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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的发酵成型

箱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

块砖的发酵成型箱，具体涉及一种蒸压砂加气混

凝土砌块砖的发酵成型箱。该成型箱由成型箱本

体构成，成型箱本体由底板、围板和脱模板构成，

底板上固装有U字形的围板，围板的端口处通过

压紧装置安装有脱模板。该成型箱通过压紧装置

配合吊装机械能方便地对已成型的蒸压砂加气

混凝土砌块砖脱模，且不易损伤已成型的蒸压砂

加气混凝土砌块砖，由此能有效降低劳动强度且

提高脱模的效率；通过压紧头能有效保证底板和

脱模板之间的密封，解决了现有的模具箱脱模过

程效率低、劳动强度大，且易损伤已成型蒸压砂

加气混凝土砌块砖的问题，特别适用于蒸压砂加

气混凝土砌块砖的发酵及脱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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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的发酵成型箱，它由成型箱本体构成，成型箱本体由

底板（1）、围板（21）和脱模板（2）构成，其特征在于：底板（1）上固装有U字形的围板（21），围

板的端口处通过压紧装置安装有脱模板（2）；所述的压紧装置由连接轴（3）、拨杆（4）和压紧

头构成，底板（1）上通过轴承座安装有连接轴（3），连接轴（3）两端分别延伸至底板（1）两侧，

延伸至围板（21）一侧的连接轴（3）的一端端头固装有拨杆（4），延伸至脱模板（2）一侧的连

接轴（3）的另一端端头装有压紧头，连接轴（3）分别与拨杆（4）和压紧头呈90度设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的发酵成型箱，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连接轴（3）之间的底板（1）上对称安装有行走轮（19），行走轮（19）之间的底板（1）上固

装有推移杆（20），推移杆（20）与连接轴（3）呈十字交叉状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的发酵成型箱，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连接轴（3）上套装有扭簧（5），扭簧（5）的一端端头与连接轴（3）固定连接，扭簧（5）的另

一端端头与底板（1）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的发酵成型箱，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压紧头由支撑杆（6）、装配杆（7）、压紧轮（8）和调节螺栓（9）构成，支撑杆（6）的一端端

头设置有装配凹（10），装配凹（10）的内壁上通过销轴（11）装有装配杆（7），装配杆（7）的两

端端头分别活动装有压紧轮（8），压紧轮（8）的一端延伸至装配凹（10）外侧；装配杆（7）左侧

的支撑杆（6）上呈上下状分别螺纹安装有调节螺栓（9），调节螺栓（9）下方的支撑杆（6）端头

与连接轴（3）固定连接；所述的脱模板（2）上呈上下状设置有多个横向加强板（13），横向加

强板（13）的两端对称设置有支撑定位板（14），支撑定位板（14）内侧的横向加强板（13）上均

布焊接有纵向加强杆（16）；脱模板（2）通过支撑定位板（14）和横向加强板（13）与压紧轮（8）

滑动抵靠连接；支撑杆（6）一侧的支撑定位板（14）上分别设置有定位孔（15）。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的发酵成型箱，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调节螺栓（9）的一端延伸至装配凹（10）内，延伸至装配凹（10）内的调节螺栓（9）分别与

销轴（11）两侧的装配杆（7）抵靠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的发酵成型箱，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拨杆（4）呈L状，拨杆（4）两侧的围板（21）上对称状固装有挡板（12），拨杆（4）分别与挡

板（12）抵靠连接；挡板（12）外侧的围板（21）上对称状设置有钩爪（18）；所述的挡板（12）之

间角度设置在90-270度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的发酵成型箱，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脱模板（2）两侧的围板（21）端面上及脱模板（2）下方的底板（1）上分别对称设置有导向

板（17），导向板（17）呈扇形，导向板（17）的圆弧面分别与脱模板（2）滑动接触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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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的发酵成型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的发酵成型箱，具体涉及一种蒸压

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的发酵成型箱。

背景技术

[0002] 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是以水泥、石灰、硅砂等为主要原料的一种轻质多孔

的新型绿色环保建筑材料；具有多孔状结晶，其密度较一般水泥质材料小，且具有良好的耐

火、防火、隔音、隔热、保温等性能，在建筑领域得到了广泛使用。气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

的生产过程为配料、制浆、成型、切割和蒸压砂定型，其中在成型过程中，需要使用专用的模

具箱对浆料存储，并保温、保湿而发酵成型。现有的模具箱为矩形体，由基板和侧板构成，基

板呈U字形，基板两侧对称装有侧板，基板和侧板通过螺钉铆接或通过搭扣相互卡接。现有

的模具箱在脱模过程为人工拆卸多个螺钉或搭扣对侧板进行脱开，其脱模过程不仅效率

低，且劳动强度大，同时由于其结构原因，使脱模过程中易损伤已成型的蒸压砂加气混凝土

砌块砖坯料，导致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成品次品率较高，现有的模具箱不适宜大规模

