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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其技术方案要点是：包

括进料斗，设置在进料斗下端口与进料斗相互连

通的两个分料仓；进料斗的下端口设置有均匀分

配机构，分料仓内设置有对物料进行搅拌的混料

装置；分料仓的底部连通设置有一混料仓，混料

仓的底部设置有出料装置；均匀分配机构包括水

平设置在进料斗下端口将进料斗封堵的转动辊，

转动辊的两端与进料斗的内壁转动连接，进料斗

外侧壁固接有驱动转动辊转动的驱动电机；两个

分料仓分别设置在转动辊的两个端面方向，转动

辊的周面上开设有若干个第一进料槽和第二进

料槽，第一进料槽与一侧分料仓相互连通，所述

第二进料槽与另一侧分料仓相互连通。本发明的

优点是：提高了混凝土搅拌设备的搅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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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混凝土搅拌设备，其特征是：包括进料斗(1)，设置在进料斗(1)下端口与进料斗(1)

相互连通的两个分料仓(2)；进料斗(1)的下端口设置有将物料分配至两个分料仓(2)的均

匀分配机构(5)，每个分料仓(2)内设置有对物料进行搅拌的混料装置(6)；两个分料仓(2)

的底部连通设置有一混料仓(3)，混料仓(3)内设置有搅拌装置(7)，混料仓(3)的底部设置

有出料装置；

所述均匀分配机构(5)包括水平设置在进料斗(1)下端口将进料斗(1)封堵的转动辊

(51)，转动辊(51)的两端与进料斗(1)的内壁转动连接，进料斗(1)外侧壁固接有驱动转动

辊(51)转动的驱动电机(52)；所述两个分料仓(2)分别设置在转动辊(51)的两个端面方向，

转动辊(51)的周面上开设有若干个第一进料槽(511)和第二进料槽(512)，所述第一进料槽

(511)与一侧分料仓(2)相互连通，所述第二进料槽(512)与另一侧分料仓(2)相互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搅拌设备，其特征是：所述第一进料槽(511)和第二进

料槽(512)内设置有带动物料向两侧分料仓(2)输送的输送组件(54)；

所述输送组件(54)包括设置在第一进料槽(511)和第二进料槽(512)内的输送轴

(541)，所述输送轴(541)沿第一进料槽(511)和第二进料槽(512)的长度方向排布，输送轴

(541)与第一进料槽(511)和第二进料槽(512)内壁转动连接，所述每个输送轴(541)的一端

设置有驱动输送轴(541)转动的输送电机(543)，所述输送轴(541)的周面上固接有第一螺

旋叶片(542)，所述转动辊(51)内开设有容纳每个输送电机(543)的腔室。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搅拌设备，其特征是：所述分料仓(2)的底部中心位置

开设有排料口(21)，所述混料装置(6)包括设置在分料仓(2)内的搅拌轴(64)，固接在搅拌

轴(64)周面的若干个搅拌叶片(65)，以及设置在搅拌轴(64)上端驱动搅拌轴(64)转动的搅

拌电机(63)，搅拌轴(64)的下端固接有一将排料口(21)封堵的挡料块(66)，所述分料仓(2)

的上表面竖直固接有一控制搅拌轴(64)升降的液压缸(61)，液压缸(61)的活塞杆固接在搅

拌电机(63)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混凝土搅拌设备，其特征是：所述搅拌轴(64)包括与搅拌电机

(63)同轴固接的竖轴(641)，以及固接在竖轴(641)下端的螺旋轴(642)，所述搅拌叶片(65)

固接在竖轴(641)的周面上，所述挡料块(66)固接在螺旋轴(642)的下端。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混凝土搅拌设备，其特征是：所述螺旋轴(642)内设置有若干

个辅助搅拌杆(67)，辅助搅拌杆(67)的两端固接在螺旋轴(642)的内侧壁上。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混凝土搅拌设备，其特征是：所述挡料块(66)包括竖直设置的

