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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混凝土浇筑机，属于

混凝土生产设备技术领域。其技术要点是，包括

搅拌桶、安装在搅拌桶内的搅拌装置，搅拌装置

包括由搅拌电机驱动的第一搅拌轴，在第一搅拌

轴上安装有刮铲装置，刮铲装置包括固定安装在

第一搅拌轴上的刮铲支柱和刮刀，刮刀安装在刮

铲支柱远离第一搅拌轴的一端上，刮刀可以在第

一搅拌轴转动时，沿着搅拌桶的内侧壁并随着第

一搅拌轴一起旋转。当第一搅拌轴进行旋转，对

搅拌桶内的物料进行搅拌时，刮刀也会紧贴着搅

拌桶的内侧壁一起旋转，可以将粘附在搅拌桶内

侧壁上的物料刮下。从而可以有效解决搅拌桶内

壁上原料越积越厚的问题，降低了原料浪费的情

况，减少了运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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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混凝土浇筑机，包括搅拌桶(1)、安装在搅拌桶(1)内的搅拌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搅拌装置包括由搅拌电机(7)驱动的第一搅拌轴(3)，在第一搅拌轴(3)上安装有刮

铲装置，所述的刮铲装置包括固定安装在第一搅拌轴(3)上的刮铲支柱(51)和刮刀(5)，刮

刀(5)安装在刮铲支柱(51)远离第一搅拌轴(3)的一端上，所述的刮刀(5)可以在第一搅拌

轴(3)转动时，沿着搅拌桶(1)的内侧壁并随着第一搅拌轴(3)一起旋转。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凝土浇筑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刮刀(5)与第一搅拌

轴(3)互不平行，当第一搅拌轴(3)进行旋转时，刮刀(5)靠近搅拌桶(1)上端的一端的位置

总是领先于刮刀(5)另一端的位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混凝土浇筑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刮刀(5)的上端总是

先经过侧壁上的一条与第一搅拌轴(3)平行的直线，之后刮刀(5)整体与该直线相交，最后

刮刀(5)的下端经过该直线。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混凝土浇筑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搅拌桶(1)上端安装

有行星齿轮(2)，所述的搅拌电机(7)可以驱动行星齿轮(2)中心处的太阳轮(21)转动，第一

搅拌轴(3)安装在行星齿轮(2)中心处的太阳轮(21)上，在行星齿轮(2)的行星轮(22)上安

装有第二搅拌轴(4)。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混凝土浇筑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搅拌轴(3)上固

定安装有第一搅拌桨叶(31)，所述的第二搅拌轴(4)上固定安装有第二搅拌桨叶(41)。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混凝土浇筑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桶(1)的出料口(6)

设置在第一搅拌桨叶(31)的正下方，所述的出料口(6)处安装有横截面大小与出料口(6)相

同的出料筒(61)，在出料筒(61)远离搅拌桶(1)的一端安装有可以闭合出料筒(61)的闭合

装置，第一搅拌轴(3)远离搅拌桶(1)上端的一端位于出料筒(61)内，第一搅拌轴(3)在远离

搅拌桶(1)上端的一端上固定安装有防堵桨叶(63)，且防堵桨叶(63)位于出料筒(61)内。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混凝土浇筑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刮刀(5)的一侧开设

有刀刃，所述的刀刃开设在刮刀(5)在围绕着第一搅拌轴(3)转动时首先接触物料的一侧。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凝土浇筑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桶(1)的内侧壁上

设置有一层耐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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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混凝土浇筑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混凝土生产设备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混凝土

浇筑机。

背景技术

[0002] 混凝土中包括一种蒸压加气混凝土，所述的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是用钙质材料和

硅质材料的配料加入铝粉做加气剂，经过加水搅拌、浇筑成型、发气膨胀、预养切割，再经过

高压蒸汽养护而成，当前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产品是国内各种高层建筑框架结构的重要原

材料。在生产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时，混凝土浇筑机是必不可少的设备，用于对按一定配比

注入搅拌桶的料浆、水泥、生石灰、石膏及铝粉膏悬浮液体进行搅拌，使之均匀混合、充分反

应，并及时将混合料浆注入模框内。加气混凝土在制作时，由于发起后会产生大量的气泡，

所以凝固后的成品质量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0003] 授权公告号为CN204414364U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混凝土浇筑机。该加气混凝土

