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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现场二次拌和设备及其

施工方法，包括底盘以及设置在底盘上的U型输

送搅拌机、连续式振动搅拌机、动力传动装置和

控制系统，U型输送搅拌机的出料口与连续式搅

拌机的进料口连接，动力传动装置驱动连续式搅

拌机搅拌的同时又与控制系统电连接，控制系统

与U型输送搅拌机、连续式搅拌机电连接；本发明

在施工现场可与混凝土罐车匹配固定或沿施工

路线移动施工，对经过罐车运输，具有一定性能

损失的成品混凝土进行现场二次连续振动拌和，

提高混凝土和易性和抗压强度，减小混凝土指标

离差系数，提升混凝土耐久性和均质性，在提高

工程质量和节约资源的同时又提高泵送装置的

寿命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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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现场二次拌和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底盘与设置在底盘上的U型输送搅拌机、

连续式振动搅拌机、动力传动装置和控制系统，所述U型输送搅拌机的出料口与所述连续式

振动搅拌机的进料口相连，所述动力传动装置包括发动机、取力器、传动轮、联轴器Ⅰ、发电

机、气动换向阀和储气罐，所述发动机与所述取力器相连，所述取力器通过所述气动换向阀

与所述储气罐相连，所述取力器的输出轴通过所述传动轮与所述连续式振动搅拌机相连，

所述传动轮通过所述联轴器Ⅰ与所述发电机的输入轴相连，所述U型输送搅拌机、所述连续

式振动搅拌机、所述动力传动装置分别与所述控制系统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现场二次拌和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U型输送搅拌机为U型无

轴螺旋输送机，所述U型输送搅拌机的进料端设置有清料门，所述清料门与所述U型输送搅

拌机的锅体端部相连，所述U型输送搅拌机的出料口设置有电机Ⅰ，所述U型输送搅拌机的螺

旋叶片与所述U型输送搅拌机的内壁间隙不小于5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现场二次拌和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底盘上还设置有添加剂

计量泵送装置，所述添加剂计量泵送装置包括不锈钢螺杆泵、联轴器Ⅱ、电机Ⅱ、添加剂储

存仓、喷嘴和管道，所述不锈钢螺杆泵通过所述联轴器Ⅱ与所述电机Ⅱ相连且其输入口与

所述添加剂储存仓连接，所述喷嘴设置在所述U型输送搅拌机的进料端上部且与所述不锈

钢螺杆泵的输出口相连，所述添加剂计量泵送装置的流量线性可调。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现场二次拌和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底盘上设置有支腿Ⅰ和

支腿Ⅱ，所述连续式振动搅拌机通过所述支腿Ⅰ、支腿Ⅱ与所述底盘相连，所述支腿Ⅰ上设置

有支座，所述支座上设置有连续式振动搅拌机的减速机和电机Ⅲ。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现场二次拌和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系统包括动力源、

变频器Ⅰ、变频器Ⅱ、电路安全互锁装置、操作按钮和保护元器件，所述变频器Ⅰ连接所述U型

输送搅拌机的电机Ⅰ，所述变频器Ⅱ连接所述添加剂计量泵送装置中的电机Ⅱ，所述电路安

全互锁装置包括一个旋钮开关、两个接触器，通过一个旋钮开关控制两个接触器形成互锁。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现场二次拌和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力源为三相四线市

电，所述电路安全互锁装置切断与发电机的电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现场二次拌和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力源为发动机，所述

电路安全互锁装置切断与电机Ⅲ的电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现场二次拌和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底盘上设置有高压清洗

机。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现场二次拌和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轮与所述取力器的

输出轴之间设置有轮芯，所述轮芯分别与所述传动轮和所述联轴器Ⅰ相连。

10.基于权利要求1-4任一所述的现场二次拌和设备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

下步骤：

步骤S11，将二次拌和设备进入施工现场后停放在施工位置；然后将U型输送搅拌机进

料端与混凝土罐车的卸料槽对接，连续式振动搅拌机出料口与导料槽相连；

步骤S12，拨动气动换向阀，取力器通过传动轮、联轴器Ⅰ带动连续式振动搅拌机和发电

机运转，设置手动油门位置，使发电机达到额定转速；打开发电机开关，使控制系统内各元

器件通电，启动连续式振动搅拌机的振动驱动电机Ⅳ，设置变频器Ⅰ频率，启动电机Ⅰ，待U型

输送搅拌机达到设定频率；混凝土通过罐车上的卸料槽进入U型输送搅拌机的进料端，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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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从U型输送搅拌机的出料口进入连续式振动搅拌机的进料口，在连续式振动搅拌缸

