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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混凝土喷射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混凝土喷射机，包括

混料桶,所述混料桶的内底板上安装有第一转动

轴，所述第一转动轴的两端对称安装有第一搅拌

杆，两个所述第一搅拌杆之间均安装有第二搅拌

杆，两个所述第二搅拌杆与所述第一转动轴之间

均水平交错安装有多个方形搅拌叶片，每个所述

方形搅拌叶片的顶部和底部之间均垂直安装有

螺旋搅拌叶片，且所述第一转动轴的两侧并排安

装有第二转动轴，两个所述第二转动轴的顶部均

安装有旋转盘，每个所述旋转盘的外壁上均水平

交错安装有多个弧形刀。本实用新型通过第一转

动轴、第一搅拌杆、第二搅拌杆、方形搅拌叶片、

螺旋搅拌叶片、第二转动轴、旋转盘和弧形刀，实

现了水泥和砂石料的均匀混合，提高了混凝土的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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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混凝土喷射机，包括混料桶（1）,其特征在于，所述混料桶（1）的内底板上垂直安

装有第一转动轴（3），所述第一转动轴（3）的两端对称安装有第一搅拌杆（31），两个所述第

一搅拌杆（31）之间均垂直安装有第二搅拌杆（32），两个所述第二搅拌杆（32）与所述第一转

动轴（3）之间均水平交错安装有多个方形搅拌叶片（33），每个所述方形搅拌叶片（33）的顶

部和底部之间均垂直安装有螺旋搅拌叶片（34），且所述第一转动轴（3）的两侧并排垂直安

装有第二转动轴（5），两个所述第二转动轴（5）的顶部均安装有旋转盘（51），每个所述旋转

盘（51）的外壁上均水平交错安装有多个弧形刀（5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凝土喷射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混料桶（1）的底部安装

有底座（12），所述底座（12）的内底板上水平安装有驱动电机（37），所述驱动电机（37）的输

出端通过联轴器转动连接有第一锥齿轮（36），所述第一锥齿轮（36）远离所述驱动电机（37）

的一侧啮合连接有第二锥齿轮（35），所述第二锥齿轮（35）的两侧对称安装有从动轮（52），

且所述第一转动轴（3）和两个所述第二转动轴（5）的底端分别贯穿所述混料桶（1）、所述第

二锥齿轮（35）和两个所述从动轮（52）延伸至所述底座（12）的内底板通过滚珠轴承呈转动

连接，所述第一转动轴（3）位于所述第二锥齿轮（35）上方的外壁上设有两个皮带槽（38），两

个所述从动轮（52）通过传动带和两个所述皮带槽（38）与所述第一转动轴（3）传动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混凝土喷射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转动轴（3）的上方

水平安装有振动筛（9），所述振动筛（9）的底部中心处安装有第二振动器（91），且所述振动

筛（9）的两侧均通过球面副活动安装有三角固定块（92），两个所述三角固定块（92）远离所

述振动筛（9）的一侧均与所述混料桶（1）的内壁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混凝土喷射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振动筛（9）的上方由上

到下依次安装有第一斜板（7）和第二斜板（8），所述第一斜板（7）和所述第二斜板（8）的一端

均通过球面副与所述混料桶（1）的内壁活动连接，所述第一斜板（7）和所述第二斜板（8）的

底部中心处均安装有第一振动器（71）。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混凝土喷射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斜板（7）和所述第

二斜板（8）的下方均安装有支撑板（82），两个所述支撑板（82）的一侧均与所述混料桶（1）的

内壁固定连接，两个所述支撑板（82）的顶部与所述第一斜板（7）和所述第二斜板（8）的底部

之间均垂直安装有压缩弹簧（8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凝土喷射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混料桶（1）的一侧设有

喷射管（11），所述喷射管（11）的内壁上设有螺旋输送叶片（111）。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混凝土喷射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混料桶（1）的前端安装

有输料泵（4），所述输料泵（4）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与所述混料桶（1）和所述喷射管（11）

固定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凝土喷射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混料桶（1）的后端安装

有气泵（6），所述气泵（6）通过管道与所述混料桶（1）相连。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凝土喷射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混料桶（1）的底部安装

有机架（2），所述机架（2）的底部并排安装有动轮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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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混凝土喷射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主要涉及混凝土的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混凝土喷射机。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混凝土技术中，混凝土喷射机是将混凝土拌和物直接喷向建筑物表面或结