浇筑机包括搅拌桶、设置于搅拌桶内的搅拌装置，还包括消泡卸料装置，所述搅拌桶上开设

有进料口和出料口，消泡卸料装置设置于搅拌桶的出料口处，该消泡卸料装置包括框架体、

振动板和振动器，所述振动板套设于框架体内，振动器固定于框架体上并穿过框架体于振

动板连接，该振动器驱动振动板动作时、框架体不随着振动器而动作。上述加气混凝土浇筑

搅拌机，搅拌桶内的物料下落过程中，通过振动器驱动振动板动作进而与物料相碰撞，使气

泡振出混凝土的内部，达到消除浆料内气泡的目的，从而实现对混凝土内部的夯实，极大的

提高了加气混凝土的强度。

[0004] 但是该加气混凝土浇筑机搅拌桶的内壁上时常会粘有浇筑原料，久而久之搅拌桶

内壁上的原料越积越厚，不仅影响正常的浇筑成型，而且还浪费浇筑物料，增加运行成本。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在于提供一种可以降低出现浇筑物料淤积

在搅拌桶内侧壁现象的混凝土浇筑机。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混凝土浇筑机，包括搅拌

桶、安装在搅拌桶内的搅拌装置，所述的搅拌装置包括由搅拌电机驱动的第一搅拌轴，在第

一搅拌轴上安装有刮铲装置，所述的刮铲装置包括固定安装在第一搅拌轴上的刮铲支柱和

刮刀，刮刀安装在刮铲支柱远离第一搅拌轴的一端上，所述的刮刀可以在第一搅拌轴转动

时，沿着搅拌桶的内侧壁并随着第一搅拌轴一起旋转。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第一搅拌轴进行旋转，对搅拌桶内的物料进行搅拌时，

刮刀也会紧贴着搅拌桶的内侧壁一起旋转，可以将粘附在搅拌桶内侧壁上的物料刮下。从

而可以有效解决搅拌桶内壁上原料越积越厚的问题，降低了原料浪费的情况，减少了运行

成本。

[0008]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的刮刀与第一搅拌轴互不平行，当第一搅拌轴进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09580042 U

3



行旋转时，刮刀的上端总是先经过侧壁上的一条与第一搅拌轴平行的直线，之后刮刀整体

与该直线相交，最后使刮刀的下端经过该直线。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刮刀围绕着第一搅拌轴进行转动并将搅拌桶内侧壁上

的物料刮铲下来的同时，还会给搅拌桶内侧壁上被刮铲的物料一个朝向搅拌桶下方的力，

从而可以使搅拌桶内侧壁上的物料在被刮铲刮下后，更容易朝向下方落下，从而可以更好

的将粘结在内侧壁上的物料积聚在搅拌桶的底部。

[0010]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的刮刀的一端位于搅拌桶的上端，刮刀的另外一

端位于搅拌桶的下端。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可以使刮刀在围绕着第一搅拌轴进行转动的时候，能够

刮下更多粘附在搅拌桶内侧壁上的物料。

[0012]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的搅拌桶上端安装有行星齿轮，所述的搅拌电机

可以驱动行星齿轮中心处的太阳轮转动，第一搅拌轴安装在行星齿轮中心处的太阳轮上，

在行星齿轮的行星轮上安装有第二搅拌轴。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可以使第一搅拌轴在进行旋转的同时，安装在行星轮上

的第二搅拌轴可以围绕着第一搅拌轴进行旋转，从而可以提高搅拌的效果。

[0014]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的第一搅拌轴上固定安装有第一搅拌桨叶，所述

的第二搅拌轴上固定安装有第二搅拌桨叶。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因为行星齿轮中心处的太阳轮在进行旋转时，会带动行

星齿轮中的行星轮围绕着太阳轮旋转，同时行星轮还会进行自转，通过在第一搅拌轴和第

二搅拌轴上分别安装有第一搅拌桨叶和第二搅拌桨叶，从而可以提高搅拌的效果。

[0016]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搅拌桶的出料口设置在第一搅拌桨叶的正下方，

所述的出料口处安装有横截面大小与出料口相同的出料筒，在出料筒远离搅拌桶的一端安

装有可以闭合出料筒的闭合装置，第一搅拌轴远离搅拌桶上端的一端位于出料筒内，第一

搅拌轴在远离搅拌桶上端的一端上固定安装有防堵桨叶，且防堵桨叶位于出料筒内。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出料筒的闭合装置被打开时，物料可以沿着出料筒排

出，第一搅拌轴在不断刮铲搅拌桶的内侧壁的同时，还在出料口内不断的旋转，从而避免了

出料口被物料堵塞。

[0018]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的刮刀的一侧开设有刀刃，所述的刀刃开设在刮

刀在围绕着第一搅拌轴转动时首先接触物料的一侧。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可以使刮刀在转动的过程中，更容易将粘附在搅拌桶内

侧壁上的物料铲下。

[0020]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的搅拌桶的内侧壁上设置有一层耐磨层。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可以提高该搅拌桶桶壁的强度，减少刮铲对搅拌桶桶壁

的磨损，提高了该设备的使用寿命。

[0022]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3] 1、可以有效的解决搅拌桶内壁上原料越积越厚的问题，降低了原料浪费的情况，

