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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商品混凝土智能控制生产系统

的操作方法，包括步骤：1)商品混凝土信息化智

能控制调度系统设计；2)传感器率定；3)集料仓

智能控制；4)水和外加剂智能控制；5)水泥和粉

料智能控制。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可同

步通过测高传感器、测压传感器和应力传感器，

对集料仓内集料的重量进行控制，有效提高了集

料重量控制的精度；同时，本发明可同步实现对

集料含水率的原位测试和取样测试，并可通过通

风管和排风管对集料含水率进行调整，提高了含

水率控制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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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商品混凝土智能控制生产系统的操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操作步骤：

1)商品混凝土信息化智能控制调度系统设计：根据集料、水、外加剂、水泥和粉料的配

合比控制要求，在集料仓(1)、第一水称斗(2)、第一外加剂称斗(3)、第二外加剂称斗(4)、第

二水称斗(5)、水泥称斗(6)和粉料称斗(7)上各测试传感器的量程和精度，并编写传感器控

制程序；

2)传感器率定：根据测试量程和精度要求，对测压传感器(8)、含水率传感器(9)、测高

传感器(10)、应力传感器(11)、面积传感器(12)和测重传感器(13)进行标定，确定各测试传

感器的控制参数；

3)集料仓(1)智能控制：在集料仓(1)的外侧壁上设置滑移取样管(14)和表面振动器

(15)；在集料仓(1)的内侧壁上设置测压传感器(8)、含水率传感器(9)、第一反滤板(16)、第

二反滤板(17)、滑移套箍(18)和固定保护帽(19)，在固定保护帽(19)的下部设置测高传感

器(10)；滑移取样管(14)穿设于滑移套箍(18)的内部，并使滑移套箍(18)通过套箍限位筋

(20)与集料仓(1)连接；在横向箍梁(21)上设置应力传感器(11)；同步通过应力传感器

(11)、测压传感器(8)和测高传感器(10)控制预存料仓内集料的高度和重量，通过含水率传

感器(9)实时测试集料含水率；通过滑移取样管(14)取样动态测试集料的含水率；当集料含

水率不满足要求时，通过通风管(22)和排风管(23)对集料的干湿状态进行控制；

4)水和外加剂智能控制：第一水称斗(2)、第一外加剂称斗(3)和第二外加剂称斗(4)与

第二水称斗(5)分别通过第二水接管(24)、第一外加剂接管(26)和第二外加剂接管(25)连

接，并在第二水称斗(5)的底部设置第一水接管(27)；在第一水接管(27)、第二水接管(24)、

第二外加剂接管(25)和第一外加剂接管(26)上分别设置第一控制阀(28)、第二控制阀

(29)、第四控制阀(30)和第三控制阀(31)；通过第二控制阀(29)精确控制第二水称斗(5)内

的水量；先通过第三控制阀(31)对外加剂的量进行粗略控制，再采用第四控制阀(30)对外

加剂的量进行精确控制；同步通过第二水称斗(5)内的水位传感器和承载横梁(33)上的应

力传感器(11)测试水和外加剂的总量，从而实现对水和外加剂的配合比和重量，以及水和

外加剂的混合料的存储量的控制；

5)水泥和粉料智能控制：使水泥称斗(6)和粉料称斗(7)的底端通过出料管(32)与粉料

拌合仓(34)连接，在出料管(32)上设置斗底控制阀(35)和管底封板(36)，并在管底封板

(36)与出料管(32)的内侧壁之间设置盖板转轴(37)和盖板拉筋(38)；在水泥称斗(6)和粉

料称斗(7)的内侧设置测压传感器(8)和面积传感器(12)，在水泥称斗(6)和粉料称斗(7)的

外侧设置表面振动器(15)和第二连接横杆(39)，在水泥称斗(6)和粉料称斗(7)的顶部设置

进料管(40)；在第二连接横杆(39)与第一连接横杆(41)之间设置测重传感器(13)；根据测

重传感器(13)的读数情况，通过斗底控制阀(35)控制水泥和粉料的加入量，当斗底控制阀

(35)关闭后，延时1～3s关闭管底封板(3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商品混凝土智能控制生产系统的操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3)所述集料仓(1)与料仓撑柱(42)之间设置横向箍梁(21)，在横向箍梁(21)与料仓撑柱

