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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预拌混凝土生产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预拌混凝土生产系

统，包括用于将水泥、细骨料、掺和料先行搅拌的

第一搅拌装置，与第一搅拌机相对接的水泥输送

单元、细骨料输送单元和掺和料输送单元，用于

将粗骨料、减水剂、水与经第一搅拌机搅拌后的

坯料进行再次搅拌的第二搅拌装置，以及与第二

搅拌装置相对接的粗骨料输送单元、减水剂输送

单元、水输送单元和坯料输送单元。本实用新型

通过分次搅拌，先将水泥、细骨料、粉煤灰和矿粉

搅拌制成砂泥浆，再将石料、减水剂、水和砂泥浆

一并搅拌，由此减少了搅拌装置的损耗，降低了

能耗，延长了搅拌装置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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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预拌混凝土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用于将水泥、细骨料、掺和料先行搅拌

的第一搅拌装置，与第一搅拌机相对接的水泥输送单元、细骨料输送单元和掺和料输送单

元，用于将粗骨料、减水剂、水与经第一搅拌机搅拌后的坯料进行再次搅拌的第二搅拌装

置，以及与第二搅拌装置相对接的粗骨料输送单元、减水剂输送单元、水输送单元和坯料输

送单元。

2.如权利要求1所述预拌混凝土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搅拌装置包括第一筒

体和第一搅拌轴，第一筒体顶部设有第一电机，第一电机与第一搅拌轴传动连接；在第一筒

体的内缘侧壁上还设有若干个螺旋形的第一导流肋条，该第一导流肋条的螺旋方向与第一

搅拌轴的转动方向相同。

3.如权利要求1所述预拌混凝土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输送单元包括依次连

接的第一输送机构、多级抖筛机构、第二输送机构和缓冲料斗；所述第一输送机构倾斜设

置，其具有驱动轮、导向轮和安装在驱动轮和导向轮之间的输送带，所述输送带上均匀设置

有若干个凸起，在输送带的上方还设有用于限制输送带上水泥覆盖厚度的可转动拨爪；所

述多级抖筛机构具有从上往下依次布置的多个振动筛网；所述第二输送机构水平设置，其

将经多级抖筛机构过滤后的水泥向缓冲料斗方向输送；水泥经第一输送机构提升到所需高

度后，经多级抖筛机构过滤剔除粗大杂质，而后由第二输送机构输送到缓冲料斗备称。

4.如权利要求1所述预拌混凝土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细骨料输送单元用于将所

需重量的砂过筛并搬送到第一搅拌装置的进料口处。

5.如权利要求1所述预拌混凝土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掺和料输送单元用于将粉

煤灰、矿粉分别按照预设的比例搬送到所述第一搅拌装置的进料口处。

6.如权利要求2所述预拌混凝土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搅拌装置包括第二筒

体和第二搅拌轴，所述第二筒体由同心且间隔设置的第二外筒和第二内筒组成，所述第二

筒体顶部设有第二电机，该第二电机与第二搅拌轴传动连接；所述第二内筒的内缘侧壁上

还设有若干个螺旋形的第二导流肋条，该第二导流肋条的螺旋方向与第二搅拌轴的转动方

向相同；所述第二搅拌轴的转动方向与第一搅拌轴的转动方向相反；在第二外筒和第二内

筒之间还设置有换热盘管，该换热盘管环绕第二内筒外壁而布置，换热盘管内通入冷却介

质，换热盘管与第二外筒之间设置有间隙。

7.如权利要求6所述预拌混凝土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粗骨料输送单元用于将所

需重量的石料搬送到第二搅拌装置的进料口处。

8.如权利要求6所述预拌混凝土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减水剂输送单元由输送管

道泵送至电子秤称量后搬送到第二搅拌装置的进料口处。

9.如权利要求6所述预拌混凝土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搅拌轴中心处设有用

于供水的通道，所述水输送单元由电子秤称量后经通道注入第二搅拌装置。

10.如权利要求6所述预拌混凝土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坯料输送单元设置在第

一搅拌装置的出料口与第二搅拌装置的进料口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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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预拌混凝土生产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预拌混凝土设备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预拌混凝土生产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混凝土就是现场简称为“砼”，混凝土是指由胶凝材料将骨料胶结成整体的工程复