第一尖锥(661)和第二尖锥(662)，第一尖锥(661)和第二尖锥(662)的端面相互固定。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搅拌设备，其特征是：所述搅拌装置(7)包括架设在混

料仓(3)内的主动电机(71)，以及固接在主动电机(71)输出轴上的搅拌球(72)。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混凝土搅拌设备，其特征是：所述搅拌球(72)由若干个弧形杆

(721)固接而成的球体。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0154237 A

2



混凝土搅拌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混凝土机械设备领域，具体涉及混凝土搅拌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混凝土搅拌机是把水泥、砂石骨料和水混合并拌制成混凝土混合料的机械。主要

由拌筒、加料和卸料机构、供水系统、原动机、传动机构、机架和支承装置等组成。按工作性

质分间歇式(分批式)和连续式；按搅拌原理分自落式和强制式；按安装方式分固定式和移

动式；按出料方式分倾翻式和非倾翻式；按拌筒结构形式分梨式、鼓筒式、双锥、圆盘立轴式

和圆槽卧轴式等。

[0003] 公开号为CN107571395A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便于打开清理的混凝土搅拌机。其

包括混凝土搅拌机本体，所述混凝土搅拌机本体的右侧面分别固定连接有电机和保护罩，

所述电机位于保护罩的内部，所述电机的输出端通过联轴器固定连接有转轴，所述混凝土

搅拌机本体的内部设置有搅拌叶。

[0004] 该混凝土搅拌机，需将原物料输送进混凝土搅拌机本体内，通过电机带动搅拌叶

对混凝土搅拌机本体内的原物料进行搅拌。为了使原物料能够充分混合搅拌，一定要保障

搅拌时长，才不易出现搅拌不均匀的情况。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混凝土搅拌设备，其优点是提高了混凝土搅拌设备的搅拌效

率。

[0006]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混凝土搅拌设备，包括进料斗，设置在进料斗下端口与进料斗相互连通的两个分料仓；

进料斗的下端口设置有将物料分配至两个分料仓的均匀分配机构，每个分料仓内设置有对

物料进行搅拌的混料装置；两个分料仓的底部连通设置有一混料仓，混料仓内设置有搅拌

装置，混料仓的底部设置有出料装置；

所述均匀分配机构包括水平设置在进料斗下端口将进料斗封堵的转动辊，转动辊的两

端与进料斗的内壁转动连接，进料斗外侧壁固接有驱动转动辊转动的驱动电机；所述两个

分料仓分别设置在转动辊的两个端面方向，转动辊的周面上开设有若干个第一进料槽和第

二进料槽，所述第一进料槽与一侧分料仓相互连通，所述第二进料槽与另一侧分料仓相互

连通。

[0007]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当混凝土搅拌设备工作时，混凝土的不同物料通过进料斗进

入到其中，然后通过均匀分配机构将众多的物料均匀分配至两个分料仓内，然后通过混料

装置对每个分料仓内的物料进行混合搅拌，通过将物料分配，从而提高了混料装置与物料

的接触范围，进而提高了对物料的搅拌效果，物料经分料仓搅拌后集中收集在混料仓内，再

通过搅拌装置对集中的物料进行集中搅拌，从而使混凝土混合的效率更高。当物料从进料

斗进入到两个分料仓内的过程中，驱动电机带动转动辊转动，物料进入到进料斗内后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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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动辊的周面上，物料会流入进不同的第一进料槽和第二进料槽内，进而使物料进入到

不同的分料仓内；均匀分配机构的设置，可调节物料进料的速度，从而使物料搅拌的更加充

分。

[0008]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第一进料槽和第二进料槽内设置有带动物料向两侧分

