述倒料嘴（20）贯通至承料槽（19）的内部。

6.一种彩色的混凝土定量配比用混料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彩色混凝土的调配和称量：操作工人首先将各原料放置整齐，确认陶粒料、小石子、

42.5水泥、透水外加剂、彩色强化剂、颜料、水、以及减水剂均清洁无杂质，接着使用称量盘

（21）依次称取各原料，计量要准确，不可仅凭目测加料，必须每盘计量并记录，按照陶粒料

600-700份、小石子950-1100份、42.5水泥500-680份、透水外加剂150-180份、水165-175份

和减水剂20-30份配比，然后将陶粒料、小石子、42.5水泥均通过倒料嘴（20）和加料斗（10）

加入到混合筒（1）的内部，倒入时开启排气扇（15），排气扇（15）将飞起在加料斗（10）附近的

原料一并吸入混合筒（1）的内部；

S2.彩色混凝土的注水和搅拌：拌制时应先把30%-40%水通过进水口（4）加入混合筒（1）

内部搅拌2-3min，然后将透水外加剂和30%-40%的水加入混合筒（1）的内部再搅拌30-50s，

最后将剩余水量加入搅拌3-5min即可，拌制好的混凝土应该是手握成团，手松团散，骨料裹

浆均匀无流淌，浆体表面泛有光泽；

S3.彩色的混凝土的铺设：工人将首先转动销（7）将出料盖（6）打开，搅拌好的混凝土从

出料管（5）流出，接着工人搅拌好的混凝土运输至浇筑地点，运输时间控制在0-30min，在运

输中，应保持其匀质性，做到不分层、不离析、不漏浆，运到浇筑地点时，坍落度控制在180-

200mm，铺设混凝土应从一端开始，由内向外铺设，混凝土应连续浇筑，间歇时间不得超过

2h；

S4 .彩色的混凝土的再调配和再铺设：基层浇筑完成后再次按照按照陶粒料5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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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小石子800-950份、42.5水泥600-780份、透水外加剂150-180份、水165-175份、彩色强化

剂10-15份、颜料30-45份和减水剂20-30份配比，搅拌时应先把30%-40%水通过进水口（4）加

入混合筒（1）内部搅拌2-3min，然后将透水外加剂和30%-40%的水加入混合筒（1）的内部再

搅拌30-50s，最后将剩余的水、彩色强化剂和颜料加入搅拌3-5min左右即可形成彩色混凝

土，接着工人搅拌好的彩色混凝土运输至浇筑地点，并浇筑在基层的表面，然后用木杠刮

平，再用滚筒往返滚压，并随时用2m  靠尺检查平整度，高出部分铲掉，凹处填平，直到滚压

平整出浆且无松散颗粒为止，对于墙根、边角、管根周围不易滚压处，应用木拍板拍打密实；

S5.彩色的混凝土的干燥和成型：铺设完成后，当气温较高时，应立即覆盖塑料薄膜，塑

料薄膜要边缘要超出彩色混凝土面层50-60cm，以保持混凝土水分不会蒸发过快，当气温适

宜时，应洒水养护，养护时间为14-21天，每天洒水2-3次，每次间隔8-12h，观察薄膜内有大

量露珠浮在面层石子表面为最佳。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彩色的混凝土定量配比用混料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陶

粒料在使用前应提前24h浇水润透让水分充分饱和，之后在避免阳光直射处静置待浇筑时

使用，若长时间未使用，再次使用时应重复上述步骤。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彩色的混凝土定量配比用混料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原料

加入混合筒（1）之前应安全性能进行检查，首先进行试运行，确保电动机（3）和搅拌桨（17）

运行正常，在原料加入混合筒（1）时应先加陶粒料，后加小石子，最后加入4.25水泥，每两次

加入原料的间隔搅拌时间1.5-2.5min。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彩色的混凝土定量配比用混料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颜