合材料的统称，通常情况下讲的混凝土是指用水泥作胶凝材料，砂、碎石作骨料，然后再与

水按一定比例配合，再加入掺和料、减水剂，经搅拌而得到的，混凝土分为预拌混凝土和预

制混凝土，预拌混凝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商品混凝土。

[0003] 预拌混凝土搅拌站是预拌混凝土生产系统的主要设备，现有混凝土生产系统是将

水泥、砂、石、掺和料、减水剂、水等原料由储存槽经输送设备、计量设备后一同投入搅拌机

中，然而把全部原料尤其是石子一次性投入搅拌机中搅拌，存在搅拌机磨损快、搅拌功效不

够高的问题。

[0004] 另外，预拌混凝土在生产的过程中有专门的原料称重装置对混凝土中的各种原料

进行称量，现有预拌混凝土原料称重装置往往通过人工操作的方式进行控制，存在控制精

度不高、称重不准确、自动化程度低等问题。现有搅拌装置在搅拌的过程中会使物料产生涡

流，影响搅拌效果，而且要想使物料混合均匀的话，需要持续搅拌很长时间，不仅浪费电力，

同时也会耽误生产进程。并且在工地或者车间生产中，不管是搅拌过程中、还是向搅拌桶内

上料过程中，都会产生大量的粉尘，对工地或车间环境产生极大影响。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克服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预拌混凝土生产系统，解决现有生产系统

生产成本高、设计不合理的问题。

[0006]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预拌混凝土生产系统，其

包括用于将水泥、细骨料、掺和料先行搅拌的第一搅拌装置，与第一搅拌机相对接的水泥输

送单元、细骨料输送单元和掺和料输送单元，用于将粗骨料、减水剂、水与经第一搅拌机搅

拌后的坯料进行再次搅拌的第二搅拌装置，以及与第二搅拌装置相对接的粗骨料输送单

元、减水剂输送单元、水输送单元和坯料输送单元。

[0007] 进一步的，第一搅拌装置包括第一筒体和第一搅拌轴，第一筒体顶部设有第一电

机，第一电机与第一搅拌轴传动连接；在第一筒体的内缘侧壁上还设有若干个螺旋形的第

一导流肋条，该第一导流肋条的螺旋方向与第一搅拌轴的转动方向相同，通过第一导流肋

条能够加速原料的上下翻滚，使得原料搅拌的更加均匀。

[0008] 进一步的，水泥输送单元包括依次连接的第一输送机构、多级抖筛机构、第二输送

机构和缓冲料斗。所述第一输送机构倾斜设置，其具有驱动轮、导向轮和安装在驱动轮和导

向轮之间的输送带，所述输送带上均匀设置有若干个凸起，在输送带的上方还设有用于限

制输送带上水泥覆盖厚度的可转动拨爪；所述多级抖筛机构具有从上往下依次布置的多个

振动筛网；进一步的，振动筛网从上往下设置有三个，且目数逐渐递增。水泥通过所需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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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振动筛网连续过滤三次，每次振动过滤时保证相应水泥从距离振动筛网正上方不低于