料仓输送的输送组件；

所述输送组件包括设置在第一进料槽和第二进料槽内的输送轴，所述输送轴沿第一进

料槽和第二进料槽的长度方向排布，输送轴与第一进料槽和第二进料槽内壁转动连接，所

述每个输送轴的一端设置有驱动输送轴转动的输送电机，所述输送轴的周面上固接有第一

螺旋叶片，所述转动辊内开设有容纳每个输送电机的腔室。

[0009]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当转动辊转动的过程中，输送电机启动，带动输送轴转动，从

而使第一螺旋叶片旋转对物料进行输送，输送组件不仅结构简单，而且减少了物料在第一

进料槽和第二进料槽内的堆积，提高了物料输送的效率。输送电机设置在腔室内，不仅节省

了空间占用，而且避免了直接与物料接触，减少了输送电机的损坏。

[0010]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分料仓的底部中心位置开设有排料口，所述混料装置

包括设置在分料仓内的搅拌轴，固接在搅拌轴周面的若干个搅拌叶片，以及设置在搅拌轴

上端驱动搅拌轴转动的搅拌电机，搅拌轴的下端固接有一将排料口封堵的挡料块，所述分

料仓的上表面竖直固接有一控制搅拌轴升降的液压缸，液压缸的活塞杆固接在搅拌电机

上。

[0011]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当物料进入到分料仓内部时，搅拌电机启动，带动搅拌轴转

动，从而使搅拌叶片对分料仓内部的物料进行混料搅拌，当物料搅拌完成后，液压缸带动搅

拌轴上下移动，从而使挡料块脱离对排料口的封堵，使得分料仓内的物料掉落进下方的混

料仓内，当液压缸驱动挡料块上下位移时，也提高了放料效率，减少了物料在排料口的堵塞

情况发生。

[0012]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搅拌轴包括与搅拌电机同轴固接的竖轴，以及固接在

竖轴下端的螺旋轴，所述搅拌叶片固接在竖轴的周面上，所述挡料块固接在螺旋轴的下端。

[0013]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当物料进入到分料仓的底部后，底部物料之间的作用力较大，

螺旋轴的设置，通过自身的螺旋结构转动的过程中能够减少物料对搅拌轴的作用力，延长

了搅拌轴的使用寿命，而且当螺旋轴转动的过程中也对分料仓内的物料起到了混合搅拌的

作用；竖轴位于螺旋轴的上方，物料之间的作用力相对较小，所以当搅拌叶片转动的过程

中，对位于上方的物料也起到了混合搅拌的作用。

[0014]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螺旋轴内设置有若干个辅助搅拌杆，辅助搅拌杆的两

端固接在螺旋轴的内侧壁上。

[0015]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辅助搅拌杆的设置，不但增加了螺旋轴的强度，减少了螺旋轴

转动过程中的形变，而且当螺旋轴转动时，辅助搅拌杆也对分料仓内部的物料起到了混合

搅拌的作用。

[0016]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挡料块包括竖直设置的第一尖锥和第二尖锥，第一尖

锥和第二尖锥的端面相互固定。

[0017]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当液压缸驱动搅拌轴上下移动的过程中，第一尖锥和第二尖

锥由于自身的结构对混凝土物料具有引流导向的作用，从而减少了挡料块对混凝土物料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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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的负担，减少了液压缸工作的压力。

[0018]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搅拌装置包括架设在混料仓内的主动电机，以及固接

在主动电机输出轴上的搅拌球。

[0019]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当物料全部进入到混料仓内后，主动电机工作，带动搅拌球转

动，从而使搅拌球对混料仓内部的物料进行混料搅拌。由于搅拌球为球形，使得搅拌球转动

的过程中更加稳定。

[0020]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搅拌球由若干个弧形杆固接而成的球体。

[0021]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弧形杆的设置增加了物料与搅拌球的接触面积，当搅拌球在

转动的过程中，弧形杆对物料起到拨动的作用，从而提高了物料的流动效果。

[0022]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一、提高了物料的搅拌效率。物料经入料斗平均分配至两个分料仓内，然后经分料仓内