工业化生产，有待改进。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能配合吊装机械方便脱模，且不会损伤已成型的

砌块坯料，以解决现有的模具箱脱模过程效率低、劳动强度大，且易损伤已成型砌块坯料问

题的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的发酵成型箱。

[0004]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的发酵成型箱，它由成型箱本体构成，成型箱本体

由底板、围板和脱模板构成，其特征在于：底板上固装有U字形的围板，围板的端口处通过压

紧装置活动安装有脱模板；所述的压紧装置由连接轴、拨杆和压紧头构成，底板上通过轴承

座安装有连接轴，连接轴两端分别延伸至底板两侧，延伸至围板一侧的连接轴的一端端头

固装有拨杆，延伸至脱模板一侧的连接轴的另一端端头装有压紧头，连接轴分别与拨杆和

压紧头呈90度设置。

[0006] 所述的连接轴之间的底板上对称安装有行走轮，行走轮之间的底板上固装有推移

杆，推移杆与连接轴呈十字交叉状设置。

[0007] 所述的连接轴上套装有扭簧，扭簧的一端端头与连接轴固定连接，扭簧的另一端

端头与底板固定连接。

[0008] 所述的压紧头由支撑杆、装配杆、压紧轮和调节螺栓构成，支撑杆的一端端头设置

有装配凹，装配凹的内壁上通过销轴装有装配杆，装配杆的两端端头分别活动装有压紧轮，

压紧轮的一端延伸至装配凹外侧；装配杆左侧的支撑杆上呈上下状分别螺纹安装有调节螺

栓，调节螺栓下方的支撑杆端头与连接轴固定连接；所述的脱模板上呈上下状设置有多个

横向加强板，横向加强板的两端对称设置有支撑定位板，支撑定位板内侧的横向加强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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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布焊接有纵向加强杆；脱模板通过支撑定位板和横向加强板与压紧轮滑动抵靠连接；支

撑杆一侧的支撑定位板上分别设置有定位孔。

[0009] 所述的调节螺栓的一端延伸至装配凹内，延伸至装配凹内的调节螺栓分别与销轴

两侧的装配杆抵靠连接。

[0010] 所述的拨杆呈L状，拨杆两侧的围板上对称状固装有挡板，拨杆分别与挡板抵靠连

接；挡板外侧的围板上对称状设置有钩爪；所述的挡板之间角度设置在90-270度之间。

[0011] 所述的脱模板两侧的围板端面上及脱模板下方的底板上分别对称设置有导向板，

导向板呈扇形，导向板的圆弧面分别与脱模板滑动接触连接。

[001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3] 该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的发酵成型箱通过压紧装置，配合吊装机械能方便地

使脱模板和底板脱开而对已成型的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坯料脱模，不易损伤已成型的

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由此能有效降低劳动强度且提高脱模的效率；通过压紧头能使

底板和脱模板之间上下受力平衡，由此能有效保证底板和脱模板之间的密封，解决了现有

的模具箱脱模过程效率低、劳动强度大，且易损伤已成型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的问题，

特别适用于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坯料的发酵及脱模使用。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图1的仰视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是图1的后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是本实用新型压紧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是图4中A-A向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1、底板，2、脱模板，3、连接轴，4、拨杆，5、扭簧，6、支撑杆，7、装配杆，8、压紧

轮，9、调节螺栓，10、装配凹，11、销轴，12、挡板，13、横向加强板，14、支撑定位板，15、定位

孔，16、纵向加强杆，17、导向板，18、钩爪，19、行走轮，20、推移杆，21、围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该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的发酵成型箱由成型箱本体构成，成型箱本体由底板

1、围板21和脱模板2构成，底板1上固装有围板21，围板21呈U字形，围板的端口上通过压紧

装置装有脱模板2，底板1、围板21与脱模板2形成一个顶部开口的矩形腔体，由此通过底板

和脱模板在工作时能盛装配置好的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浆料，进而能在底板和脱模板

构成的矩形腔体中对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发酵成型。压紧装置由连接轴3、拨杆4和压