构物上，混凝土在混合搅拌时，需要加入水泥进行混合搅拌，建筑工程一般持续时间较长，

水泥在潮湿的环境中，极易凝结成较松散的湿润水泥颗粒，在搅拌混合的过程中，无法将凝

结的水泥颗粒打散，且湿润的水泥颗粒会与砂石料粘结，导致混凝土混合不均匀，降低了混

凝土的品质。

[0003] 根据专利文献申请号201820782612.3提供了一种混凝土喷射机，包括水泥料斗、

骨料料斗、缓冲料斗、转  轮、进风装置、动力装置和支撑架；水泥料斗、骨料料斗、缓冲料斗

和转轮依次安装在支撑架上，水泥经水泥料斗投放后经螺旋传送轴传送至骨料料斗，水泥

与骨料混合后经螺旋传送轴传送至缓冲料斗；送至转轮中；输料动力装  置分别与螺旋传送

轴和进风装置连接，进风装置安装在支撑架的一侧；转轮通过主轴动力装置安装在支撑架

的一端，转轮上轴向设置有料仓，虽然解决了摩擦板更换不便的问题和摩擦板的固定问题，

有效的降低了粉尘污染，但是未对搅拌结构加以改进。因此，有必要研制一种混凝土喷射

机，实现砂石料与水泥的均匀混合。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主要提供了一种混凝土喷射机，用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技术

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解决上述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混凝土喷射机，包括混料桶,所述混料桶的内底板上垂直安装有第一转动轴，

所述第一转动轴的两端对称安装有第一搅拌杆，两个所述第一搅拌杆之间均垂直安装有第

二搅拌杆，两个所述第二搅拌杆与所述第一转动轴之间均水平交错安装有多个方形搅拌叶

片，每个所述方形搅拌叶片的顶部和底部之间均垂直安装有螺旋搅拌叶片，且所述第一转

动轴的两侧并排垂直安装有第二转动轴，两个所述第二转动轴的顶部均安装有旋转盘，每

个所述旋转盘的外壁上均水平交错安装有多个弧形刀。

[0007] 进一步的，所述混料桶的底部安装有底座，所述底座的内底板上水平安装有驱动

电机，所述驱动电机的输出端通过联轴器转动连接有第一锥齿轮，所述第一锥齿轮远离所

述驱动电机的一侧啮合连接有第二锥齿轮，所述第二锥齿轮的两侧对称安装有从动轮，且

所述第一转动轴和两个所述第二转动轴的底端分别贯穿所述混料桶、所述第二锥齿轮和两

个所述从动轮延伸至所述底座的内底板通过滚珠轴承呈转动连接，所述第一转动轴位于所

述第二锥齿轮上方的外壁上设有两个皮带槽，两个所述从动轮通过传动带和两个所述皮带

槽与所述第一转动轴传动连接。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转动轴的上方水平安装有振动筛，所述振动筛的底部中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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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有第二振动器，且所述振动筛的两侧均通过球面副活动安装有三角固定块，两个所述

三角固定块远离所述振动筛的一侧均与所述混料桶的内壁相连。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振动筛的上方由上到下依次安装有第一斜板和第二斜板，所述第

一斜板和所述第二斜板的一端均通过球面副与所述混料桶的内壁活动连接，所述第一斜板

和所述第二斜板的底部中心处均安装有第一振动器。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斜板和所述第二斜板的下方均安装有支撑板，两个所述支撑

板的一侧均与所述混料桶的内壁固定连接，两个所述支撑板的顶部与所述第一斜板和所述

第二斜板的底部之间均垂直安装有压缩弹簧。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混料桶的一侧设有喷射管，所述喷射管的内壁上设有螺旋输送叶

片。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混料桶的前端安装有输料泵，所述输料泵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

与所述混料桶和所述喷射管固定连接。

[0013] 进一步的，所述混料桶的后端安装有气泵，所述气泵通过管道与所述混料桶相连。

[0014] 进一步的，所述混料桶的底部安装有机架，所述机架的底部并排安装有动轮组。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6] 其一，本实用新型实现了水泥和砂石料的均匀混合，混合效果好，通过第一转动轴

