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412861.6

(22)申请日 2020.05.15

(71)申请人 广东冠粤路桥有限公司

地址 510000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461号八层802房

(72)发明人 蔡伟忠　张晨龙　邓华超　农坪裕　

卢玲霞　谢漫涛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中建联合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11004

代理人 郑广建　宋元松

(51)Int.Cl.

B28B 11/24(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预制构件喷淋养护系统及养护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预制构件喷淋养护系统

及养护方法，所述喷淋养护系统包括喷淋组件，

其设置于预制构件的上方，喷淋组件与供水系统

连接以获取喷淋养护的水源，控制部与喷淋组件

信号连接以控制预制构件的喷淋养护参数；所述

喷淋组件包括组合喷头、喷淋支管及喷淋干管，

所述喷淋干管与供水系统连接，所述喷淋支管与

喷淋干管连接，组合喷头设置于喷淋支管。本发

明提供的一种预制构件喷淋养护系统及养护方

法，其结构合理，操作便捷，通过温湿度检测模块

及图像采集模块控制喷淋养护参数，实现按需喷

淋，有效保证了预制构件表面的润湿性，提升了

预制构件的养护质量，避免混凝土表面的裂纹，

保证了预制构件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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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预制构件喷淋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喷淋组件，其设置于预制构件的上

方，喷淋组件与供水系统连接以获取喷淋养护的水源，控制部与喷淋组件信号连接以控制

预制构件的喷淋养护参数；所述喷淋组件包括组合喷头、喷淋支管及喷淋干管，所述喷淋干

管与供水系统连接，所述喷淋支管与喷淋干管连接，组合喷头设置于喷淋支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制构件喷淋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淋组件还包括图

像采集模块，其设置于组合喷头处并与控制部信号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预制构件喷淋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图像采集模块实时

采集预制构件表面的润湿数据并将其传输至控制部，控制部根据预制构件表面的润湿数据

优化喷淋养护参数。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制构件喷淋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制构件喷淋养护

系统还包括温湿度检测模块，其临近待喷淋的预制构件设置以检测喷淋养护场地的温湿

度。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预制构件喷淋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温湿度检测模块与

控制部信号连接，控制部存储有喷淋养护参数数据库，控制部根据温湿度检测模块的检测

结果优化喷淋养护参数。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制构件喷淋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组合喷头包括喷头

主体、入水口及出水口，所述出水口的数量为多个，其垂直或倾斜设置于喷头主体上表面。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制构件喷淋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供水系统包括供水

器、蓄水池及沉淀池，沉淀池通过管路与蓄水池连接，蓄水池通过管路与供水器，供水器通

过管路与喷淋组件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预制构件喷淋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淋组件喷射的养

护水通过盲沟及截水沟输送至沉淀池，所述盲沟平行于预制构件设置于其两侧，所述截水

沟垂直于盲沟设置。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制构件喷淋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制构件喷淋养护

系统还包括用于支撑所述喷淋组件的支撑组件，所述支撑组件包括侧部支撑及顶部支撑，

所述侧部支撑包括竖杆及支杆，所述支杆通过活动铰接交叉连接于平行设置的竖杆，所述

喷淋干管沿侧部支撑设置；所述顶部支撑设置于侧部支撑的顶部，所述喷淋支管沿顶部支

撑设置。

10.一种预制构件喷淋养护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将预制构件分区设置，并根据预制构件的布置搭设喷淋养护系统；

S2，控制部按照喷淋养护参数控制喷淋组件的流量；

S3，控制部根据温湿度检测模块的检测结果优化喷淋养护参数；

S4，控制部根据图像采集模块的检测结果优化喷淋养护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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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预制构件喷淋养护系统及养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工程技术领域，涉及一种预制构件喷淋养护系统及养护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高速公路施工中，预制构件施工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预制件的强度和耐久性

是预制施工质量控制的关键。

[0003] 混凝土材料选取、搅拌、浇筑是影响预制件前期质量的主要因素，而后期的养护对

混凝土强度的提升尤为重要。根据以往施工经验，传统人工洒水养护效果不是很理想，大部

分都存在没有按规范要求使混凝土构件在养护期内始终处于湿润状态的情况，很容易出现

混凝土表面收缩裂纹现象，致使混凝土强度达不到设计要求。

[0004] 因此，亟需设计一种预制构件喷淋养护系统及养护方法，解决存在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至少一定程度上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部分技术问题，提供的一