(42)之间设置抱箍耳板(43)，并通过抱箍螺栓(44)将抱箍耳板(43)紧固；料仓撑柱(42)与

支撑框梁(53)连接；在横向箍梁(21)与抱箍耳板(43)之间设置补强角筋(45)；所述滑移取

样管(14)包括插入管段(46)和封闭管段(47)，在封闭管段(47)上设置封闭盖板(48)；在滑

移取样管(14)与滑移套箍(18)之间设置柔性密闭层(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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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商品混凝土智能控制生产系统的操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4)所述承载横梁(33)与承载立柱(50)连接；所述第一控制阀(28)、第二控制阀(29)、第四控

制阀(30)和第三控制阀(31)均采用数控传感器控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商品混凝土智能控制生产系统的操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5)所述水泥称斗(6)、粉料称斗(7)和粉料拌和仓(34)均与承载横梁(33)相连接，并使承载

横梁(33)与承载立柱(50)相接；所述面积传感器(12)由传感器定位杆(51)和传感器探头

(52)组成，所述传感器探头(52)的数量为3～6个，各个传感器探头(52)与传感器定位杆

(51)的相交角度不同，对水泥称斗(6)或粉料称斗(7)内粉料的顶面位置进行精确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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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混凝土智能控制生产系统的操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商品混凝土智能控制生产系统的操作方法，属于建筑与土木工程

领域，适用于商品混凝土生产控制工程。

背景技术

[0002] 混凝土生产系统设备智能化是指混凝土生产系统中的单机或某种设备自身的智

能化，如搅拌主机、搅拌楼(站)、除尘器、砂石分离等设备的智能化。利用先进的传感检测技

术和控制系统实现设备数据采集和状态感知，在保证自身功能的前提下，提供便捷、同一的

数据接口通道，为系统智能化提供基础数据。

[0003] 现有技术中已有混凝土智能化生产系统设备，主要包括产品的数字化技术、故障

自检和自诊断技术等，具体的有设备数字化接口技术(包括有线和无线接口)、开机自检技

术、设备状态实时监测技术、实时故障诊断技术、设备自维护管理技术等。所述混凝土智能

化生产系统实现了设备全生命周期的智能检测，具有自修订维修保养计划、配件维护更换

提醒等功能，但是提高含水率控制精度、精确测量水和外加剂混合料质量等方面尚存改进

之处。

[0004] 综上所述，现有商品混凝土智能化控制生产系统虽在适宜的工况取得了较好的施

工效果，但在提高含水率控制精度、精确测量水和外加剂混合料质量等方面尚存不足。鉴于

此，为有效实现混凝土生产的精确控制、提高生产质量和效率，目前亟待发明一种不但可以

提升商品混凝土各材料用量的控制精度，而且可以降低现场配比控制难度的商品混凝土智

能控制生产系统的操作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不但可以提升商品混凝土各材

料用量的控制精度，而且可以降低现场配比控制难度的商品混凝土智能控制生产系统的操

作方法。

[0006] 这种商品混凝土智能控制生产系统的操作方法，包括以下操作步骤：

[0007] 1)商品混凝土信息化智能控制调度系统设计：根据集料、水、外加剂、水泥和粉料

的配合比控制要求，在集料仓、第一水称斗、第一外加剂称斗、第二外加剂称斗、第二水称

斗、水泥称斗和粉料称斗上各测试传感器的量程和精度，并编写传感器控制程序；

[0008] 2)传感器率定：根据测试量程和精度要求，对测压传感器、含水率传感器、测高传

感器、应力传感器、面积传感器和测重传感器进行标定，确定各测试传感器的控制参数；

[0009] 3)集料仓智能控制：在集料仓的外侧壁上设置滑移取样管和表面振动器；在集料

仓的内侧壁上设置测压传感器、含水率传感器、第一反滤板、第二反滤板、滑移套箍和固定

保护帽，在固定保护帽的下部设置测高传感器；滑移取样管穿设于滑移套箍的内部，并使滑

移套箍通过套箍限位筋与集料仓连接；在横向箍梁上设置应力传感器；同步通过应力传感

器、测压传感器和测高传感器控制预存料仓内集料的高度和重量，通过含水率传感器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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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集料含水率；通过滑移取样管取样动态测试集料的含水率；当集料含水率不满足要求

