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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混凝土搅拌装置，包括机

架，机架上设有搅拌室，搅拌室上方设有混合室，

机架一侧设有粉碎室，粉碎室上方设有进石口，

粉碎室右侧设有出石口，粉碎室内左侧底部设有

通过电机带动的转盘，转盘通过连接杆固定连接

有转轮a，转轮a通过连接杆活动连接有转轮b，转

轮b通过拍板活动连接有转轮c，拍板上设有碎石

块，转轮c通过基座设于粉碎室底部，拍板右侧设

有垂直设于粉碎室顶壁的挡板，该装置能够有效

的提高搅拌效率的同时将混凝土搅拌的更加均

匀，提高了混凝土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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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混凝土搅拌装置，包括机架(1)，机架(1)上设有搅拌室(2)，搅拌室(2)上方设有

混合室(4)，机架(1)一侧设有粉碎室(6)，粉碎室(6)一侧设有传输带(7) ,粉碎室(6)上方设

有进石口(601)，粉碎室(6)右侧设有出石口(602)，其特征在于：所述粉碎室(6)内左侧底部

设有通过电机带动的转盘(603)，所述转盘(603)通过连接杆固定连接有转轮a(604)，所述

转轮a(604)通过连接杆活动连接有转轮b(605)，所述转轮b(605)通过拍板(606)活动连接

有转轮c(608)，所述拍板(606)上设有碎石块(607)，所述转轮c(608)通过基座设于粉碎室

(6)底部，所述拍板(606)右侧设有垂直设于粉碎室(6)顶壁的挡板(60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凝土搅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输带(7)通过固定

杆(8)固定于机架(1)上，所述传输带(7)一端位于粉碎室(6)的出石口(602)一侧，另一端位

于混合室(4)上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凝土搅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合室(4)通过支撑

座(3)设于搅拌室(2)上，所述混合室(4)上方设有电机b(401)，所述电机b(401)两侧设有入

料口(402)，所述混合室(4)下方设有排料口(407)，所述排料口(407)上设有排料挡板

(408)。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混凝土搅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b(401)的输出端

穿过混合室(4)的顶壁连接有旋转杆(405)，所述旋转杆(405)上设有连接块(403)，所述连

接块(403)上设有弯折的旋转叶片(404)，所述旋转杆(405)底部设有螺旋叶片(406)。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凝土搅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室(2)侧方设有

水箱(5)，所述水箱(5)上连接有水管(501)，水管(501)上设有水泵(502)，且水管(501)的出

水口位于搅拌室(2)的进料口(203)上方。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凝土搅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室(2)上方设有

机盒(201)，且机盒(201)内设有电机a(202)，所述电机a(202)的输出端连接有旋转块

(204)，所述旋转块(204)位于搅拌室(2)内部，所述机盒(201)两侧均设有进料口(203)，所

述搅拌室(2)底部设有出料口(207)。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混凝土搅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室(2)的内壁上

设有凸起(208)，所述旋转块(204)上设有L型旋转杆(205)，所述L型旋转杆(205)上设有搅

拌块(206)，所述搅拌块(206)面向搅拌室(2)内壁一侧设有凹槽，所述凹槽内设有转轴

(2061)，所述转轴(2061)上串接有叶片(2062)。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凝土搅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1)上设有支撑

杆(9)，所述机架(1)底部设有底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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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混凝土搅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工程机械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混凝土搅拌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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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讲的混

凝土一词是指用水泥作胶凝材料，砂、石作骨料；与水按一定比例配合，经搅拌而得的水泥

混凝土，也称普通混凝土，它广泛应用于土木工程，混凝土是当今世上最为常用的建筑结构

用材料，用水泥、砂石、钢筋制成的钢筋混凝土，用于桥梁工程、隧道工程、海防工程、地下工

程、建筑工程，可以承重、防腐蚀、抗冻、耐高温、抗震等。

[0003] 由于在建造建筑物时需要使用混凝土进行浇筑，因此需要使用混凝土搅拌机对混

凝土进行搅拌，传统的混凝土搅拌机大都是卧式，搅拌量有限，加料口位于装置顶部，添加

原料很费时费力，而且传统的混凝土搅拌设备都是搅拌轴带动搅拌片转动或者滚筒转动来

搅拌，这样单一的搅拌方式效率低，影响施工速度，而且容易导致搅拌不均匀，从而导致混

凝土结块，影响建筑工程的质量，所以需要一种高效的混凝土搅拌机。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混凝土搅拌装置，该装置能够有效的提高搅拌效率的

同时将混凝土搅拌的更加均匀，提高了混凝土的质量。

[0005]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取的方案为：一种混凝土搅拌装置，包括机架，机