种预制构件喷淋养护系统及养护方法，其结构合理，操作便捷，通过温湿度检测模块及图像

采集模块控制喷淋养护参数，实现按需喷淋，有效保证了预制构件表面的润湿性，提升了预

制构件的养护质量，避免混凝土表面的裂纹，保证了预制构件的强度。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的预制构件喷淋养护系统，其包括喷淋组件，其

设置于预制构件的上方，喷淋组件与供水系统连接以获取喷淋养护的水源，控制部与喷淋

组件信号连接以控制预制构件的喷淋养护参数；所述喷淋组件包括组合喷头、喷淋支管及

喷淋干管，所述喷淋干管与供水系统连接，所述喷淋支管与喷淋干管连接，组合喷头设置于

喷淋支管。

[0007] 优选地，所述喷淋组件还包括图像采集模块，其设置于组合喷头处并与控制部信

号连接。

[0008] 优选地，所述图像采集模块实时采集预制构件表面的润湿数据并将其传输至控制

部，控制部根据预制构件表面的润湿数据优化喷淋养护参数。

[0009] 优选地，所述预制构件喷淋养护系统还包括温湿度检测模块，其临近待喷淋的预

制构件设置以检测喷淋养护场地的温湿度。

[0010] 优选地，所述温湿度检测模块与控制部信号连接，控制部存储有喷淋养护参数数

据库，控制部根据温湿度检测模块的检测结果优化喷淋养护参数。

[0011] 优选地，所述组合喷头包括喷头主体、入水口及出水口，所述出水口的数量为多

个，其垂直或倾斜设置于喷头主体上表面。

[0012] 优选地，所述供水系统包括供水器、蓄水池及沉淀池，沉淀池通过管路与蓄水池连

接，蓄水池通过管路与供水器，供水器通过管路与喷淋组件连接。

[0013] 优选地，所述喷淋组件喷射的养护水通过盲沟及截水沟输送至沉淀池，所述盲沟

平行于预制构件设置于其两侧，所述截水沟垂直于盲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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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优选地，所述预制构件喷淋养护系统还包括用于支撑所述喷淋组件的支撑组件，

所述支撑组件包括侧部支撑及顶部支撑，所述侧部支撑包括竖杆及支杆，所述支杆通过活

动铰接交叉连接于平行设置的竖杆，所述喷淋干管沿侧部支撑设置；所述顶部支撑设置于

侧部支撑的顶部，所述喷淋支管沿顶部支撑设置。

[0015] 同时，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预制构件喷淋养护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S1，将预制构件分区设置，并根据预制构件的布置搭设喷淋养护系统；

S2，控制部按照喷淋养护参数控制喷淋组件的流量；

S3，控制部根据温湿度检测模块的检测结果优化喷淋养护参数；

S4，控制部根据图像采集模块的检测结果优化喷淋养护参数。

[0016] 本发明有益效果：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预制构件喷淋养护系统及养护方法，适用于预制梁、路缘石、水沟盖

板等预制构件的喷淋养护，其结构合理，操作便捷，通过温湿度检测模块及图像采集模块控

制喷淋养护参数，实现按需喷淋，有效保证了预制构件表面的润湿性，提升了预制构件的养

护质量，避免混凝土表面的裂纹，保证了预制构件的强度。

附图说明

[0017] 通过结合以下附图所作的详细描述，本发明的上述优点将变得更清楚和更容易理

解，这些附图只是示意性的，并不限制本发明，其中：

图1是本发明所述一种预制构件喷淋养护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图2是图1所示预制构件喷淋养护系统的侧视图；

图3是本发明之组合喷头的结构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之供水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图5是本发明之供水系统的模块示意图；