带动第一搅拌杆、第二搅拌杆、方形搅拌叶片和螺旋搅拌叶片转动，通过不断旋转的第一搅

拌杆、第二搅拌杆、方形搅拌叶片和螺旋搅拌叶片对水泥和砂石料进行搅拌混合，螺旋搅拌

叶片在搅拌的过程中会打散水泥中的湿润大颗粒，通过第二转动轴带动旋转盘转动，通过

旋转盘带动弧形刀转动，通过不断旋转的弧形刀对水泥中的湿润大颗粒进行打撒，实现水

泥和砂石料的均匀混合，提高了混凝土的品质；

[0017] 其二，本实用新型通过第一振动器工作，驱动第一斜板和第二斜板振动，在振动的

作用下，压缩弹簧不断的上下移动，通过不断移动的压缩弹簧提高第一斜板和第二斜板的

振动效果，第一斜板上的水泥和砂石料在振动的作用下落到第二斜板上，通过第二斜板的

振动落在振动筛上，延长了水泥和砂石料在空中停留的时间，防止过多的水泥和砂石料掉

落在振动筛，堵塞振动筛的筛孔，通过第二振动器驱动振动筛振动，筛除水泥和砂石料中的

杂质，筛选效果好。

[0018] 以下将结合附图与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的解释说明。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混料桶结构剖视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喷射管结构剖视图；

[0022] 图4为图2中的A区放大图。

[0023] 图中：1、混料桶；11、喷射管；111、螺旋输送叶片；12、底座；2、机架；21、动轮组；3、

第一转动轴；31、第一搅拌杆；32、第二搅拌杆；33、方形搅拌叶片；34、螺旋搅拌叶片；35、第

二锥齿轮；36、第一锥齿轮；37、驱动电机；38、皮带槽；4、输料泵；5、第二转动轴；51、旋转盘；

52、从动轮；53、弧形刀；6、气泵；7、第一斜板；71、第一振动器；8、第二斜板；81、压缩弹簧；

82、支撑板；9、振动筛；91、第二振动器；92、三角固定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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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了便于理解本实用新型，下面将参照相关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更加全面的描

述，附图中给出了本实用新型的若干实施例，但是本实用新型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来实现，

并不限于文本所描述的实施例，相反的，提供这些实施例是为了使对本实用新型公开的内

容更加透彻全面。

[0025] 需要说明的是，当元件被称为“固设于”另一个元件，它可以直接在另一个元件上

也可以存在居中的元件，当一个元件被认为是“连接”另一个元件，它可以是直接连接到另

一个元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元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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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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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的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通常连接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实用新型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知识为

了描述具体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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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7] 请着重参照附图1-4，一种混凝土喷射机，包括混料桶1,所述混料桶1的内底板上

垂直安装有第一转动轴3，所述第一转动轴3的两端对称安装有第一搅拌杆31，两个所述第

一搅拌杆31之间均垂直安装有第二搅拌杆32，两个所述第二搅拌杆32与所述第一转动轴3

之间均水平交错安装有多个方形搅拌叶片33，每个所述方形搅拌叶片33的顶部和底部之间

均垂直安装有螺旋搅拌叶片34，且所述第一转动轴3的两侧并排垂直安装有第二转动轴5，

两个所述第二转动轴5的顶部均安装有旋转盘51，每个所述旋转盘51的外壁上均水平交错

安装有多个弧形刀53，所述混料桶1的底部安装有底座12，所述底座12的内底板上水平安装

有驱动电机37，所述驱动电机37的输出端通过联轴器转动连接有第一锥齿轮36，所述第一

锥齿轮36远离所述驱动电机37的一侧啮合连接有第二锥齿轮35，所述第二锥齿轮35的两侧

对称安装有从动轮52，且所述第一转动轴3和两个所述第二转动轴5的底端分别贯穿所述混

料桶1、所述第二锥齿轮35和两个所述从动轮52延伸至所述底座12的内底板通过滚珠轴承

呈转动连接，所述第一转动轴3位于所述第二锥齿轮35上方的外壁上设有两个皮带槽38，两

个所述从动轮52通过传动带和两个所述皮带槽38与所述第一转动轴3传动连接，所述混料

桶1的一侧设有喷射管11，所述喷射管11的内壁上设有螺旋输送叶片111，所述混料桶1的前

端安装有输料泵4，所述输料泵4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与所述混料桶1和所述喷射管11固