的混料装置对分料仓内的物料进行混合搅拌，然后两个分料仓内的物料进入到混料仓内进

行集中处理，再次进行混合搅拌，从而提高了物料的搅拌混合效率；

二、智能调控进料速度，工作人员可根据使用情况调整驱动电机的工作速度，智能调控

物料进入到两个分料仓内部的速度，从而使两个分料仓内部的物料搅拌的更加充分。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体现混凝土搅拌设备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2是体现均匀分配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3是体现混料装置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图4是体现搅拌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中，1、进料斗；11、连通口；2、分料仓；21、排料口；3、混料仓；4、输料仓；41、出料

口；5、均匀分配机构；51、转动辊；511、第一进料槽；512、第二进料槽；52、驱动电机；53、空

腔；54、输送组件；541、输送轴；542、第一螺旋叶片；543、输送电机；544、盖板；6、混料装置；

61、液压缸；62、壳体；63、搅拌电机；64、搅拌轴；641、竖轴；642、螺旋轴；65、搅拌叶片；66、挡

料块；661、第一尖锥；662、第二尖锥；67、辅助搅拌杆；7、搅拌装置；71、主动电机；72、搅拌

球；721、弧形杆；8、输料装置；81、输料轴；82、第二螺旋叶片；83、输料电机；9、支腿。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混凝土搅拌设备，如图1所示，包括进料斗1，进料斗1的下方竖直设置有两个分料

仓2，进料斗1与两个分料仓2相互连通；两个分料仓2下方共同连通有一混料仓3；混料仓3的

底部水平设置有一输料仓4，输料仓4与混料仓3相互连通，输料仓4内设置有一带动混凝土

从输料仓4排出的输料装置8,混料仓3的周面竖直固接有四个支腿9。

[0026] 如图2所示，进料斗1的上端为封口设置，并且进料斗1的上端面上开设有四个用于

连通不同物料的连通口11，便于将混凝土的物料注入进入料斗内。

[0027] 如图1和图2所示，进料斗1的下端口设置有一将物料均匀分配至两个分料仓2的均

匀分配机构5。均匀分配机构5包括水平设置在进料斗1下端口并将进料斗1下端口封堵的转

动辊51，转动辊51的两端分别朝向两侧的分料仓2，转动辊51的两端与进料斗1的两侧内壁

转动连接，进料斗1的外侧壁固接有一驱动电机52，驱动电机52的输出轴穿入入料斗内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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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动辊51同轴固接；转动辊51的周面上分别开设有两个第一进料槽511和两个第二进料槽