图6是本发明之图像采集模块及温湿度检测模块与控制部的连接示意图；

图7是本发明所述预制构件喷淋养护方法的流程图；

图8是本发明所述预制构件喷淋养护方法的其他实施例的流程图。

[0018] 附图中，各标号所代表的部件如下：

10.喷淋组件；11.组合喷头；111.喷头主体；112.入水口；113.出水口；12.喷淋支管；

13.喷淋干管；14.图像采集模块；20.预制构件；30.供水系统；31.供水器；32.蓄水池；33.沉

淀池；34.盲沟；35.截水沟；40.温湿度检测模块；50.支撑组件；51.侧部支撑；511 .竖杆；

512.支杆；52.顶部支撑。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图1至图8是本申请所述一种预制构件喷淋养护系统及养护方法的相关示意图，下

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0] 在此记载的实施例为本发明的特定的具体实施方式，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构思，均

是解释性和示例性的，不应解释为对本发明实施方式及本发明范围的限制。除在此记载的

实施例外，本领域技术人员还能够基于本申请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所公开的内容采用显而

易见的其它技术方案，这些技术方案包括采用对在此记载的实施例的做出任何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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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和修改的技术方案。

[0021] 本说明书的附图为示意图，辅助说明本发明的构思，示意性地表示各部分的形状

及其相互关系。请注意，为了便于清楚地表现出本发明实施例的各部件的结构，各附图之间

并未按照相同的比例绘制。相同的参考标记用于表示相同的部分。

[0022] 本发明所述一种预制构件喷淋养护系统的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预制构件喷淋

养护系统包括喷淋组件10，其设置于预制构件20的上方，喷淋组件10与供水系统30连接以

获取喷淋养护的水源，控制部与喷淋组件10信号连接以控制预制构件的喷淋养护参数。本

发明中，所述喷淋养护参数包括但不限于喷淋时间、喷淋流体速度、喷淋等待时间，控制部

根据预制构件养护情况，优化调整喷淋养护参数。

[0023] 所述喷淋组件10包括组合喷头11、喷淋支管12及喷淋干管13，如图1所示，所述喷

淋干管13与供水系统30连接，所述喷淋支管12与喷淋干管13连接，组合喷头11设置于喷淋

支管12。

[0024]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所述预制构件喷淋养护系统还包括用于支撑所述喷淋

组件10的支撑组件50，所述支撑组件50包括侧部支撑51及顶部支撑52，如图1及图2所示，所

述侧部支撑51包括竖杆511及支杆512，所述支杆512通过活动铰接交叉连接于平行设置的

竖杆511，所述喷淋干管13沿侧部支撑51设置；所述顶部支撑512设置于侧部支撑51的顶部，

所述喷淋支管12沿顶部支撑52设置。作为本实施例的一个方面，所述侧部支撑51相邻之间

的竖杆511之间的间距可调，即，竖杆511可根据喷淋养护现场的需要，灵活调整侧部支撑51

的宽度，相邻预制构件20之间预留适当的操作空间，以便提高预制构件喷淋养护的便捷性。

[0025]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所述支撑组件50设置在预制构件20的两端，所述顶部

支撑52垂直设置于侧部支撑51的顶部，即，顶部支撑51沿预制构件20的长度方向平行设置，

喷淋支管12沿顶部支撑51固定，以便使得喷淋支管12上的组合喷头11正对预制构件20实施

喷淋养护。

[0026] 作为本实施例的一个方面，所述顶部支撑52为圆拱形截面，圆拱形的顶面设置有

防护网，所述防护网具有防晒功能，其可以阻挡太阳光的直射，减缓预制构件表面喷淋的养

护水的挥发，提高养护水对预制构件的润湿效果，保证喷淋养护的质量。

[0027]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所述喷淋组件10还包括图像采集模块14，其设置于组