时，通过通风管和排风管对集料的干湿状态进行控制；

[0010] 4)水和外加剂智能控制：第一水称斗、第一外加剂称斗和第二外加剂称斗与第二

水称斗分别通过第二水接管、第一外加剂接管和第二外加剂接管连接，并在第二水称斗的

底部设置第一水接管；在第一水接管、第二水接管、第二外加剂接管和第一外加剂接管上分

别设置第一控制阀、第二控制阀、第四控制阀和第三控制阀；通过第二控制阀精确控制第二

水称斗内的水量；先通过第三控制阀对外加剂的量进行粗略控制，再采用第四控制阀对外

加剂的量进行精确控制；同步通过第二水称斗内的水位传感器和承载横梁上的应力传感器

测试水和外加剂的总量，从而实现对水和外加剂的配合比和重量，以及水和外加剂的混合

料的存储量的控制；

[0011] 5)水泥和粉料智能控制：使水泥称斗和粉料称斗的底端通过出料管与粉料拌合仓

连接，在出料管上设置斗底控制阀和管底封板，并在管底封板与出料管的内侧壁之间设置

盖板转轴和盖板拉筋；在水泥称斗和粉料称斗的内侧设置测压传感器和面积传感器，在水

泥称斗和粉料称斗的外侧设置表面振动器和第二连接横杆，在水泥称斗和粉料称斗的顶部

设置进料管；在第二连接横杆与第一连接横杆之间设置测重传感器；根据测重传感器的读

数情况，通过斗底控制阀控制水泥和粉料的加入量，当斗底控制阀关闭后，延时1～3s关闭

管底封板。

[0012] 作为优选：步骤3)所述集料仓与料仓撑柱之间设置横向箍梁，在横向箍梁与料仓

撑柱之间设置抱箍耳板，并通过抱箍螺栓将抱箍耳板紧固；料仓撑柱与支撑框梁连接；在横

向箍梁与抱箍耳板之间设置补强角筋；所述滑移取样管包括插入管段和封闭管段，在封闭

管段上设置封闭盖板；在滑移取样管与滑移套箍之间设置柔性密闭层。

[0013] 作为优选：步骤4)所述承载横梁与承载立柱连接；所述第一控制阀、第二控制阀、

第四控制阀和第三控制阀均采用数控传感器控制。

[0014] 作为优选：步骤5)所述水泥称斗、粉料称斗和粉料拌和仓均与承载横梁相连接，并

使承载横梁与承载立柱相接；所述面积传感器由传感器定位杆和传感器探头组成，所述传

感器探头的数量为3～6个，各个传感器探头与传感器定位杆的相交角度不同，对水泥称斗

或粉料称斗内粉料的顶面位置进行精确测试。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6] (1)本发明可同步通过测高传感器、测压传感器和应力传感器，对集料仓内集料的

重量进行控制，有效提高了集料重量控制的精度；同时，本发明可同步实现对集料含水率的

原位测试和取样测试，并可通过通风管和排风管对集料含水率进行调整，提高了含水率控

制的准确度。

[0017] (2)本发明组合采用了第二控制阀和第四控制阀分别对水和外加剂的添加量进行

精确控制；组合采用水位传感器和外置的应力传感器，对水和外加剂混合料的重量进行精

确测量。

[0018] (3)本发明在出料管的下端部设置管底封板，可防止水泥和粉料在负压作用下进

入出料管，提高了水泥和粉料控制的精度、减少材料浪费；同时本发明综合采用内置的测压

传感器、面积传感器和测重传感器，可对粉料的重量进行精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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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商品混凝土智能控制生产系统操作流程图；

[0020] 图2是集料仓智能控制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是水和外加剂智能控制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是水泥和粉料智能控制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是图4面积传感器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标记说明：1-集料仓；2-第一水称斗；3-第一外加剂称斗；4-第二外加剂称斗；