内对混凝土进行二次连续振动拌和，拌和完成后，将混凝土从连续式振动搅拌机的出料口

排出；

步骤S13，当混凝土量方达到路面所需的铺筑量时，混凝土罐车沿施工线路前移，然后

将二次拌和设备上的手动油门复位，拨动气动换向阀，使取力器停止工作，将二次拌和设备

向前移动，使U型输送搅拌机的进料端与混凝土罐车的卸料槽对接，连续式振动搅拌机出料

口与导料槽相连，重复步骤S12，继续施工；

步骤S14，重复步骤S13直至施工结束；

步骤S15，施工结束后，依次关闭电机Ⅰ和电机Ⅳ，将二次拌和设备上的手动油门复位，

拨动气动换向阀，使取力器停止工作；然后将二次拌和设备移动到清洗场地，再次拨动气动

换向阀，将手动油门设置到一定位置，打开U型输送搅拌机的清料门，点击控制系统上的按

钮启动高压清洗机对设备进行清洗，清洗完毕后，关闭高压清洗机和清料门，复位手动油门

和拨动气动换向阀，设备进行转场。

11.基于权利要求6所述的现场二次拌和设备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21，将二次拌和设备进入施工现场后停放在施工位置，然后将U型输送搅拌机进

料端与混凝土罐车的卸料槽对接，连续式振动搅拌机出料口与导料槽相连；

步骤S22，点击控制系统上的控制按钮“市电”，电路安全互锁装置切断与发电机的电连

接，通过电缆将市电引入控制系统内，依次启动电机Ⅲ，电机Ⅳ，然后设置变频器Ⅰ频率，启

动电机Ⅰ，使U型输送搅拌机达到设定频率；混凝土通过罐车上的卸料槽进入U型输送搅拌机

的进料端，经U型输送搅拌机的出料口进入连续式振动搅拌机的进料口，在连续式振动搅拌

机搅拌缸内对混凝土进行二次连续振动拌和，拌合完成后，将混凝土从连续式振动搅拌机

的出料口排出；

步骤S23，施工结束后，依次关闭电机Ⅰ、电机Ⅳ、电机Ⅲ，然后将二次拌和设备移动到清

洗场地，打开U型输送搅拌机的清料门，点击控制系统上的按钮启动高压清洗机对设备进行

清洗，清洗完毕后，关闭高压清洗机和清料门，将控制系统与引入的市电断开。

12.基于权利要求7所述的现场二次拌和设备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31，将二次拌和设备进入施工现场后停放在施工位置，然后将U型输送搅拌机进

料端与混凝土罐车的卸料槽对接，连续式振动搅拌机出料口与导料槽相连；

步骤S32，点击控制系统上的动力按钮“发动机”，电路安全互锁装置切断与电机Ⅲ的电

连接；

步骤S33，拨动气动换向阀，取力器通过传动轮、联轴器Ⅰ分别带动连续式振动搅拌机和

发电机运转，设置手动油门位置，使连续式振动搅拌机和发电机达到额定转速；打开发电机

开关，使控制系统内各元器件通电，启动电机Ⅳ，设置变频器Ⅰ频率，启动电机Ⅰ，待U型输送

搅拌机达到设定频率；混凝土通过罐车上的卸料槽进入U型输送搅拌机的进料端，然后混凝

土从U型输送搅拌机的出料口进入连续式振动搅拌机的进料口，在连续式振动搅拌缸内对

混凝土进行二次连续振动拌和，拌和完成后，将混凝土从连续式振动搅拌机的出料口排出；

步骤S34，当混凝土量方达到路面所需的铺筑量时，混凝土罐车沿施工线路前移，然后

将二次拌和设备上的手动油门复位，拨动气动换向阀，使取力器停止工作，将二次拌和设备

向前移动，使U型输送搅拌机的进料端与混凝土罐车的卸料槽对接，连续式振动搅拌机出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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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与导料槽相连，重复步骤S33，继续施工；

步骤S35，重复步骤S34直至施工结束；

步骤S36，施工结束后，依次关闭电机Ⅰ和电机Ⅳ，将二次拌和设备上的手动油门复位，

拨动气动换向阀，将设备移动到清洗场地，再次拨动气动换向阀并将手动油门设置到一定

位置，打开U型输送搅拌机的清料门，点击控制系统上的按钮启动高压清洗机对设备进行清

洗，清洗完毕后，关闭高压清洗机和清料门，复位手动油门和拨动气动换向阀，设备进行转

场。

13.根据权利要求10-12任一所述的现场二次拌和设备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对现