512，第一进料槽511和第二进料槽512分别沿转动辊51的长度方向开设，第一进料槽511和

第二进料槽512间隔排列在转动辊51的周面上，第一进料槽511将转动辊51的一端穿透，第

二进料槽512将转动辊51的另一端穿透。

[0028] 当物料通过进料斗1进入到进料斗1内部时，物料会被转动辊51封堵住，此时驱动

电机52启动，从而带动转动辊51转动，使得物料随机的进入到转动辊51周面的第一进料槽

511和第二进料槽512内，并使物料通过第一进料槽511和第二进料槽512的开口分别流入进

两侧的分料仓2内，通过均匀分配机构5的分料，使得多跟分料仓2都能够同时进行工作，不

仅增加了对物料处理的容量，而且也使得物料在分料仓2内搅拌的更加充分。

[0029] 如图2所示，为了减少物料在第一进料槽511和第二进料槽512堵塞的情况发生，第

一进料槽511内和第二进料槽512内设置有带动物料向两侧分料仓2输送物料的输送组件

54。每个第一进料槽511远离第一进料槽511在转动辊51开口的一侧与转动辊51的另一端保

持一定距离，转动辊51在此区域内开设有一空腔53，同理每个第二进料槽512远离第二进料

槽512在转动辊51开口的一侧与转动辊51的另一端保持一定间距，转动辊51外周面在此区

域也对应开设有空腔53。上述输送组件54包括设置在第一进料槽511和第二进料槽512内的

输送轴541，输送轴541沿第一进料槽511和第二进料槽512的长度方向布设，输送轴541的周

面上固接有第一螺旋叶片542，第一螺旋叶片542沿输送轴541的长度方向布设，输送轴541

的一端穿入临近的空腔53内并与空腔53的内侧壁转动连接，转动辊51的每个空腔53内设置

有输送电机543，输送电机543与输送轴541穿入的侧壁固定连接，并且输送轴541的输出轴

与输送轴541同轴固接，转动辊51的每个空腔53外设置有通过螺栓将空腔53开口遮盖的盖

板544，从而使物料难以进入到空腔53内。

[0030] 当物料进入到进料斗1内部后，驱动电机52启动带动转动辊51转动，物料会依次进

入到每个第一进料槽511和第二进料槽512内，然后输送电机543启动，带动第一螺旋叶片

542转动，从而使第一进料槽511和第二进料槽512内的物料分别进入到两个分料仓2内，工

作人员可通过调整驱动电机52的转速，从而调整分料仓2内进料的多少，以调整两个分料仓

2内的物料搅拌效率，使得物料搅拌的更加充分。

[0031] 如图3所示，分料仓2为桶装，分料仓2的底部中心位置开设有与混料仓3内部相互

连通的排料口21，分料仓2内设置有对物料进行混合搅拌的混料装置6，混料装置6包括竖直

设置在分料仓2顶部的液压缸61，液压缸61与分料仓2同轴设置，液压缸61的活塞杆穿入进

分料仓2内；液压缸61活塞杆的端部固接有一壳体62，壳体62内竖直固接有一搅拌电机63，

搅拌电机63与分料仓2同轴设置，搅拌电机63的输出轴穿出壳体62外并同轴固接有一搅拌

轴64，搅拌轴64的周面设置有若干个对分料仓2内部的物料进行搅拌的搅拌叶片65，并且搅

拌轴64的底部设置有一对排料口21进行封堵的挡料块66。壳体62的设置，对搅拌电机63起

到了保护作用，减少了壳体62内进水的情况发生，从而使搅拌电机63工作的更加稳定。

[0032] 如图3所示，搅拌轴64包括与搅拌电机63输出轴同轴固接的竖轴641，以及与竖轴

641另一端固定连接的螺旋轴642，螺旋轴642沿分料仓2的高度方向排布，螺旋轴642的末端

竖直设置并与竖轴641位于同一直线上，上述挡料块66固接在螺旋轴642的末端，而搅拌叶

片65固接在竖轴641的周面上。当混料装置6工作时，搅拌电机63带动竖轴641转动，使得搅

拌叶片65对分料仓2内部的物料进行搅拌，随着物料的堆积，位于分料仓2底部的物料承受

说　明　书 4/6 页

6

CN 110154237 A

6



的作用力较大，而位于分料仓2上部分的物料之间的作用力较小，从而较轻了搅拌叶片65的

搅拌压力，使得搅拌叶片65不易发生损坏。而螺旋轴642转动的过程中，由于螺旋轴642的螺

旋结构，当螺旋轴642转动的过程中，能够减少螺旋轴642与物料之间的摩擦力，而且还能够

对物料进行搅拌作用，从而提高了对物料的搅拌效果。螺旋轴642围设的内部空间内设置有