架上设有搅拌室，搅拌室上方设有混合室，机架一侧设有粉碎室，粉碎室一侧设有传输带,

粉碎室上方设有进石口，粉碎室右侧设有出石口，粉碎室内左侧底部设有通过电机带动的

转盘，转盘通过连接杆固定连接有转轮a，转轮a通过连接杆活动连接有转轮b，转轮b通过拍

板活动连接有转轮c，拍板上设有碎石块，转轮c通过基座设于粉碎室底部，拍板右侧设有垂

直设于粉碎室顶壁的挡板，混凝土搅拌之前需要先对干料进行预拌，本装置设有粉碎室，可

将砂石等骨料进行粉碎，粉碎后的干料在混合室与水泥进行混合预拌，再由搅拌室加水进

行搅拌得到混凝土，砂石由进石口进入粉碎室，转盘由外部电机带动转动，从而使转轮a绕

转盘进行旋转，进而带动转轮b左右摆动，转轮b与转轮c之间的拍板跟着左右摆动，拍板上

的碎石块不断撞击挡板，从而使进入粉碎室的砂石得以破碎，破碎后的砂石由出石口排出，

破碎后的砂石大大提高了后期混凝土的搅拌效果。

[0006] 优选的，传输带通过固定杆固定于机架上，传输带一端位于粉碎室的出石口一侧，

另一端位于混合室上方，通过传输带将粉碎室内排出的砂石运往混合室，进行下一步搅拌

工序,节约了大量劳动力，此传输带外部设有挡板，可防止砂石运输过程中掉落，并且将传

输带固定于机架上，使传输过程更加稳健。

[0007] 优选的，混合室通过支撑座设于搅拌室上，混合室上方设有电机b，电机b两侧设有

入料口，混合室下方设有排料口，排料口上设有排料挡板，通过电机b给内部搅拌装置提供

动力源，粉碎后的砂石由其中一侧入料口进入混合室，另一处入料口进水泥，将水泥和砂石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09624072 A

3



进行混合，方便下一步工序。

[0008] 优选的，电机b的输出端穿过混合室的顶壁连接有旋转杆，旋转杆上设有连接块，

连接块上设有弯折的旋转叶片，旋转杆底部设有螺旋叶片，旋转叶片贴近混合室内壁设置，

可以防止混凝土在内壁上残留，电机b带动旋转杆转动，从而使旋转叶片与螺旋叶片旋转，

旋转叶片配合螺旋叶片一起旋转可以将砂石与水泥快速混合，并且搅拌过程中，容易使水

泥砂浆中气泡的含量增加，由于气泡的滚珠轴承作用，使得水泥砂浆内部摩擦力降低，增大

了水泥砂浆的流动性，从而有效提高了水泥砂石的混合质量，有助提高混凝土的品质。

[0009] 优选的，搅拌室侧方设有水箱，水箱上连接有水管，水管上设有水泵，且水管的出

水口位于搅拌室的进料口上方，水箱内置有混凝土搅拌所需的清水，通过水泵抽取水箱内

的清水由进料口进入搅拌室内，使清水与水泥干料充分混合后进行搅拌得到混凝土。

[0010] 优选的，搅拌室上方设有机盒，且机盒内设有电机a，电机a的输出端连接有旋转

块，旋转块位于搅拌室内部，机盒两侧均设有进料口，搅拌室底部设有出料口，机盒可保护

电机a，延长电机a的使用寿命，设有两个进料口，一个用于进水泥砂石混合后的干料，一个

用于进清水，将干料与清水进行混合搅拌后得到混凝土，混凝土由出料口排出。

[0011] 优选的，搅拌室的内壁上设有凸起，旋转块上设有L型旋转杆，L型旋转杆上设有搅

拌块，搅拌块面向搅拌室内壁一侧设有凹槽，凹槽内设有转轴，转轴上串接有叶片，搅拌块

贴近搅拌室的内壁设置，通过电机a驱动带动旋转块进行旋转，从而带动L型旋转杆上的搅

拌块进行旋转，搅拌块进一步将干料与清水进行搅拌混合，搅拌块旋转时，叶片受离心力绕

着转轴进行翻转搅动，叶片在翻转过程中不断与搅拌室内壁上的凸起进行碰撞，在此过程

中，可使被水泥固体颗粒所包裹的水完全释放出来，使水泥物料与清水搅拌更均匀，杜绝水

泥砂浆出现抱团断裂现象，提高水泥流动度，叶片在翻转过程中会不间断的对混凝土进行

挤压和碰撞，使混凝土颗粒表面得到高的表面相同电荷，相同电荷导致颗粒之间互相排斥，

从而增加混凝土颗粒之间的排斥力，降低了混凝土屈服应力，提升了混凝土的塑性粘度，从

而既有效提高了混凝土的搅拌效率，又提高了混凝土的品质。

[0012] 优选的，机架上设有支撑杆，机架底部设有底座，支撑杆可使机架更平稳，提高装

置安全性，底座增大了机架底部与地面的接触面积，提高了机架的稳定性。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1)设有粉碎室，可将砂石破碎，破碎后的