场二次拌和后的混凝土进行性能指标测定时，若性能指标不符合施工规范要求，则需要添

加添加剂；此时，需根据测定的混凝土性能指标设置变频器Ⅱ频率，启动电机Ⅱ，添加剂经

喷嘴雾化喷射到混凝土表面，添加剂流量线性可调0-0.75L/min，对经过添加剂二次拌和的

混凝土再次进行性能指标测定，直至达到施工规范要求，施工结束后，应先关闭电机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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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现场二次拌和设备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搅拌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现场二次拌和设备及其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混凝土大多是采用商混站加罐车的交付方式，商混站配置的传统强制式搅

拌机能够在短时间内将混凝土搅拌均匀，但仔细观察发现混凝土里面仍有部分水泥团没有

被打散，骨料表面裹腹细集料不均匀，甚至没有，这种现象严重制约了混凝土性能的发挥；

而且施工现场离混凝土搅拌站会有一段距离，由于混凝土本身的特性、道路状况和施工条

件限制，经过罐车运输的混凝土在到达施工现场使用前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坍损、离析和

力学性能降低等问题，而大多数施工方为了节约成本，仍然将不达标的混凝土使用在工程

中，更有甚者，部分施工人员为省力，将水注入混凝土罐车中，以满足混凝土的泵送或是铺

筑，此种做法不仅降低了工程质量和耐久性，还增加了后期维护成本，坍落度损失的混凝土

不仅加快了泵送装置的磨损还严重影响了其泵送能力的发挥；因此，为了保证施工现场所

用混凝土的性能，提高工程质量，是本领域技术人员急需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现场二次拌和设备及其施工方法。

[0004]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现场二次拌和设备，包括底盘与设置在底盘上的U型输送搅拌机、连续式振动搅拌

机、动力传动装置和控制系统，所述U型输送搅拌机的出料口与所述连续式振动搅拌机的进

料口相连，所述动力传动装置包括发动机、取力器、传动轮、联轴器Ⅰ、发电机、气动换向阀和

储气罐，所述发动机与所述取力器相连，所述取力器通过所述气动换向阀与所述储气罐相

连，所述取力器的输出轴通过所述传动轮与所述连续式振动搅拌机相连，所述传动轮通过

所述联轴器Ⅰ与所述发电机的输入轴相连，所述U型输送搅拌机、所述连续式振动搅拌机、所

述动力传动装置分别与所述控制系统电连接。

[0005] 所述U型输送搅拌机为U型无轴螺旋输送机，所述U型输送搅拌机的进料端设置有

清料门，所述清料门与所述U型输送搅拌机的锅体端部相连，所述U型输送搅拌机的出料口

设置有电机Ⅰ，所述U型输送搅拌机的螺旋叶片与所述U型输送搅拌机的内壁间隙不小于

5mm。

[0006] 所述底盘上还设置有添加剂计量泵送装置，所述添加剂计量泵送装置包括不锈钢

螺杆泵、联轴器Ⅱ、电机Ⅱ、添加剂储存仓、喷嘴和管道，所述不锈钢螺杆泵通过所述联轴器

Ⅱ与所述电机Ⅱ相连且其输入口与所述添加剂储存仓连接，所述喷嘴设置在所述U型输送

搅拌机的进料端上部且与所述不锈钢螺杆泵的输出口相连，所述添加剂计量泵送装置的流

量线性可调。

[0007] 所述底盘上设置有支腿Ⅰ和支腿Ⅱ，所述连续式振动搅拌机通过所述支腿Ⅰ、支腿

Ⅱ与所述底盘相连，所述支腿Ⅰ上设置有支座，所述支座上设置有连续式振动搅拌机的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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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和电机Ⅲ。

[0008] 所述控制系统包括动力源、变频器Ⅰ、变频器Ⅱ、电路安全互锁装置、操作按钮和保

护元器件，所述变频器Ⅰ连接所述U型输送搅拌机的电机Ⅰ，所述变频器Ⅱ连接所述添加剂计

量泵送装置中的电机Ⅱ，所述电路安全互锁装置包括一个旋钮开关、两个接触器，通过一个

旋钮开关控制两个接触器形成互锁。

[0009] 所述动力源为三相四线市电，所述电路安全互锁装置切断与发电机的电连接。

[0010] 所述动力源为发动机，所述电路安全互锁装置切断与电机Ⅲ的电连接。

[0011] 所述底盘上设置有高压清洗机。

[0012] 所述传动轮与所述取力器的输出轴之间设置有轮芯，所述轮芯分别与所述传动轮

和所述联轴器Ⅰ相连。

[0013] 一种现场二次拌和设备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1，将二次拌和设备进入施工现场后停放在施工位置；然后将U型输送搅拌机进