50cm的高处下落。第二输送机构水平设置，其将经多级抖筛机构过滤后的水泥向缓冲料斗

方向输送；水泥经第一输送机构提升到所需高度后，经多级抖筛机构过滤剔除粗大杂质，而

后由第二输送机构输送到缓冲料斗备称。采用如上方案，一方面通过在输送带上方增设拨

爪，进而控制水泥在输送带上的覆盖厚度，极大减少了水泥堆积成块的可能，另一方面在水

泥进入缓冲料斗前先通过多级抖筛机构，进而剔除粗大杂质对后期搅拌产生的影响，间接

延长了搅拌装置的使用寿命。进一步的，将拨爪距离输送带的垂直距离设置呈可调节的，进

而匹配不同输送速度下，最佳的覆盖厚度。优选的，第一输送机构的倾角为40°～70°。在缓

冲料斗的下游侧还设置有一电子称量装置。

[0009] 进一步的，细骨料输送单元用于将所需重量的砂过筛并搬送到第一搅拌装置的进

料口处，其具体结构与水泥输送单元相似，在此不多加赘述。

[0010] 进一步的，掺和料输送单元用于将粉煤灰、矿粉分别按照预设的比例搬送到所述

第一搅拌装置的进料口处。粉煤灰、矿粉分别经带有重量传感器的料斗、螺旋送料机构输送

至第一搅拌装置的进料口处。

[0011] 进一步的，第二搅拌装置包括第二筒体和第二搅拌轴，所述第二筒体由同心且间

隔设置的第二外筒和第二内筒组成，第二筒体顶部设有第二电机，该第二电机与第二搅拌

轴传动连接。第二内筒的内缘侧壁上还设有若干个螺旋形的第二导流肋条，该第二导流肋

条的螺旋方向与第二搅拌轴的转动方向相同，通过第二导流肋条能够加速原料的上下翻

滚，使得原料搅拌的更加均匀。优选的，第二搅拌轴的转动方向与第一搅拌轴的转动方向相

反。在第二外筒和第二内筒之间还设置有换热盘管，该换热盘管环绕第二内筒外壁而布置，

换热盘管内通入冷却介质，以及时吸收反应中产生的热量。冷却介质以选用冷却水为优选，

换热盘管的设置可以增加冷却介质与筒体的接触面积。换热盘管与第二外筒之间设置有间

隙，该间隙一方面起到隔热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在间隙中通入冷却气体，以进一步解决传

统装置换热效果不佳的问题。除此以外，如换热盘管出现泄漏或其产生大量冷凝水时，也可

通过第二外筒将废水进行收集，避免作业现场过度潮湿。为了增强搅拌效果，在第一搅拌

轴、第二搅拌轴上均匀设置有多个搅拌桨。进一步的，第二搅拌轴中心处设有用于供水的通

道，所述水输送单元由电子秤称量后经通道注入第二搅拌装置。

[0012] 进一步的，粗骨料输送单元用于将所需重量的石料搬送到第二搅拌装置的进料口

处。

[0013] 进一步的，减水剂输送单元由输送管道泵送至电子秤称量后搬送到第二搅拌装置

的进料口处。

[0014] 更进一步的，坯料输送单元设置在第一搅拌装置的出料口与第二搅拌装置的进料

口之间。

[0015]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其优点在于：

[0016] 1、本实用新型通过分次搅拌，先将水泥、细骨料、粉煤灰和矿粉搅拌制成砂泥浆，

再将石料、减水剂、水和砂泥浆一并搅拌，由此减少了搅拌装置的损耗，降低了能耗，延长了

搅拌装置的使用寿命。

[0017] 2、通过在筒体内壁设置若干个与搅拌轴转动方向相同的螺旋形的导流肋条，加速

了原料的上下翻滚，缩短了搅拌时间，一方面使得原料搅拌的更加均匀，另一方面提高了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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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效率。第二搅拌轴的转动方向与第一搅拌轴的转动方向相反，能够提高搅拌效果。将第二

筒体设置为第二外筒和第二内筒，并在第二外筒和第二内筒之间设置换热盘管，以及时吸

收反应中产生的热量，提高装置的换热效果。

[0018] 3、通过在输送带上方增设拨爪，进而控制水泥在输送带上的覆盖厚度，有效防止

水泥因为输送过程中的堆积成块，使其更加分散、更加均匀的向下游方向输送，另一方面在

水泥进入缓冲料斗前先通过多级抖筛机构，进而剔除粗大杂质对后期搅拌产生的影响，间

接延长了搅拌装置的使用寿命，同时使得制备的混凝土质量更加稳定。

[0019] 以下将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较为详细的说明。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第一搅拌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第二搅拌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第二内筒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水泥输送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为输送带的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实施例，