料为氧化铁：可制成红色、黄色、褐色和黑色混凝土、二氧化锰：可制成黑色、褐色混凝土混

凝土、氧化铬：可制成绿色混凝土、钴蓝：可制成蓝色混凝土、群青蓝：可制成蓝色混凝土、炭

黑：可制成黑色混凝土、孔雀蓝：可制成蓝色混凝土或天津绿：可制成绿色混凝土，根据实际

需要取用一种或多种颜料。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彩色的混凝土定量配比用混料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减水剂为木质素系减水剂，且减水剂的用量应随施工天气温度的增降低而降低。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0666971 A

3



一种彩色的混凝土定量配比用混料设备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混凝土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彩色的混凝土定量配比用混料设备及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彩色混凝土是一种防水、防滑、防腐的绿色环保地面装饰材料，是在未干的水泥地

面上加上一层彩色混凝土（装饰混凝土），彩色混凝土能使水泥地面永久地呈现各种色泽、

图案、质感，逼真地模拟自然的材质和纹理，随心所欲地勾划各类图案，而且愈久弥新。

[0003] 中国专利号CN201810068提供一种彩色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以质量份数计，由以

下原料制成：水泥400～500份、粗集料850～1000份、细集料450～600份、颜料50～100份、水

180～270份、聚合物60～100份、减水剂3.5～4.5份、消泡剂1～1.4份，将水泥、粗集料、细集

料、颜料倒入搅拌机内预混，时间不小于2min。

[0004] 但是一种彩色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虽然制得的彩色混凝土色彩鲜艳，且具有较好

的力学性能，透水效果并不理想，当降水量过大时，雨水会在彩色混凝土的表面积蓄，造成

行人通行困难。因此，亟需研发一种废弃混凝土粗骨料制备装置及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彩色的混凝土定量配比用混料设备及方法，以解决上

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透水效果并不理想，当降水量过大时，雨水会在彩色混凝土的表面积

蓄，造成行人通行困难的问题。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彩色的混凝土定量配比用混料设备及方法，包括混合

筒和称量盘，所述混合筒的顶部外壁上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顶盖，且顶盖顶部外壁的中心

处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电动机，所述电动机的输出轴上通过联轴器固定连接有主轴，所述

主轴位于混合筒的内部，且主轴的侧面外壁上焊接有关于主轴中心线呈对称分布的搅拌

桨，所述混合筒的一侧外壁上开有进水口，所述混合筒的同一侧外壁上插接有出料管，且出

料管位于进水口的下方，所述顶盖的顶部外壁上焊接有加料斗。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加料斗的底部外壁上焊接有加料管，且加料管的一侧外壁上焊接

有排气管，所述排气管贯穿至混合筒的外部，所述排气管靠近加料管的一端卡接有隔离网，

且排气管的另一端卡接有防护网，所述排气管的内部焊接有安装架，且安装架的一侧外壁

上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排气扇。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出料管的一侧外壁上通过铰链转动连接有出料盖，且出料盖远离

铰链的一侧外壁上转动连接有转动销。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混合筒的底部外壁上焊接有成等距离分布的支撑腿，且支撑腿的

底部外壁上粘接有减震垫。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称量盘的顶部外壁上开有承料槽，且称量盘的一侧外壁上焊接有

倒料嘴，所述倒料嘴贯通至承料槽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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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一种彩色的混凝土定量配比用混料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彩色混凝土的调配和称量：操作工人首先将各原料放置整齐，确认陶粒料、小石子、