定连接，所述混料桶1的后端安装有气泵6，所述气泵6通过管道与所述混料桶1相连，所述混

料桶1的底部安装有机架2，所述机架2的底部并排安装有动轮组21。在本实施例中，通过驱

动电机37工作，带动第一锥齿轮36转动，由于第一锥齿轮36与第二锥齿轮35啮合连接，带动

第二锥齿轮35转动，通过第二锥齿轮35带动第一转动轴3转动，由于从动轮52通过传动带和

两个皮带槽38与第一转动轴3传动连接，因此带动两个第二转动轴5转动，实现了第一转动

轴3和第二转动轴5的旋转，通过螺旋输送叶片111延长了混凝土在喷射管11内的时间，提高

了混凝土与水的混合效果，通过气泵6工作，将混合完成的混凝土吹至输料泵4的输入管道，

通过输料泵4将混凝土送至喷射管11，通过喷射管11喷射，通过动轮组21实现装置的移动。

[0028] 请着重参照附图2，所述第一转动轴3的上方水平安装有振动筛9，所述振动筛9的

底部中心处安装有第二振动器91，且所述振动筛9的两侧均通过球面副活动安装有三角固

定块92，两个所述三角固定块92远离所述振动筛9的一侧均与所述混料桶1的内壁相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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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振动筛9的上方由上到下依次安装有第一斜板7和第二斜板8，所述第一斜板7和所述第二

斜板8的一端均通过球面副与所述混料桶1的内壁活动连接，所述第一斜板7和所述第二斜

板8的底部中心处均安装有第一振动器71，所述第一斜板7和所述第二斜板8的下方均安装

有支撑板82，两个所述支撑板82的一侧均与所述混料桶1的内壁固定连接，两个所述支撑板

82的顶部与所述第一斜板7和所述第二斜板8的底部之间均垂直安装有压缩弹簧81。在本实

施例中，通过第一振动器71工作，驱动第一斜板7和第二斜板8振动，在振动的作用下，压缩

弹簧81不断的上下移动，通过不断移动的压缩弹簧81提高第一斜板7和第二斜板8的振动效

果，第一斜板7上的水泥和砂石料在振动的作用下落到第二斜板8上，通过第二斜板8的振动

落在振动筛9上，通过相对安装的第一斜板7和第二斜板8延长了水泥和砂石料在空中停留

的时间，防止过多的水泥和砂石料掉落在振动筛9，堵塞振动筛9的筛孔，通过第二振动器91

驱动振动筛9振动，筛除水泥和砂石料中的杂质，筛选效果好。

[0029] 本实用新型的具体操作方式如下：

[0030] 首先第一斜板7上的水泥和砂石料在振动的作用下落到第二斜板8上，通过第二斜

板8的振动落在振动筛9上，通过相对安装的第一斜板7和第二斜板8延长了水泥和砂石料在

空中停留的时间，防止过多的水泥和砂石料掉落在振动筛9，堵塞振动筛9的筛孔，通过第二

振动器91驱动振动筛9振动，筛除水泥和砂石料中的杂质，之后水泥和砂石料落在混料桶1

的内底板上，通过驱动电机37工作，带动第一锥齿轮36转动，由于第一锥齿轮36与第二锥齿

轮35啮合连接，带动第二锥齿轮35转动，通过第二锥齿轮35带动第一转动轴3转动，由于从

动轮52通过传动带和两个皮带槽38与第一转动轴3传动连接，因此带动两个第二转动轴5转

动，通过第一转动轴3带动第一搅拌杆31、第二搅拌杆32、方形搅拌叶片33和螺旋搅拌叶片

34转动，通过不断旋转的第一搅拌杆31、第二搅拌杆32、方形搅拌叶片33和螺旋搅拌叶片34

对水泥和砂石料进行搅拌混合，螺旋搅拌叶片34在搅拌的过程中会打散水泥中的湿润大颗

粒，通过第二转动轴5带动旋转盘51转动，通过旋转盘51带动弧形刀53转动，通过不断旋转

的弧形刀53对水泥中的湿润大颗粒进行打撒，实现水泥和砂石料的均匀混合。

[0031] 上述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示例性描述，显然本实用新型具体实现并不受

上述方式的限制，只要采用了本实用新型的方法构思和技术方案进行的这种非实质改进，

或未经改进将本实用新型的构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他场合的，均在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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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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