[0027] 请参阅图1至6，一种预拌混凝土生产系统，包括用于将水泥、细骨料、掺和料先行

搅拌的第一搅拌装置101，与第一搅拌机相对接的水泥输送单元  103、细骨料输送单元104

和掺和料输送单元105，用于将粗骨料、减水剂、水与经第一搅拌机搅拌后的坯料进行再次

搅拌的第二搅拌装置102，以及与第二搅拌装置相对接的粗骨料输送单元106、减水剂输送

单元107、水输送单元  108和坯料输送单元109。

[0028] 其中，第一搅拌装置101包括第一筒体11和第一搅拌轴12，第一筒体  11顶部设有

第一电机13，第一电机13与第一搅拌轴12传动连接；在第一筒体11的内缘侧壁上还设有若

干个螺旋形的第一导流肋条14，该第一导流肋条  14的螺旋方向与第一搅拌轴12的转动方

向相同，通过第一导流肋条能够加速原料的上下翻滚，使得原料搅拌的更加均匀。

[0029] 第二搅拌装置102包括第二筒体21和第二搅拌轴22，第二筒体21由同心且间隔设

置的第二外筒23和第二内筒24组成，第二筒体21顶部设有第二电机25，该第二电机与第二

搅拌轴22传动连接。第二内筒24的内缘侧壁上还设有若干个螺旋形的第二导流肋条26，该

第二导流肋条26的螺旋方向与第二搅拌轴22的转动方向相同，通过第二导流肋条能够加速

原料的上下翻滚，使得原料搅拌的更加均匀。第二搅拌轴22的转动方向与第一搅拌轴12的

转动方向相反。在第二外筒23和第二内筒24之间还设置有换热盘管27，该换热盘管27环绕

第二内筒24外壁而布置，换热盘管27内通入冷却介质，以及时吸收反应中产生的热量。冷却

介质以选用冷却水为优选，换热盘管的设置可以增加冷却介质与筒体的接触面积。换热盘

管27与第二外筒23之间设置有间隙28，在第一搅拌轴12、第二搅拌轴22上均匀设置有多个

搅拌桨。在第二搅拌轴22中心处设有用于供水的通道29，所述水输送单元108由电子秤称量

后经通道注入第二搅拌装置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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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水泥输送单元103包括依次连接的第一输送机构31、多级抖筛机构32、第二输送机

构33和缓冲料斗34。第一输送机构的倾角为40°～70°。在缓冲料斗的下游侧还设置有一电

子称量装置。水泥经第一输送机构提升到所需高度后，经多级抖筛机构过滤剔除粗大杂质，

而后由第二输送机构输送到缓冲料斗备称。

[0031] 其中，第一输送机构31倾斜设置，其具有驱动轮、导向轮和安装在驱动轮和导向轮

之间的输送带35，所述输送带35上均匀设置有若干个凸起36，在输送带35的上方还设有用

于限制输送带上水泥覆盖厚度的可转动拨爪37，该拨爪37距离输送带的垂直距离设置呈可

调节的。多级抖筛机构32具有从上往下依次布置的多个振动筛网，振动筛网从上往下设置

有三个，且目数逐渐递增。水泥通过所需目数的振动筛网连续过滤三次，每次振动过滤时保

证相应水泥从距离振动筛网正上方不低于50cm的高处下落。第二输送机构33  水平设置，其

将经多级抖筛机构过滤后的水泥向缓冲料斗方向输送。

[0032] 细骨料输送单元104用于将所需重量的砂过筛并搬送到第一搅拌装置的进料口

处。

[0033] 掺和料输送单元105用于将粉煤灰、矿粉分别按照预设的比例搬送到所述第一搅

拌装置的进料口处。粉煤灰、矿粉分别经带有重量传感器的料斗、螺旋送料机构输送至第一

搅拌装置的进料口处。

[0034] 粗骨料输送单元106用于将所需重量的石料搬送到第二搅拌装置的进料口处。

[0035] 减水剂输送单元107由输送管道泵送至电子秤称量后搬送到第二搅拌装置的进料

口处。

[0036] 坯料输送单元109设置在第一搅拌装置的出料口与第二搅拌装置的进料口之间。

[0037] 以上所述仅是对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实用新型的范围进行限定，故在

不脱离本实用新型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构造、特

征及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或装饰，均应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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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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