5-第二水称斗；6-水泥称斗；7-粉料称斗；8-测压传感器；9-含水率传感器；10-测高传感器；

11-应力传感器；12-面积传感器；13-测重传感器；14-滑移取样管；15-表面振动器；16-第一

反滤板；17-第二反滤板；18-滑移套箍；19-固定保护帽；20-套箍限位筋；21-横向箍梁；22-

通风管；23-排风管；24-第二水接管；25-第二外加剂接管；26-第一外加剂接管；27-第一水

接管；28-第一控制阀；29-第二控制阀；30-第四控制阀；31-第三控制阀；32-出料管；33-承

载横梁；34-粉料拌合仓；35-斗底控制阀；36-管底封板；37-盖板转轴；38-盖板拉筋；39-第

二连接横杆；40-进料管；41-第一连接横杆；42-料仓撑柱；43-抱箍耳板；44-抱箍螺栓；45-

补强角筋；46-插入管段；47-封闭管段；48-封闭盖板；49-柔性密闭层；50-承载立柱；51-传

感器定位杆；52-传感器探头；53-支撑框梁。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下述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

发明。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

可以对本发明进行若干改进和修饰，这些改进和修饰也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内。

[0026] 参照图1所示，所述商品混凝土智能控制生产系统的操作方法，包括以下操作步

骤：

[0027] 1)商品混凝土信息化智能控制调度系统设计：根据集料、水、外加剂、水泥和粉料

的配合比控制要求，在集料仓1、第一水称斗2、第一外加剂称斗3、第二外加剂称斗4、第二水

称斗5、水泥称斗6和粉料称斗7上各测试传感器的量程和精度，并编写传感器控制程序；

[0028] 2)传感器率定：根据测试量程和精度要求，对购买的测压传感器8、含水率传感器

9、测高传感器10、应力传感器11、面积传感器12、测重传感器13的进行标定，确定各测试传

感器的控制参数；

[0029] 3)集料仓1智能控制：在集料仓1的外侧壁上设置滑移取样管14和表面振动器15；

内侧壁上设置测压传感器8、含水率传感器9、第一反滤板16、第二反滤板17、滑移套箍18和

固定保护帽19，在固定保护帽19的下部设置测高传感器10；滑移取样管14穿设于滑移套箍

18的内部，并使滑移套箍18通过套箍限位筋20与集料仓1连接；在横向箍梁21上设置应力传

感器11；同步通过应力传感器11、测压传感器8和测高传感器10控制预存料仓内集料的高度

和重量，通过含水率传感器9实时测试集料含水率；通过滑移取样管14取样动态测试集料的

含水率；当集料含水率不满足要求时，通过通风管22和排风管23对集料的干湿状态进行控

制；

[0030] 4)水和外加剂智能控制：第一水称斗2、第一外加剂称斗3、第二外加剂称斗4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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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称斗5分别通过第二水接管24、第二外加剂接管25、第一外加剂接管26连接，并在第二