紧头构成，底板1的底部通过轴承座对称活动安装有连接轴3，连接轴1上套装有扭簧5，扭簧

5的一端端头与连接轴3固定连接，扭簧的另一端端头与底板固定连接，通过扭簧5能提供给

连接轴3一个的扭力，在克服该扭簧5的扭力时，连接轴3才能转动；连接轴3的两端分别延伸

至底板1两侧，延伸至底板1一侧的连接轴3的一端端头装有压紧头，压紧头由支撑杆6、装配

杆7、压紧轮8和调节螺栓9构成，支撑杆6的一端端头设置有装配凹10，装配凹10的内壁上通

过销轴11装有装配杆7，装配杆7的两端端头分别活动装有压紧轮8，压紧轮8的一端延伸至

装配凹10外侧，装配杆7能以销轴11为轴心旋转，由此装配杆7在支撑杆6的装配凹10内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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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轴11为轴心调节装配杆7的两端端头的位置，即，通过销轴11能调节压紧轮8的位置；装配

杆7左侧的支撑杆6上呈上下状分别螺纹安装有调节螺栓9，调节螺栓9的一端延伸至装配凹

10内，延伸至装配凹10内的调节螺栓9分别与销轴11两侧的装配杆7抵靠连接，调节螺栓9与

支撑杆螺纹连接，通过转动调节螺栓9能调节调节螺栓9伸入装配凹10内的长度，同步调节

上下两个调节螺栓9时，能调节并固定装配杆7两端端头的位置，即压紧轮8的位置；调节螺

栓9下方的支撑杆6端头与连接轴3固定连接，由此连接轴3转动时连接轴3能带动支撑杆6转

动，支撑杆6即能以连接轴3为轴心带动装配杆7转动，进而装配杆7能带动压紧轮8以连接轴

3为轴心转动；延伸至底板另一侧的连接轴3的另一端端头与支撑杆6对应状固装有拨杆4，

拨杆4呈L状，拨杆4两侧的围板21上分别与支撑杆6对应状固装有挡板12，拨杆4分别与挡板

12抵靠连接，挡板13之间角度设置在90-270度之间，通过拨杆4能带动连接轴3以连接轴3为

轴心转动，挡板12分别能限制拨杆4的位置和转动角度，由此能限制连接轴3的转动角度，进

而能限制支撑杆6的位置和转动角度，同时拨杆4在扭簧5的作用下在不克服扭簧5弹力的情

况下与拨杆4一侧的挡板12始终保持接触，进而通过拨杆4、挡板12和扭簧5在不克服扭簧5

弹力的情况下固定支撑杆6的位置；连接轴3分别与拨杆4和支撑杆6呈90度设置，以避免支

撑杆6和拨杆4转动时与脱模板2或围板21相碰而不能转动。

[0021] 脱模板2上呈上下状设置有多个横向加强板13，横向加强板13的两端对称设置有

支撑定位板14，支撑杆6一侧的支撑定位板14上分别设置有定位孔15，通过定位孔15能对脱

模板2的位置进行定位，以避免脱模过程中，脱模板2与底板1的位置相对移动而损伤已发酵

成型的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支撑定位板14内侧的横向加强板13上均布焊接有纵向加

强杆16，通过纵向加强杆16和横向加强板13能保证脱模板2在各个方向上的结构强度；脱模

板2通过支撑定位板14和横向加强板13与压紧轮8滑动抵靠连接，通过压紧轮8能保证压紧

轮8对脱模板2存在一定的压紧力，同时压紧轮8的一端延伸至装配凹10外侧，压紧轮8在脱

模板2的支撑定位板14和横向加强板13上运动时，支撑杆6不会与支撑定位板14和横向加强

板13摩擦，脱模板2通过压紧轮8与底板1和围板21密封连接，通过压紧轮8分别使脱模板2上

下两端受力一致，由此能将脱模板2压紧在底板1的侧面开口上，以避免因脱模板2上下受力

不均与底板1和围板21的连接不稳定而导致脱模板2与底板1和围板21之间泄露，进而保证

底板1与脱模板2之间的密封。

[0022] 脱模板2两侧的围板21端面上及脱模板2下方的底板1上分别对称固装有导向板

17，导向板17呈扇形，导向板17的圆弧面分别与脱模板2滑动接触连接，通过脱模板2两侧的

围板21端面上及脱模板2下方的底板1上的导向板17的圆弧面能在脱模板2与底板1装配过

程中对脱模板2进行引导，同时能在脱模板2与底板1装配完成后配合压紧轮8对脱模板2进

行限位，使脱模板2在自身重力、压紧轮8和导向板17的共同作用下与底板1不易发生位移，

而不会影响脱模板2与底板1和围板21之间的密封。

[0023] 挡板12外侧的围板21上对称装有钩爪18，工作时，钩爪18与吊装机械配合连接，吊

装机械通过钩爪18能吊起并以围板21的侧面中心为轴心逆时针翻转，进而使脱模板2处于

底板1的下方，由此在脱模板2和已发酵成型的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的自身重力作用下