砂石大大提高了后期混凝土的搅拌效果；2)设有传输带，通过传输带将粉碎室内排出的砂

石运往混合室，进行下一步搅拌工序,节约了大量劳动力；3)设有混合室，可以将砂石与水

泥快速混合，有效提高了水泥砂石的混合质量，有助提高混凝土的品质；4)设有搅拌室，既

有效提高了混凝土的搅拌效率，又提高了混凝土的品质。

[0014] 本发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提供一种混凝土搅拌装置，弥补了现有技术的不足，

设计合理，操作方便。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一种混凝土搅拌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搅拌室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搅拌块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搅拌块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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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5为本发明混合室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为本发明粉碎室的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标记说明：1.机架；2.搅拌室；201 .机盒；202.电机a；203.进料口；204.旋转

块；205.L型旋转杆；206.搅拌块；207.出料口；208.凸起；2061.转轴；2062.叶片；3.支撑座；

4.混合室；401.电机b；402.入料口；403.连接块；404.旋转叶片；405.旋转杆；406.螺旋叶

片；407.排料口；408.排料挡板；5.水箱；501.水管；502.水泵；6.粉碎室；601.进石口；602.

出石口；603.转盘；604.转轮a；605.转轮b；606.拍板；607.碎石块；608.转轮c；609.挡板；7.

传输带；8.固定杆；9.支撑杆；10.底座。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3] 实施例1：

[0024] 如图1、6所示，本发明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取的方案为：一种混凝土搅拌装

置，包括机架1，机架1上设有搅拌室2，搅拌室2上方设有混合室4，机架1一侧设有粉碎室6，

粉碎室6一侧设有传输带7,粉碎室6上方设有进石口601，粉碎室6右侧设有出石口602，粉碎

室6内左侧底部设有通过电机带动的转盘603，转盘603通过连接杆固定连接有转轮a604，转

轮a604通过连接杆活动连接有转轮b605，转轮b605通过拍板606活动连接有转轮c608，拍板

606上设有碎石块607，转轮c608通过基座设于粉碎室6底部，拍板606右侧设有垂直设于粉

碎室6顶壁的挡板609，混凝土搅拌之前需要先对干料进行预拌，本装置设有粉碎室6，可将

砂石等骨料进行粉碎，粉碎后的干料在混合室4与水泥进行混合预拌，再由搅拌室2加水进

行搅拌得到混凝土，砂石由进石口601进入粉碎室6，转盘603由外部电机带动转动，从而使

转轮a604绕转盘603进行旋转，进而带动转轮b605左右摆动，转轮b605与转轮c608之间的拍

板606跟着左右摆动，拍板606上的碎石块607不断撞击挡板609，从而使进入粉碎室6的砂石

得以破碎，破碎后的砂石由出石口602排出，破碎后的砂石大大提高了后期混凝土的搅拌效

果。

[0025] 实施例2：

[0026] 如图1、5所示，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的优化方案为：传输带7通过固定杆8

固定于机架1上，传输带7一端位于粉碎室6的出石口602一侧，另一端位于混合室4上方，通

过传输带7将粉碎室6内排出的砂石运往混合室4，进行下一步搅拌工序,节约了大量劳动

力，此传输带7外部设有挡板，可防止砂石运输过程中掉落，并且将传输带7固定于机架1上，

使传输过程更加稳健，混合室4通过支撑座3设于搅拌室2上，混合室4上方设有电机b401，电

机b401两侧设有入料口402，混合室4下方设有排料口407，排料口407上设有排料挡板408，

通过电机b401给内部搅拌装置提供动力源，粉碎后的砂石由其中一侧入料口402进入混合

室4，另一处入料口402进水泥，将水泥和砂石进行混合，方便下一步工序，电机b401的输出

端穿过混合室4的顶壁连接有旋转杆405，旋转杆405上设有连接块403，连接块403上设有弯

折的旋转叶片404，旋转杆405底部设有螺旋叶片406，旋转叶片404贴近混合室4内壁设置，

可以防止混凝土在内壁上残留，电机b401带动旋转杆405转动，从而使旋转叶片404与螺旋

叶片406旋转，旋转叶片404配合螺旋叶片406一起旋转可以将砂石与水泥快速混合，并且搅

拌过程中，容易使水泥砂浆中气泡的含量增加，由于气泡的滚珠轴承作用，使得水泥砂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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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摩擦力降低，增大了水泥砂浆的流动性，从而有效提高了水泥砂石的混合质量，有助提高

混凝土的品质。

[0027] 实施例3：

[0028] 如图1-4所示，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的优化方案为：搅拌室2侧方设有水箱