水称斗5的底部设置第一水接管27；在第一水接管27、第二水接管24、第二外加剂接管25和

第一外加剂接管26上分别设置第一控制阀28、第二控制阀29、第四控制阀30和第三控制阀

31；通过第二控制阀29精确控制第二水称斗5内的水量；先通过第三控制阀31对外加剂的量

进行粗略控制，再采用第四控制阀30对外加剂的量进行精确控制；同步通过第二水称斗5内

的水位传感器和承载横梁33上的应力传感器11测试水和外加剂的总量，从而实现对水和外

加剂的配合比和重量，以及水和外加剂的混合料的存储量的控制；

[0031] 5)水泥和粉料智能控制：使水泥称斗6和粉料称斗7的底端通过出料管32与粉料拌

合仓34连接，在出料管32上设置斗底控制阀35和管底封板36，并在管底封板36与出料管32

的内侧壁之间设置盖板转轴37和盖板拉筋38；在水泥称斗6和粉料称斗7的内侧设置测压传

感器8和面积传感器12、外侧设置表面振动器15和第二连接横杆39、顶部设置进料管40；在

第二连接横杆39与第一连接横杆41之间设置测重传感器13；根据测重传感器13的读数情

况，通过斗底控制阀35控制水泥和粉料的加入量，当斗底控制阀35关闭后，延时1～3s关闭

管底封板36。

[0032] 参照图2-图5所示，所述的商品混凝土智能控制生产系统，同步通过应力传感器

11、测压传感器8和测高传感器10控制预存料仓内集料的高度和重量，通过含水率传感器9

实时测试集料的含水率；通过滑移取样管14取样动态测试集料的含水率；通过通风管22和

排风管23对集料的干湿状态进行控制；分别通过第二控制阀29和第四控制阀30精确控制第

二水称斗5内水量和外加剂的量；同步通过第二水称斗5内的水位传感器和承载横梁33上的

应力传感器11测试水和外加剂的总量；根据测重传感器13的读数情况，通过斗底控制阀35

控制水泥和粉料的加入量，当斗底控制阀35关闭后，延时3～5s关闭管底封板36。

[0033] 集料仓1、第一水称斗2、第一外加剂称斗3、第二外加剂称斗4、第二水称斗5、水泥

称斗6、粉料称斗7、粉料拌合仓34均采用厚度为2mm的钢板轧制而成。

[0034] 测压传感器8采用电阻式压力传感器，最大测力值为6Mpa。

[0035] 含水率传感器9采用电阻式传感器，精度为0.001。

[0036] 测高传感器10采用电阻式传感器，精度为0.1mm。

[0037] 应力传感器11采用电阻式传感器，最大测试值为20t。

[0038] 面积传感器12由传感器定位杆51和传感器探头52组成，所述传感器探头52的数量

为3个，与传感器定位的相交角度分别为0°、30°和60°。

[0039] 测重传感器13采用电阻传感器，最大测试值为20t。

[0040] 滑移取样管14的直径为10cm，包括封闭管段47和插入管段46；其中插入管段46横

断面呈半圆形，长度为10cm；封闭管段47横断面呈圆形，长度为10cm。封闭盖板48与封闭管

段47相接，采用厚度为2mm的钢板制成。套箍限位筋20采用直径为25mm的钢筋轧制而成。

[0041] 表面振动器15采用三相附着式振动器。

[0042] 第一反滤板16和第二反滤板17均采用厚度为0.5mm的钢板轧制而成，平面尺寸为

300mm×300mm，钢板上反滤孔的孔径为1mm。

[0043] 滑移套箍18采用内径为10cm的钢管轧制而成。

[0044] 固定保护帽19采用厚度为1mm的钢板轧制而成，宽度为6cm。

[0045] 横向箍梁21采用规格为294×200×8×12的H型钢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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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通风管22和排风管23均采用直径为3cm的钢管轧制而成。

[0047] 第二水接管24、第二外加剂接管25、第一外加剂接管26、第一水接管27均采用不锈

钢钢管，直径分别为6cm、6cm、9cm、15cm。

[0048] 第一控制阀28、第二控制阀29、第四控制阀30、第三控制阀31和斗底控制阀35均采

用气动球阀。

[0049] 出料管32和进料管40均采用直径为300mm的钢管。

[0050] 承载横梁33规格为340×250×9×14的H型钢。

[0051] 管底封板36和抱箍耳板43均采用厚度为1mm的钢板制成。

[0052] 盖板转轴37采用直径为10mm的不锈钢转轴。

[0053] 盖板拉筋38采用直径为12mm的钢筋。

[0054] 第二连接横杆39和第一连接横杆41均采用直径为30mm的钢管轧制而成。

[0055] 料仓撑柱42规格为400×400×13×21的H型钢。

[0056] 抱箍螺栓44采用直径为30mm的螺栓。

[0057] 补强角筋45采用厚度为2mm的钢板轧制而成。

[0058] 柔性密闭层49采用厚度为5mm的橡胶板材料。

[0059] 承载立柱50采用300×300×10×15的H型钢。

[0060] 支撑框梁53采用规格为400×400×13×21的H型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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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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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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