料端与混凝土罐车的卸料槽对接，连续式振动搅拌机出料口与导料槽相连；

步骤S12，拨动气动换向阀，取力器通过传动轮、联轴器Ⅰ带动连续式振动搅拌机和发电

机运转，设置手动油门位置，使发电机达到额定转速；打开发电机开关，使控制系统内各元

器件通电，启动连续式振动搅拌机的电机Ⅳ，设置变频器Ⅰ频率，启动电机Ⅰ，待U型输送搅拌

机达到设定频率；混凝土通过罐车上的卸料槽进入U型输送搅拌机的进料端，然后混凝土从

U型输送搅拌机的出料口进入连续式振动搅拌机的进料口，在连续式振动搅拌缸内对混凝

土进行二次连续振动拌和，拌和完成后，将混凝土从连续式振动搅拌机的出料口排出；

步骤S13，当混凝土量方达到路面所需的铺筑量时，混凝土罐车沿施工线路前移，然后

将二次拌和设备上的手动油门复位，拨动气动换向阀，使取力器停止工作，将二次拌和设备

向前移动，使U型输送搅拌机的进料端与混凝土罐车的卸料槽对接，连续式振动搅拌机出料

口与导料槽相连，重复步骤S12，继续施工；

步骤S14，重复步骤S13直至施工结束；

步骤S15，施工结束后，此时电机Ⅱ如果处于开启状态，依次关闭电机Ⅱ、电机Ⅰ和电机

Ⅳ，将二次拌和设备上的手动油门复位，拨动气动换向阀，使取力器停止工作；然后将二次

拌和设备移动到清洗场地，再次拨动气动换向阀，将手动油门设置到一定位置，打开U型输

送搅拌机的清料门，点击控制系统上的按钮启动高压清洗机对设备进行清洗，清洗完毕后，

关闭高压清洗机和清料门，复位手动油门和拨动气动换向阀，设备进行转场。

[0014] 一种现场二次拌和设备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21，将二次拌和设备进入施工现场后停放在施工位置，然后将U型输送搅拌机进

料端与混凝土罐车的卸料槽对接，连续式振动搅拌机出料口与导料槽相连；

步骤S22，点击控制系统上的控制按钮“市电”，电路安全互锁装置切断与发电机的电连

接，通过电缆将市电引入控制系统内，依次启动电机Ⅲ，电机Ⅳ，然后设置变频器Ⅰ频率，启

动电机Ⅰ，使U型输送搅拌机达到设定频率；混凝土通过罐车上的卸料槽进入U型输送搅拌机

的进料端，经U型输送搅拌机的出料口进入连续式振动搅拌机的进料口，在连续式振动搅拌

机搅拌缸内对混凝土进行二次连续振动拌和，拌合完成后，将混凝土从连续式振动搅拌机

的出料口排出；

步骤S23，施工结束后，此时电机Ⅱ如果处于开启状态，先关闭电机Ⅱ，再依次关闭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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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电机Ⅳ、电机Ⅲ，然后将二次拌和设备移动到清洗场地，打开U型输送搅拌机的清料门，点

击控制系统上的按钮启动高压清洗机对设备进行清洗，清洗完毕后，关闭高压清洗机和清

料门，将控制系统与引入的市电断开。

[0015] 一种现场二次拌和设备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31，将二次拌和设备进入施工现场后停放在施工位置；然后将U型输送搅拌机进