5，水箱5上连接有水管501，水管501上设有水泵502，且水管501的出水口位于搅拌室2的进

料口203上方，水箱5内置有混凝土搅拌所需的清水，通过水泵502抽取水箱5内的清水由进

料口203进入搅拌室2内，使清水与水泥干料充分混合后进行搅拌得到混凝土，搅拌室2上方

设有机盒201，且机盒201内设有电机a202，电机a202的输出端连接有旋转块204，旋转块204

位于搅拌室2内部，机盒201两侧均设有进料口203，搅拌室2底部设有出料口207，机盒201可

保护电机a202，延长电机a202的使用寿命，设有两个进料口203，一个用于进水泥砂石混合

后的干料，一个用于进清水，将干料与清水进行混合搅拌后得到混凝土，混凝土由出料口

207排出，搅拌室2的内壁上设有凸起208，旋转块204上设有L型旋转杆205，L型旋转杆205上

设有搅拌块206，搅拌块206面向搅拌室2内壁一侧设有凹槽，凹槽内设有转轴2061，转轴

2061上串接有叶片2062，搅拌块206贴近搅拌室2的内壁设置，通过电机a202驱动带动旋转

块204进行旋转，从而带动L型旋转杆205上的搅拌块206进行旋转，搅拌块206进一步将干料

与清水进行搅拌混合，搅拌块206旋转时，叶片2062受离心力绕着转轴2061进行翻转搅动，

叶片2062在翻转过程中不断与搅拌室2内壁上的凸起208进行碰撞，在此过程中，可使被水

泥固体颗粒所包裹的水完全释放出来，使水泥物料与清水搅拌更均匀，杜绝水泥砂浆出现

抱团断裂现象，提高水泥流动度，叶片2062在翻转过程中会不间断的对混凝土进行挤压和

碰撞，使混凝土颗粒表面得到高的表面相同电荷，相同电荷导致颗粒之间互相排斥，从而增

加混凝土颗粒之间的排斥力，降低了混凝土屈服应力，提升了混凝土的塑性粘度，从而既有

效提高了混凝土的搅拌效率，又提高了混凝土的品质，机架1上设有支撑杆9，机架1底部设

有底座10，支撑杆9可使机架1更平稳，提高装置安全性，底座10增大了机架1底部与地面的

接触面积，提高了机架1的稳定性。

[0029] 实施例4：

[0030] 本发明的装置实际使用过程为：砂石由进石口601进入粉碎室6，转盘603由外部电

机带动转动，从而使转轮a604绕转盘603进行旋转，进而带动转轮b605左右摆动，转轮b605

与转轮c608之间的拍板606跟着左右摆动，拍板606上的碎石块607不断撞击挡板609，从而

使进入粉碎室6的砂石得以破碎，破碎后的砂石由出石口602排出，通过传输带7将粉碎室6

内排出的砂石运往混合室4，粉碎后的砂石由其中一侧入料口402进入混合室4，另一处入料

口402进水泥，将水泥和砂石进行混合,电机b401带动旋转杆405转动，从而使旋转叶片404

与螺旋叶片406旋转，旋转叶片404配合螺旋叶片406一起旋转可以将砂石与水泥快速混合，

并且搅拌过程中，容易使水泥砂浆中气泡的含量增加，由于气泡的滚珠轴承作用，使得水泥

砂浆内部摩擦力降低，增大了水泥砂浆的流动性，从而有效提高了水泥砂石的混合质量，有

助提高混凝土的品质,水泥砂石由进料口203进入搅拌室2内，通过水泵502抽取水箱5内的

清水由进料口203进入搅拌室2内，通过电机a202驱动带动旋转块204进行旋转，从而带动L

型旋转杆205好搅拌块206进行旋转，搅拌块206进一步将干料与清水进行搅拌混合，搅拌块

206旋转时，叶片2062受离心力绕着转轴2061进行翻转搅动，叶片2062在翻转过程中不断与

搅拌室2内壁上的凸起208进行碰撞，在此过程中，可使被水泥固体颗粒所包裹的水完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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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出来，使水泥物料与清水搅拌更均匀，杜绝水泥砂浆出现抱团断裂现象，提高水泥流动

度，叶片2062在翻转过程中会不间断的对混凝土进行挤压和碰撞，使混凝土颗粒表面得到

高的表面相同电荷，相同电荷导致颗粒之间互相排斥，从而增加混凝土颗粒之间的排斥力，

降低了混凝土屈服应力，提升了混凝土的塑性粘度，从而既有效提高了混凝土的搅拌效率，

又提高了混凝土的品质，混凝土由出料口207排出。

[0031] 上述实施例中的常规技术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知晓的现有技术，在此不作详细叙

述。

[0032] 以上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并非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做出各种变化和变型。因此，所有等同

的技术方案也属于本发明的范畴，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应由权利要求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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