42.5水泥、透水外加剂、彩色强化剂、颜料、水、以及减水剂均清洁无杂质，接着使用称量盘

依次称取各原料，计量要准确，不可仅凭目测加料，必须每盘计量并记录，按照陶粒料600-

700份、小石子950-1100份、42.5水泥500-680份、透水外加剂150-180份、水165-175份和减

水剂20-30份配比，然后将陶粒料、小石子、42.5水泥均通过倒料嘴和加料斗加入到混合筒

的内部，倒入时开启排气扇，排气扇将飞起在加料斗附近的原料一并吸入混合筒的内部；

S2.彩色混凝土的注水和搅拌：拌制时应先把30%-40%水通过进水口加入混合筒内部搅

拌2-3min，然后将透水外加剂和30%-40%的水加入混合筒的内部再搅拌30-50s，最后将剩余

水量加入搅拌3-5min即可，拌制好的混凝土应该是手握成团，手松团散，骨料裹浆均匀无流

淌，浆体表面泛有光泽；

S3.彩色的混凝土的铺设：工人将首先转动销将出料盖打开，搅拌好的混凝土从出料管

流出，接着工人搅拌好的混凝土运输至浇筑地点，运输时间控制在0-30min，在运输中，应保

持其匀质性，做到不分层、不离析、不漏浆，运到浇筑地点时，坍落度控制在180-200mm，铺设

混凝土应从一端开始，由内向外铺设，混凝土应连续浇筑，间歇时间不得超过2h；

S4.彩色的混凝土的再调配和再铺设：基层浇筑完成后再次按照按照陶粒料500-700

份、小石子800-950份、42.5水泥600-780份、透水外加剂150-180份、水165-175份、彩色强化

剂10-15份、颜料30-45份和减水剂20-30份配比，搅拌时应先把30%-40%水通过进水口加入

混合筒内部搅拌2-3min，然后将透水外加剂和30%-40%的水加入混合筒的内部再搅拌30-

50s，最后将剩余的水、彩色强化剂和颜料加入搅拌3-5min左右即可形成彩色混凝土，接着

工人搅拌好的彩色混凝土运输至浇筑地点，并浇筑在基层的表面，然后用木杠刮平，再用滚

筒往返滚压，并随时用2m  靠尺检查平整度，高出部分铲掉，凹处填平，直到滚压平整出浆且

无松散颗粒为止，对于墙根、边角、管根周围不易滚压处，应用木拍板拍打密实；

S5.彩色的混凝土的干燥和成型：铺设完成后，当气温较高时，应立即覆盖塑料薄膜，塑

料薄膜要边缘要超出彩色混凝土面层50-60cm，以保持混凝土水分不会蒸发过快，当气温适

宜时，应洒水养护，养护时间为14-21天，每天洒水2-3次，每次间隔8-12h，观察薄膜内有大

量露珠浮在面层石子表面为最佳。

[0012] 进一步地，所述陶粒料在使用前应提前24h浇水润透让水分充分饱和，之后在避免

阳光直射处静置待浇筑时使用，若长时间未使用，再次使用时应重复上述步骤。

[0013] 进一步地，在原料加入混合筒之前应安全性能进行检查，首先进行试运行，确保电

动机和搅拌桨运行正常，在原料加入混合筒时应先加陶粒料，后加小石子，最后加入4.25水

泥，每两次加入原料的间隔搅拌时间1.5-2.5min。

[0014] 进一步地，所述颜料为氧化铁：可制成红色、黄色、褐色和黑色混凝土、二氧化锰：

可制成黑色、褐色混凝土混凝土、氧化铬：可制成绿色混凝土、钴蓝：可制成蓝色混凝土、群

青蓝：可制成蓝色混凝土、炭黑：可制成黑色混凝土、孔雀蓝：可制成蓝色混凝土或天津绿：

可制成绿色混凝土，根据实际需要取用一种或多种颜料。

[0015] 进一步地，所述减水剂为木质素系减水剂，且减水剂的用量应随施工天气温度的

增降低而降低。

[0016] 本发明通过改进在此提供一种彩色的混凝土定量配比用混料设备及方法，与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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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相比，具有如下改进及优点：

（1）通过精准控制的加水量和陶粒料，能够使得彩色混凝土的透水率的到显著的提升，

在降水量较大时，雨水能够通过混凝土路面渗入地下，使路面无积水方便行人行走，同时能

够有效补充地下水，缓解城市的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和城市热岛效应等等的一些城市环境问