若干个辅助搅拌杆67，辅助搅拌杆67的两端分别与螺旋轴642的内侧壁固定连接，辅助搅拌

杆67的的设置不仅增加了螺旋轴642的支撑强度，而且当螺旋轴642转动的过程中，辅助搅

拌杆67的设置还提高了与物料之间的接触面积，从而提高了对物料的搅拌效率。

[0033] 如图3所示，挡料块66包括竖直设置的第一尖锥661和第二尖锥662，第一尖锥661

和第二尖锥662的尺寸相同，并且第一尖锥661和第二尖锥662的端面尺寸与排料口21尺寸

相同，第一尖锥661和第二尖锥662端面相互固定，使得第一尖锥661和第二尖锥662的尖端

分别竖直朝上竖直朝下。挡料块66初始位置时，挡料块66位于分料仓2的排料口21处，使得

物料不易通过分料仓2进入混料仓3内，当分料仓2内部的物料搅拌均匀后，液压缸61启动带

动搅拌轴64上下移动，使挡料块66远离分料仓2的排料口21，便于分料仓2内的物料通过排

料口21进入到混料仓3内。由于挡料块66的上下两端都为尖锥状，从而减少了挡料块66与物

料之间的摩擦力，从而使得搅拌轴64上下移动更加便利；而且当挡料块66上下移动的过程

中，还对物料起到了疏通的作用，减少了排料口21处物料堵塞的情况。

[0034] 如图4所示，混料仓3呈圆形的斗状，混料仓3内设置有对混料后的物料进行搅拌的

搅拌装置7，搅拌装置7包括竖直设置在混料仓3上表面的主动电机71，主动电机71与混料仓

3同轴设置，主动电机71固接在混料仓3的上表面上，并且主动电机71的输出轴穿入进混料

仓3内，主动电机71的输出轴上固接有一搅拌球72。搅拌球72为若干个弧形杆721组成的球

体骨架，并且弧形杆721的两端与相邻的弧形杆721相互固接。当主动电机71带动搅拌球72

转动的过程中，弧形杆721与混凝土物料接触，并对物料进行搅拌，由于球体的轮廓较为稳

定，能够减少物料对搅拌球72的作用力，从而在对物料进行搅拌的同时，还减少了弧形杆

721与物料之间的作用力，从而提高了搅拌球72对物料的搅拌效率。

[0035] 如图4所示，输料仓4为水平设置的桶状，输料仓4的一端开设有出料口41，输料装

置8包括设置在输料仓4内的输料轴81，输料轴81与输料仓4同轴设置，并且输料轴81背离出

料口41的一端与输料仓4转动连接，输料轴81的周面上固接有一第二螺旋叶片82，第二螺旋

叶片82沿输料轴81的长度方向分布，输料仓4背离出料口41的端面上固接有一输料电机83，

输料电机83与输料仓4同轴设置，并且输料电机83的输出轴穿入进输料仓4内并与输料轴81

同轴固接。当混料仓3内的混凝土物料进入到输料仓4内后，输料电机83启动，从而使输料仓

4内的物料随着第二螺旋叶片82的螺旋转动向输料仓4的出料口41方向移动，在此过程中，

物料在输送的途中还进行了搅拌的作用，从而提高了物料的搅拌效果。最终物料通过出料

口41排出到输料仓4外。

[0036] 工作过程：混凝土所需的物料通过进料斗1进入到进料斗1的底部，然后驱动电机

52启动，带动转动辊51转动，从而使物料进入到第一进料槽511和第二进料槽512内，然后输

送电机543启动带动第一螺旋叶片542转动，从而使物料均匀的进入到两个不同的分料仓2

内，便于将物料进行分散处理，然后搅拌电机63带动搅拌轴64转动，从而对分料仓2内部的

物料进行混料搅拌，当分料仓2内部的物料充分搅拌后，液压缸61带动搅拌轴64上下位移，

从而使挡料块66远离分料仓2的排料口21，并使分料仓2内部的物料通过排料口21进入到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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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仓3内，然后主动电机71带动搅拌球72转动，从而使物料再次进行充分的混合搅拌，从而

提高了混合搅拌的效率。然后物料流入进输料仓4内，并通过第二螺旋叶片82的螺旋转动，

将混凝土排出。

[0037]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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