减少了运行成本；

[0024] 2、可以有效的降低搅拌桶出料口被堵塞事件发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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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实施例隐藏搅拌桶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是实施例隐藏行星齿轮和搅拌电机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是出料口处的放大图。

[0029] 附图标记：1、搅拌桶；2、行星齿轮；21、太阳轮；22、行星轮；3、第一搅拌轴；31、第一

搅拌桨叶；4、第二搅拌轴；41、第二搅拌桨叶；5、刮刀；51、刮铲支柱；6、出料口；61、出料筒；

62、闭合盖；63、防堵桨叶；7、搅拌电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参照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31] 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混凝土浇筑机，包括横截面呈圆形的搅拌桶1，在搅拌桶1的

上方固定安装有行星齿轮2，在行星齿轮2的太阳轮21中心处固定安装有第一搅拌轴3，在第

一搅拌轴3上焊接有垂直于第一搅拌轴3的第一搅拌桨叶31。在行星齿轮2的行星轮22中心

处固定安装有第二搅拌轴4，第二搅拌轴4上焊接有垂直于第二搅拌轴4的第二搅拌桨叶41。

在搅拌筒上还安装有搅拌电机7，搅拌电机7可以驱动行星齿轮2中的太阳轮21进行旋转。通

过这样的设置，启动搅拌电机7，从而带动第一搅拌轴3进行旋转。在太阳轮21进行旋转的同

时，能够带动周围的行星轮22围绕着太阳轮21进行旋转，并且行星轮22也在不停的进行自

转。从而可以使搅拌桶1能够更加充分的将物料进行搅拌，提高了搅拌的效果。

[0032] 如图2和图3所示，在第一搅拌轴3上焊接有垂直于第一搅拌轴3的刮铲支柱51，在

刮铲支柱51远离第一搅拌轴3的一端焊接有刮刀5，刮刀5紧贴着侧壁。刮刀5的一端位于搅

拌桶1的上端，刮刀5的另一端位于搅拌桶1的下端，在第一搅拌轴3进行旋转的时候，刮刀5

可以沿着搅拌桶1的内侧壁并随着第一搅拌轴3一起旋转。通过这样的设置，可以将更多的

粘附在搅拌桶1内侧壁上的物料刮下。从而可以有效解决搅拌桶1内壁上原料越积越厚的问

题，降低了原料浪费的情况，减少了运行成本。在刮刀5的一侧开设有刀刃，刀刃开设在刮刀

5在围绕着第一搅拌轴3转动时首先接触物料的一侧。通过这样的设置，可以是刮刀5在转动

的过程中，可以更容易将粘附搅拌桶1内侧壁上的物料铲下。

[0033] 如图2和图3所示，刮刀5与第一搅拌轴3互不平行，且刮刀5在第一搅拌轴3的带动

下进行旋转时，刮刀5的上端总是先经过侧壁上的一条与第一搅拌轴3平行的直线，之后刮

刀5整体与该直线相交，最后使刮刀5的下端经过该直线。通过这样的设置，在刮刀5围绕着

第一搅拌轴3进行转动并将搅拌桶1内侧壁上的物料刮铲下来的同时，还会给搅拌桶1内侧

壁上被刮铲的物料一个朝向搅拌桶1下方的力，从而使搅拌桶1内侧壁上的物料在被刮铲刮

下后，更容易朝向下方落下，可以更好的将粘结在内侧壁上的物料积聚在搅拌桶1的底部。

[0034] 如图1和图4所示，在搅拌桶1底部开设有出料口6，在出料口6处安装有横截面大小

和出料口6大小相同的出料筒61，在出料筒61远离搅拌桶1的一端安装有可以封闭住出料筒

61的闭合盖62，第一搅拌轴3远离搅拌桶1上端的一端穿设在出料筒61内，在位于出料筒61

内的一段第一搅拌轴3上焊接有垂直于第一搅拌轴3的防堵桨叶63。通过这样的设置，在出

料筒61的闭合盖62被打开时，物料可以从出料筒61排出，同时通过在出料筒61穿设有第一

搅拌轴3，且在第一搅拌轴3上安装有防堵桨叶63，可以使防堵桨叶63在出料筒61内不断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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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从而避免出料口6被物料堵塞。在搅拌桶1的内侧壁上涂有一层高分子耐磨涂层。通过这

样的设置，可以提高该搅拌桶1桶壁的强度，减少刮铲对搅拌桶1桶壁的磨损，提高了该设备

的使用寿命。

[0035] 本具体实施例中的指定方向仅仅是为了便于表述各部件之间位置关系以及相互

配合的关系。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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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只要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09580042 U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7

CN 209580042 U

7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8

CN 209580042 U

8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9

CN 209580042 U

9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0

CN 209580042 U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