料端与混凝土罐车的卸料槽对接，连续式振动搅拌机出料口与导料槽相连；

步骤S32，点击控制系统上的动力按钮“发动机”，电路安全互锁装置切断与电机Ⅲ的电

连接；

步骤S33，拨动气动换向阀，取力器通过传动轮、联轴器Ⅰ分别带动连续式振动搅拌机和

发电机运转，设置手动油门位置，使连续式振动搅拌机和发电机达到额定转速；打开发电机

开关，使控制系统内各元器件通电，启动电机Ⅳ，设置变频器Ⅰ频率，启动电机Ⅰ，待U型输送

搅拌机达到设定频率；混凝土通过罐车上的卸料槽进入U型输送搅拌机的进料端，然后混凝

土从U型输送搅拌机的出料口进入连续式振动搅拌机的进料口，在连续式振动搅拌缸内对

混凝土进行二次连续振动拌和，拌和完成后，将混凝土从连续式振动搅拌机的出料口排出；

步骤S34，当混凝土量方达到路面所需的铺筑量时，混凝土罐车沿施工线路前移，然后

将二次拌和设备上的手动油门复位，拨动气动换向阀，使取力器停止工作，将二次拌和设备

向前移动，使U型输送搅拌机的进料端与混凝土罐车的卸料槽对接，连续式振动搅拌机出料

口与导料槽相连，重复步骤S33，继续施工；

步骤S35，重复步骤S34直至施工结束；

步骤S36，施工结束后，若施工中开启电机Ⅱ先关闭电机Ⅱ，再依次关闭电机Ⅰ、电机Ⅱ

和电机Ⅳ，将二次拌和设备上的手动油门复位，拨动气动换向阀，将设备移动到清洗场地，

再次拨动气动换向阀并将手动油门设置到一定位置，打开U型输送搅拌机的清料门，点击控

制系统上的按钮启动高压清洗机对设备进行清洗，清洗完毕后，关闭高压清洗机和清料门，

复位手动油门和拨动气动换向阀，设备进行转场。

[0016] 一种现场二次拌和设备的施工方法，对现场二次拌和后的混凝土进行性能指标测

定时，若性能指标不符合施工规范要求，则需要添加添加剂；此时，需根据测定的混凝土性

能指标设置变频器Ⅱ频率，启动电机Ⅱ，添加剂经喷嘴雾化喷射到混凝土表面，添加剂流量

线性可调0-0.75L/min，对经过添加剂二次拌和的混凝土再次进行性能指标测定，直至达到

施工规范要求。

[0017] 本发明的的有益效果在于：

1、克服商混站采用罐车输送混凝土交付方式的弊端，在施工现场对成品混凝土进行二

次连续振动拌和，打破混凝土中的水泥团，使混凝土达到微观均质，提高水泥和骨料的粘结

力，弥补了因长距离运输造成的坍损、离析等问题，提高混凝土性能，降低混凝土性能指标

的离差系数，以满足施工要求，避免资源浪费；使同一批次或同一罐车内的混凝土性能更加

均匀，提高工程整体质量并减少后期维护；

2、现场添加添加剂取代直接加水提高成品混凝土的坍落度，施工省力省时，且保证了

混凝土的质量；

3、提升混凝土坍落度、扩展度，减小倒筒排空时间，减小混凝土与泵送装置的磨擦，降

低堵管概率，泵送更加顺畅，延长泵送装置寿命和增加泵送装置的覆盖范围；

说　明　书 3/8 页

7

CN 110193885 A

7



4、以车辆底盘为载体，操作简单，采用发动机、市电双动力源，可固定对罐车运输的成

品混凝土现场二次拌和，也可在移动中对罐车运输的成品混凝土现场二次拌和，使用方便，

转场灵活，实用性强。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提供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提供的动力传动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和图5为本发明提供的动力传动路线图。

[0022] 图6为本发明提供的施工方案Ⅰ实施图。

[0023] 图7为本发明提供的施工方案Ⅱ实施图。

[0024] 图中：1、底盘；101、底盘减速机；102、方向盘；103、驾驶座椅；104、走台；2、发动机；

201、取力器；202、传动轮；203、轮芯；204、轴端挡板；205、联轴器Ⅰ；206、法兰；207、气动换向

阀；208、手动油门；209、储气罐；3、发电机；4、U型输送搅拌机；401、电机Ⅰ；402、；螺旋叶片；

403、挡料斗；404、清料门；405、衬板；406、固定支架Ⅰ；407、固定支架Ⅱ；5、连续式振动搅拌

机；501、电机Ⅲ；502、减速机；503、减速机支座；504、支腿Ⅰ；505、支腿Ⅱ；506、腹板；507、电

机Ⅳ；508、润滑注油泵；509、搅拌轴；510、激振器；6、不锈钢螺杆泵；601、联轴器Ⅱ；602、电

机Ⅱ；603、喷嘴；604、管道；605、添加剂储存仓；7、控制系统；8、高压清洗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和施工方法参见图1-7，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