能方便地脱模；脱模板2下方的底板1底部两侧对称装有行走轮19，行走轮19之间的底板1底

部固装有推移杆20，连接轴3穿过推移杆20和底板1之间与底板1活动连接，底板1内的蒸压

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转运过程中，行走轮19与滑轨滑动连接，推移杆20与滑轨之间的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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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滑动连接，主动轮通过摩擦力带动推移杆20沿着滑轨方向进行位移，推移杆20通过行走

轮19带动底板1沿着滑轨方向进行位移，由此带动底板1上的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配料

进行位移。

[0024] 该发酵成型箱工作时，首先向底板1、围板21和脱模板2组成的矩形腔体内注入配

置好的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浆料，注满后通过底板1底部的推移杆20和行走轮19移动

该成型箱至保温室内，在保温室内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浆料保温并静置发酵成型成为

固态的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坯料，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配料发酵成型后通过底板

1底部的推移杆20和行走轮19移动该成型箱至吊装机械下方，吊装机械首先连接钩爪18，并

通过钩爪18吊起该成型箱，该成型箱起吊完成后，吊装机械通过钩爪18带动该成型箱进行

位移，并在位移的过程中通过钩爪18使该成型箱整体进行逆时针90翻转，使脱模板2翻转至

底板1下方，该成型箱逆时针翻转90度过程中，压紧装置的拨杆4逐渐与吊装机械横向液压

缸的活塞杆端头连接，吊装机械的横向液压缸能带动拨杆4以连接轴3为轴心转动；该成型

箱翻转过程中及翻转完成后，脱模板2及已发酵成型的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坯料通过

支撑杆6对其进行支撑，使脱模板2和已发酵成型的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坯料不会掉

落；该成型箱翻转完成后吊装机械将该成型箱下放，使地面或转运车上的定位销逐渐插入

支撑定位板14上的定位孔15中，通过定位孔15并在脱模板2和已发酵成型的蒸压砂加气混

凝土砌块砖坯料自身重力作用下固定脱模板2的位置，脱模板2与地面或转运车完全接触

后，横向液压缸拉动拨杆4克服连接轴3上的扭簧5的弹力由拨杆4一侧的挡板12以连接轴3

为轴心旋转运动至拨杆4另一侧的挡板12，挡板12之间的角度为90-270度，由此横向液压缸

拉动拨杆4能转动90-270度，拨杆4通过连接轴3带动支撑杆6转动，支撑杆6通过装配杆7带

动压紧轮8位移，使压紧轮8与脱模板2的支撑定位板14和横向加强板13脱离并以连接轴3为

轴心转动至脱模板2一侧，进而不再压紧脱模板2。压紧轮8转动至脱模板2一侧后，吊装机械

通过钩爪18带动底板1上行，脱模板2和已成型的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坯料在自身重力

作用下，与底板1脱离，由此对已成型的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进行脱模，脱模过程通过

该成型箱与吊装机械配合而不需要人工拆卸螺栓或搭扣，由此能大大提高脱模的效率，且

降低劳动强度。脱模完成后对脱模板2上的已成型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坯料转运至下

一工位，对其进行加工，加工完成后清理脱模板2上是的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边角料，

并将脱模板2转运至暂存区备用。

[0025] 脱模完成后，吊装机械带动底板1转运至暂存区，并将底板1与暂存区的备用脱模

板连接，备用脱模板与底板1和围板21连接后，将吊装机械的横向液压缸复位，由此拨杆4在

扭簧5和横向液压缸的作用下复位，进而使压紧轮8将备用脱模板压紧在底板1和围板21的

端口上，拨杆4复位后，在拨杆4、挡板12和扭簧5的共同作用下，拨杆4通过连接轴3保持支撑

杆6的位置，进而使压紧轮8保持对脱模板2的压紧力，使脱模板2与底板1保持密封。

[0026] 该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的发酵成型箱通过压紧装置，配合吊装机械能方便地

使脱模板2和底板1脱开而对已成型的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脱模，不易损伤已成型的蒸

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坯料，由此能有效降低劳动强度且提高脱模的效率；通过压紧头能

使底板1和脱模板2之间上下受力平衡，由此能有效保证底板和脱模板之间的密封，解决了

现有的模具箱脱模过程效率低、劳动强度大，且易损伤已成型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的

问题，特别适用于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砖坯料的发酵及脱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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