题。

[0017] （2）通过设置的称量盘和排气管，称量盘的倒料嘴能够在将原料倒入加料斗时减

少原料的倾撒，排气管能够将飞扬在加料斗附近的原料一并吸入混合筒的内部，即防止了

原料的浪费，又能够保证配比精准同时液保护了环境，防止工人工作环境中扬尘过多。

[0018] （3）通过彩色的混凝土的干燥和成型步骤，能够有效地防止因水分过早蒸发干缩

造成裂缝或者形成毛细网，使得混凝土强度和表面的美观度下降，同时能够使得混凝土的

使用寿命得到显著的提升。

附图说明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解释:

图1是本发明的方法流程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的混合筒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的混合筒结构剖视图；

图4是本发明的A结构局部放大示意图；

图5是本发明的称量盘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标记说明：

1混合筒、2顶盖、3电动机、4进水口、5出料管、6出料盖、7转动销、8支撑腿、9减震垫、10

加料斗、11排气管、12防护网、13隔离网、14安装架、15排气扇、16加料管、17搅拌桨、18主轴、

19承料槽、20倒料嘴、21称量盘。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结合附图1至图5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

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

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

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2] 需要说明的是，当组件被称为“固定于”另一个组件，它可以直接在另一个组件上

或者也可以存在居中的组件。当一个组件被认为是“连接”另一个组件，它可以是直接连接

到另一个组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组件。当一个组件被认为是“设置于”另一个组件，它

可以是直接设置在另一个组件上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组件。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垂直

的”、“水平的”、“左”、“右”以及类似的表述只是为了说明的目的。

[0023]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

体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发明。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及／或”包括一个或多个相

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0024] 本发明通过改进在此提供一种彩色的混凝土定量配比用混料设备及方法，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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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所示，一种彩色的混凝土定量配比用混料设备，包括混合筒1和称量盘21，混合筒1的顶

部外壁上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顶盖2，且顶盖2顶部外壁的中心处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电动

机3，电动机3的型号为Y100L1-4  ，电动机3的输出轴上通过联轴器固定连接有主轴18，主轴

18位于混合筒1的内部，且主轴18的侧面外壁上焊接有关于主轴18中心线呈对称分布的搅

拌桨17，用于对原料搅拌混合，混合筒1的一侧外壁上开有进水口4，混合筒1的同一侧外壁

上插接有出料管5，且出料管5位于进水口4的下方，顶盖2的顶部外壁上焊接有加料斗10，用

于将原料引导至混合筒1的内部。

[0025] 进一步地，加料斗10的底部外壁上焊接有加料管16，且加料管16的一侧外壁上焊

接有排气管11，排气管11贯穿至混合筒1的外部，排气管11靠近加料管16的一端卡接有隔离

网13，且排气管11的另一端卡接有防护网12，排气管11的内部焊接有安装架14，且安装架14

的一侧外壁上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有排气扇15，能够将飞扬在加料斗10附近的原料一并吸入

混合筒1的内部，即防止了原料的浪费。

[0026] 进一步地，出料管5的一侧外壁上通过铰链转动连接有出料盖6，且出料盖6远离铰

链的一侧外壁上转动连接有转动销7，用于锁紧出料盖6。

[0027] 进一步地，混合筒1的底部外壁上焊接有成等距离分布的支撑腿8，且支撑腿8的底

部外壁上粘接有减震垫9，降低混合筒1在运行时对地面的冲击。

[0028] 进一步地，称量盘21的顶部外壁上开有承料槽19，且称量盘21的一侧外壁上焊接

有倒料嘴20，够在将原料倒入加料斗时减少原料的倾撒，倒料嘴20贯通至承料槽19的内部。

[0029] 一种彩色的混凝土定量配比用混料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彩色混凝土的调配和称量：操作工人首先将各原料放置整齐，确认陶粒料、小石子、