发明作进一步说明，其中底盘1为自带动力和驾驶室的底盘，混凝土罐车和泵送装置为施工

现场原有设备。

[002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实施例1：

如图1-4所示，一种现场二次拌和设备，包括底盘1及设置在底盘1上的U型输送搅拌机

4、连续式振动搅拌机5、动力传动装置和控制系统7，底盘1是能够正常驾驶的车底盘，底盘1

下部安装有发动机2和底盘减速机101，底盘1的前方和后方分别安装有U型输送搅拌机4和

连续式振动搅拌机5。

[0027] U型输送搅拌机4的进料端通过固定支架Ⅰ406与底盘1的前部防护梁连接，出料口

通过固定支架Ⅱ407与连续式振动搅拌机5连接；U型输送搅拌机4的出料口与连续式振动搅

拌机5的进料口对接，U型输送搅拌机4进料端设置有清料门404，上部设置有挡料斗403，U型

输送搅拌机4有衬板405时，此时衬板405内壁即为U型输送搅拌机4的内壁，螺旋叶片402与

衬板405内壁的间隙不小于5mm；若是没有衬板405，则螺旋叶片402与U型输送搅拌机4自身

内壁的间隙不小于5mm，U型输送搅拌机4通过安装在其出料口上部的电机Ⅰ401驱动。

[0028] 连续式振动搅拌机5通过支腿Ⅰ504和支腿Ⅱ505与底盘1相连，支腿Ⅰ504位于连续

式振动搅拌机5前部，通过U型螺栓与底盘1连接，支腿Ⅰ504上设置有减速机支座503，减速机

502与减速机支座503螺栓连接，减速机502的输出轴通过传动连接件与连续式振动搅拌机5

的搅拌轴509连接，传动连接件采用联轴器，支腿Ⅱ505为槽钢结构，其上部与连续式振动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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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机5的腹板506螺栓连接，下部通过U型螺栓与底盘1连接，支腿Ⅱ505的下部还固定有润滑