42.5水泥、透水外加剂、彩色强化剂、颜料、水、以及减水剂均清洁无杂质，接着使用称量盘

21依次称取各原料，计量要准确，不可仅凭目测加料，必须每盘计量并记录，按照陶粒料600

份、小石子950份、42.5水泥680份、透水外加剂180份、水170份和减水剂20份配比，然后将陶

粒料、小石子、42.5水泥均通过倒料嘴20和加料斗10加入到混合筒1的内部，倒入时开启排

气扇15，排气扇15将飞起在加料斗10附近的原料一并吸入混合筒1的内部；

S2.彩色混凝土的注水和搅拌：为保证成型后的混凝土的透水性，拌制时应先把30%水

通过进水口4加入混合筒1内部搅拌3min，然后将透水外加剂和40%的水加入混合筒1的内部

再搅拌30s，最后将剩余水量加入搅拌3min即可，拌制好的混凝土应该是手握成团，手松团

散，骨料裹浆均匀无流淌，浆体表面泛有光泽；

S3.彩色的混凝土的铺设：工人将首先转动销7将出料盖6打开，搅拌好的混凝土从出料

管5流出，接着工人搅拌好的混凝土运输至浇筑地点，运输时间控制在30min以内，在运输

中，应保持其匀质性，做到不分层、不离析、不漏浆，运到浇筑地点时，坍落度控制在200mm以

下，铺设混凝土应从一端开始，由内向外铺设，混凝土应连续浇筑，间歇时间不得超过2h；

S4.彩色的混凝土的再调配和再铺设：基层浇筑完成后再次按照按照陶粒料700份、小

石子800份、42.5水泥750份、透水外加剂150-180份、水165-175份、彩色强化剂15份、颜料45

份和减水剂30份配比，搅拌时应先把40%水通过进水口4加入混合筒1内部搅拌2min，然后将

透水外加剂和40%的水加入混合筒1的内部再搅拌30s，最后将剩余的水、彩色强化剂和颜料

加入搅拌5min左右即可形成彩色混凝土，接着工人搅拌好的彩色混凝土运输至浇筑地点，

并浇筑在基层的表面，然后用木杠刮平，再用滚筒往返滚压，并随时用2m  靠尺检查平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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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出部分铲掉，凹处填平，直到滚压平整出浆且无松散颗粒为止，对于墙根、边角、管根周围

不易滚压处，应用木拍板拍打密实；

S5.彩色的混凝土的干燥和成型：铺设完成后，当气温较高时，应立即覆盖塑料薄膜，塑

料薄膜要边缘要超出彩色混凝土面层60cm，以保持混凝土水分不会蒸发过快，当气温适宜

时，应洒水养护，养护时间为21天，每天洒水3次，每次间隔8h，观察薄膜内有大量露珠浮在

面层石子表面为最佳。

[0030] 进一步地，陶粒料在使用前应提前24h浇水润透让水分充分饱和，之后在避免阳光

直射处静置待浇筑时使用，若长时间未使用，再次使用时应重复上述步骤，防止在搅拌的过

程中陶粒料吸水严重，使得原料之间混合不均。

[0031] 进一步地，在原料加入混合筒1之前应安全性能进行检查，首先进行试运行，确保

电动机3和搅拌桨17运行正常，在原料加入混合筒1时应先加陶粒料，后加小石子，最后加入

4.25水泥，每两次加入原料的间隔搅拌时间2min，保证各个原料之间混合均匀。

[0032] 进一步地，颜料为氧化铁：可制成红色、黄色、褐色和黑色混凝土、二氧化锰：可制

成黑色、褐色混凝土混凝土、氧化铬：可制成绿色混凝土、钴蓝：可制成蓝色混凝土、群青蓝：

可制成蓝色混凝土、炭黑：可制成黑色混凝土、孔雀蓝：可制成蓝色混凝土或天津绿：可制成

绿色混凝土，根据实际需要取用一种或多种颜料。

[0033] 进一步地，减水剂为木质素系减水剂，且减水剂的用量应随施工天气温度的增降

低而降低，木质素系减水剂具有缓凝性，低温下缓凝性更强，掺量过多，缓凝严重对混凝土

的成型造成不利影响。

[0034]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为：操作工人首先将各原料放置整齐，确认陶粒料、小石子、