注油泵508，润滑注油泵508为连续式振动搅拌机5提供润滑油，连续式振动搅拌机5的出料

口处设置有电机Ⅳ507和激振器510，电机Ⅳ507带动激振器510使搅拌轴509振动，电机Ⅳ

507固定安装在激振器510的上方。

[0029] 底盘1上的动力传动装置包括发动机2、取力器201、传动轮202、联轴器Ⅰ205、发电

机3、气动换向阀207和储气罐209，传动轮202内固定有轮芯203，其中，发动机2可采用底盘1

自带的发动机代替，取力器201固定于发动机2和底盘减速机101之间，取力器201为全功率

取力器，取力器201的输出轴与轮芯203键链接，轮芯203上设置有凸止口，传动轮202设有与

轮芯203凸止口匹配的凹止口，轮芯203凸止口装入传动轮202凹止口后螺栓连接，轴端挡板

204通过螺栓与取力器202的输出轴固定，轴端挡板204与轮芯203配合对轮芯203进行轴向

限位，传动轮202为皮带轮，传动轮202通过皮带与减速机502的输入端相连，轮芯203通过螺

栓与联轴器Ⅰ205的一端连接，联轴器Ⅰ205的另一端通过螺栓与法兰206连接，法兰206的轴

孔与发电机3的输入轴键连接，法兰206内设置有凹止口，轴端挡板204装入法兰206的凹止

口通过螺栓与发电机3的输入轴连接，对法兰206轴向定位，发电机3与控制系统7电连接，为

整个二次拌和设备提供总电力，其中传动轮202可以为皮带轮、链轮或是齿轮，具体根据实

际设备需求进行设置，气动换向阀207在方向盘102的左下侧固定于底盘1的前挡板上，气动

换向阀207的进气口与储气罐209连接，气动换向阀207的出气口与取力器201连接，发动机2

外连有手动油门208，手动油门208安装在驾驶座椅103的右前侧，用来控制发动机2的油门

大小，不锈钢螺杆泵6固定于手动油门208的右侧，通过联轴器Ⅱ601与电机Ⅱ602连接，电机

Ⅱ602采用三相异步电动机，电连接有控制器，不锈钢螺杆泵6的进水口通过管道604与添加

剂储存仓605连接，出水口通过管道604与安装于U型输送搅拌机4进料端上部的喷嘴603连

接，控制系统7位于不锈钢螺杆泵6的右侧，控制系统7内设置有变频器Ⅰ、变频器Ⅱ、多个操

作按钮和多种电气元件，其中变频器Ⅰ与电机Ⅰ401电连接，变频器Ⅱ与电机Ⅱ602电连接，其

它电气元件分别与电机Ⅳ507、润滑注油泵508、高压清洗机8电连接。

[0030] 实施例2：

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如图1、图2、图3、图5所示，减速机支座503的侧面

筋板上螺栓连接有电机Ⅲ501，控制系统7内设置有电路安全互锁装置，电路安全互锁装置

采用一个旋钮开关控制两个接触器，首先旋钮开关只能控制其一接触器，其次通过两个接

触器的常闭点串入对应的控制回路中，形成互锁；选用三相四线市电作为动力源时，电路安

全互锁装置切断与发电机3的电连接，选择发动机2作为动力源时，电路安全互锁装置切断

与电机Ⅲ501的电连接。

[0031] 如图6所示，本发明的具体工作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S11，二次拌和设备进入施工现场后停放在施工位置，将U型输送搅拌机4进料端与

混凝土罐车的卸料槽对接，连续式振动搅拌机5出料口与导料槽相连；同时测定运输到施工

现场罐车内混凝土的塌落度等性能指标；

步骤S12，拨动气动换向阀207，取力器201通过传动轮202、联轴器Ⅰ205分别带动连续式

振动搅拌机5和发电机3运转，此处传动轮202为皮带轮，设置手动油门208位置，连续式振动

搅拌机5的搅拌轴509和发电机3达到额定转速，打开发电机3开关，控制系统7内各元器件通

电，启动电机Ⅳ507，润滑注油泵508，设置变频器Ⅰ频率，启动电机Ⅰ401，待U型输送搅拌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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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设定频率；混凝土通过罐车上的卸料槽进入U型输送搅拌机4进料端，然后U型输送搅拌

机4将混凝土输送到出料口进入连续式振动搅拌机5进料口，连续式振动搅拌机5对混凝土

进行二次连续振动拌和后从出料口排出进入导料槽；

步骤S13，当混凝土量方达到路面1-3m的铺筑量时，混凝土罐车沿施工线路前移2-3m，

将二次拌和设备上的手动油门208复位，拨动气动换向阀207，取力器201停止工作，二次拌

和设备向前移动，U型输送搅拌机4进料端与混凝土罐车的卸料槽对接，重复步骤S12，继续

施工；

步骤S14,重复步骤S13直至施工结束；

步骤S15，施工结束后，关闭电机Ⅰ401，电机Ⅳ507和润滑注油泵508，将二次拌和设备上

的手动油门208复位，拨动气动换向阀207，将设备移动到清洗场地，再次拨动气动换向阀

207并将手动油门208设置到一定位置，将U型输送搅拌机4上的清料门404打开，点击控制系

统7上的操作按钮，启动高压清洗机8对设备进行清洗，清洗完毕后，关闭高压清洗机8和清

料门404，复位手动油门208和拨动气动换向阀207，设备进行转场。

[0032] 如图7所示，选用三相四线市电作为动力源时，本发明的具体工作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

步骤S21，二次拌和设备进入施工现场后停放在施工位置，U型输送搅拌机4进料端与混

凝土罐车的卸料槽对接，连续式振动搅拌机5出料口与泵送装置的储料斗对接；同时测定运

输到施工现场罐车内混凝土的塌落度等性能指标；

步骤S22，选用三相四线市电动力源，点击控制系统7上的操作按钮“市电”，电路安全互

锁装置切断与发电机3的电连接，通过电缆将市电引入控制系统7内，依次按下操作按钮，启

动电机Ⅲ501，电机Ⅳ507，润滑注油泵508，设置变频器Ⅰ频率，启动电机Ⅰ401，待U型输送搅

拌机4达到设定频率后，旋转混凝土罐车卸料阀杆，混凝土通过罐车上的卸料槽进入U型输

送搅拌机4进料端，然后U型输送搅拌机4将混凝土输送到出料口进入连续式振动搅拌机5进

料口，连续式振动搅拌机5对混凝土进行二次连续振动拌和后从出料口排出，进入泵送装置

的储料斗；

步骤S23，施工完毕后，依次关闭电机Ⅰ401、电机Ⅳ507、电机Ⅲ501和润滑注油泵508  ，

然后设备移动到清洗场地，打开U型输送搅拌机4的清料门404，点击控制系统7上的操作按

钮，启动高压清洗机8对设备进行清洗，清洗完毕后，关闭清料门404，断开控制系统7与市电

电缆的连接。

[0033] 选用发动机2作为动力源时，本发明的具体工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31，首先，二次拌和设备进入施工现场后停放在施工位置；然后将U型输送搅拌机

4进料端与混凝土罐车的卸料槽对接，连续式振动搅拌机5出料口与导料槽相连；同时测定

运输到施工现场罐车内混凝土的塌落度等性能指标；

步骤S32，点击控制系统7上的操作按钮“发动机”，电路安全互锁装置切断与电机Ⅲ501

的电连接；

步骤S33，拨动气动换向阀207，取力器201通过传动轮202、联轴器Ⅰ205分别带动连续式

振动搅拌机5和发电机3运转，设置手动油门208位置，使连续式振动搅拌机5和发电机3达到

额定转速；打开发电机3开关，使控制系统7内各元器件通电，启动电机Ⅳ507，设置变频器Ⅰ

频率，启动电机Ⅰ401，待U型输送搅拌机4达到设定频率；混凝土通过罐车上的卸料槽进入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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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输送搅拌机4的进料端，然后混凝土从U型输送搅拌机4的出料口进入连续式振动搅拌机5

的进料口，在连续式振动搅拌机5内对混凝土进行二次连续振动拌和，拌和完成后，将混凝

土从连续式振动搅拌机5的出料口排出，进入导料槽；

步骤S34，当混凝土量方达到路面所需的铺筑量时，混凝土罐车沿施工线路前移，然后

将二次拌和设备上的手动油门208复位，拨动气动换向阀207，使取力器201停止工作，将二

次拌和设备向前移动，使U型输送搅拌机4的进料端与混凝土罐车的卸料槽对接，连续式振

动搅拌机5出料口与导料槽相连，重复步骤S33，继续施工；

步骤S35，重复步骤S34直至施工结束；

步骤S36，施工结束后，关闭电机Ⅰ401、电机Ⅳ507和润滑注油泵508，将二次拌和设备上

的手动油门208复位，拨动气动换向阀207，将二次拌和设备移动到清洗场地，再次拨动气动

换向阀207，并将手动油门208设置到一定位置，打开U型输送搅拌机4的清料门404，点击控

制系统7上的操作按钮，启动高压清洗机8对二次拌和设备进行清洗，清洗完毕后，关闭高压

清洗机8和清料门404，复位手动油门208和气动换向阀207，二次拌和设备进行转场。

[0034] 现场二次拌和中，若罐车内混凝土的塌落度经上述任一工作方法拌和后仍不能满

足施工要求，应根据混凝土的塌落度设置变频器Ⅱ频率，使得电机Ⅱ602达到所需的转速，

添加剂经喷嘴603雾化喷射到混凝土表面，添加剂流量线性可调范围为0-0.75L/min，此处

的添加剂为原始添加剂与水按一定比例配的液体，对经过添加剂二次拌和的混凝土再次进

行性能指标测定，直至达到施工规范要求，施工结束后，应先关闭电机Ⅱ602。

[0035] 不同塌落度的混凝土，连续式振动搅拌机5的生产率不同，初始设置变频器Ⅰ频率

为50HZ，根据混凝土在连续式振动搅拌机5内的搅拌状态和料位情况，再调整变频器Ⅰ的频

率为30-60HZ之间的某一确定值，同时对应的调整变频器Ⅱ的频率为15-60HZ之间的某一确

定值。

[0036] 为了检测本发明对经过罐车运输后具有一定坍落度损失的混凝土搅拌后的性能，

对同一罐车混凝土采集拌合前、后的混凝土试块各三个并进行检测，检测指标包括坍落度、

扩展度、倒桶排空时间以及抗压强度和相应的强度离差系数，取试块过程严格按照国家混

凝土性能检测标准进行。所测指标结果如下所示：

表1二次连续振动搅拌试验施工和易性对比

  坍落度（mm） 扩展度（mm） 倒筒排空时间（s）

二次振动搅拌前 110 210*200 7.45

二次振动搅拌后 170 250*240 2.00

由表1知，罐车内的成品混凝土经二次连续振动搅拌后混凝土的坍落度、扩展度提高，

倒桶排空时间大幅减少，混凝土施工和易性得到显著提高，可以极大减少现场加水施工的

概率，并且同等条件下更利于混凝土的振捣成型，提高混凝土的密实度。

[0037] 表2 二次连续振动搅拌试验抗压强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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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知，经现场二次搅拌混凝土抗压强度提升10%左右，强度标准差降低30%以上，混

凝土质量更加均匀，有效提高了工程的耐久性以及减少了后期的维修费用。

[0038] 由以上的具体实施方式可以看出，本发明能够实现权利要求中的功能和有益效

果，对于本领域内的技术人员而言，本发明不限于上述实施例的细节，不用将权利要求中的

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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