42.5水泥、透水外加剂、彩色强化剂、颜料、水、以及减水剂均清洁无杂质，颜料为氧化铁：可

制成红色、黄色、褐色和黑色混凝土、二氧化锰：可制成黑色、褐色混凝土混凝土、氧化铬：可

制成绿色混凝土、钴蓝：可制成蓝色混凝土、群青蓝：可制成蓝色混凝土、炭黑：可制成黑色

混凝土、孔雀蓝：可制成蓝色混凝土或天津绿：可制成绿色混凝土，根据实际需要取用一种

或多种颜料，减水剂为木质素系减水剂，且减水剂的用量应随施工天气温度的增降低而降

低，接着使用称量盘21依次称取各原料，计量要准确，不可仅凭目测加料，必须每盘计量并

记录，按照陶粒料600份、小石子950份、42.5水泥680份、透水外加剂180份、水170份和减水

剂20份配比，陶粒料在使用前应提前24h浇水润透让水分充分饱和，之后在避免阳光直射处

静置待浇筑时使用，若长时间未使用，再次使用时应重复上述步骤，然后对混合筒1进行安

全性能检查，首先进行试运行，确保电动机3和搅拌桨17运行正常，在原料加入混合筒1时应

先加陶粒料，后加小石子，最后加入4.25水泥，每两次加入原料的间隔搅拌时间2min，然后

将陶粒料、小石子、42.5水泥均通过倒料嘴20和加料斗10加入到混合筒1的内部，倒入时开

启排气扇15，排气扇15将飞起在加料斗10附近的原料一并吸入混合筒1的内部，再开启电动

机3，电动机3通过主轴18带动搅拌桨17对原料搅拌，拌制时应先把30%水通过进水口4加入

混合筒1内部搅拌3min，然后将透水外加剂和40%的水加入混合筒1的内部再搅拌30s，最后

将剩余水量加入搅拌3min即可，拌制好的混凝土应该是手握成团，手松团散，骨料裹浆均匀

无流淌，浆体表面泛有光泽，之后工人转动销7将出料盖6打开，搅拌好的混凝土从出料管5

流出，接着工人搅拌好的混凝土运输至浇筑地点，运输时间控制在30min以内，在运输中，应

保持其匀质性，做到不分层、不离析、不漏浆，运到浇筑地点时，坍落度控制在200mm以下，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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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混凝土应从一端开始，由内向外铺设，混凝土应连续浇筑，间歇时间不得超过2h，基层浇

筑完成后；再次按照按照陶粒料700份、小石子800份、42.5水泥750份、透水外加剂150-180

份、水165-175份、彩色强化剂10-15份、颜料30-45份和减水剂30份配比，搅拌时应先把40%

水通过进水口4加入混合筒1内部搅拌2min，然后将透水外加剂和30%-40%的水加入混合筒1

的内部再搅拌30s，最后将剩余的水、彩色强化剂和颜料加入搅拌5min左右即可形成彩色混

凝土，接着工人搅拌好的彩色混凝土运输至浇筑地点，并浇筑在基层的表面，然后用木杠刮

平，再用滚筒往返滚压，并随时用2m  靠尺检查平整度，高出部分铲掉，凹处填平，直到滚压

平整出浆且无松散颗粒为止，对于墙根、边角、管根周围不易滚压处，应用木拍板拍打密实；

当铺设完成后，当气温较高时，应立即覆盖塑料薄膜，塑料薄膜要边缘要超出彩色混凝土面

层60cm，以保持混凝土水分不会蒸发过快，当气温适宜时，应洒水养护，养护时间为21天，每

天洒水3次，每次间隔8h，观察薄膜内有大量露珠浮在面层石子表面为最佳，直至养护期结

束。

[0035]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

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

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本发明

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

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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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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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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