合喷头11处并与控制部信号连接，如图3所示，所述组合喷头11包括喷头主体111、入水口

112及出水口113，所述出水口113的数量为多个，其垂直或倾斜设置于喷头主体111上表面。

图像采集模块14设置在喷头主体111的上表面，以直面预制构件20实时采集预制构件20表

面的润湿数据。

[0028] 作为本实施例的一个方面，所述出水口113的数量为多个，其可以垂直于喷头主体

111上表面设置，也可倾斜于喷头主体111的上表面设置，所述出水口113由独立的节流阀控

制，这样，控制部可独立调整各个出水口113的流速，以便灵活控制喷淋养护参数。

[0029] 本发明中，图像采集模块14可以为CCD或CMOS，所述图像采集模块14实时采集预制

构件表面的润湿数据并将其传输至控制部，控制部根据预制构件表面的润湿数据优化喷淋

养护参数。图像采集模块14实时采集预制构件表面的润湿情况并对预制构件表面的完全消

失的时间进行预判，为保证预制构件表面始终处于润湿状态，需要提前一段时间由控制部

开启喷淋组件10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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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所述预制构件喷淋养护系统还包括温湿度检测模块40，其临近待喷淋的预制构件

设置以检测喷淋养护场地的温湿度。

[0031]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所述温湿度检测模块40与控制部信号连接，如图6所

示，控制部存储有喷淋养护参数数据库，控制部根据温湿度检测模块40的检测结果优化喷

淋养护参数。喷淋场地的温湿度数据侧面反映了预制构件表面水分的挥发速度，控制部内

部存储的喷淋养护参数数据库就是根据这一关系而建立的，如温度为28℃，湿度为20%RH

时，喷组组件10的流速为50ml/min，喷淋养护时间为30S，喷淋间隔时间为10S。控制部根据

温湿度检测模块40的检测结果调取喷淋养护参数，以便对预制构件进行合理养护。

[0032] 图4是本发明之供水系统的相关示意图，所述供水系统30包括供水器31、蓄水池32

及沉淀池33，沉淀池33通过管路与蓄水池32连接，蓄水池32通过管路与供水器31，供水器31

通过管路与喷淋组件10连接。

[0033]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所述喷淋组件10喷射的养护水通过盲沟34及截水沟35

输送至沉淀池33，所述盲沟34平行于预制构件20设置于其两侧，所述截水沟35垂直于盲沟

34设置。作为本实施例的一个方面，所述盲沟34由预制构件20的一端向预制构件20的另一

端设置，盲沟34的高度为靠近截水沟35端地势较低，以便提升使用后的喷淋养护水的收集

能力，喷淋养护水在重力作用下，有高出向截水沟35流淌。多条盲沟34将水源汇集至截水沟

35，截水沟35再将水源输送至沉淀池33，所述沉淀池33可以处以地势较低的地方，其主要用

于净化使用后的喷淋养护水，以便再次循环使用，节约喷淋养护用水量，控制施工成本。

[0034] 图5是本发明之供水系统的模块示意图，在一些实施例中，供水器31为无塔供水

器，其可根据控制部设定水压将喷淋养护用水输送至喷淋组件。当预制构件数量增加或减

少时，无塔供水器会自动调整水压至设定水压，当控制部停止养护时，无塔供水器会自动停

止工作；当智能控制系统开启时，无塔供水器同样会自动开始工作。

[0035] 在一些实施例中，无塔供水器的水容量为2.5m3，当水位下降至规定位置时，蓄水

池32内的潜水泵自动开始工作，向无塔供水器内加水，当供水器31的水位上升至规定位置

时潜水泵停止加水。当蓄水池32内水位低至规定时开启沉淀池33内的水泵，经净化沉淀的

水开始向蓄水池32内输送，蓄水池32内水位升至规定水位时水泵自动停止。

[0036]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喷淋干管13采用直径32mm的软水管，喷淋支管12采用

直径50mm的热熔管。首先在地势较高处做好长宽高分别是10m、5m、1m大小的蓄水池32，在预

制场地势较低的四周及下游做好截水沟35，在每个喷淋养护区的边界处平行设置一道盲沟

34，盲沟34的内部设置有碎石，盲沟34与两侧的截水沟35相接，提高场地排水效率。在下游

截水沟35旁边地面开挖大小为50m3的沉淀池33。场地地面的积水通过截水沟35输送至沉淀

池33，沉淀池33里安装水泵与蓄水池32连接形成一个水路循环，如图4所示。

[0037] 本发明采用全周期、全润湿状态喷淋，避免“大水漫灌”，实现“按需喷淋”，有效节

约了喷淋养护用水，实现了喷淋养护的智能化。同时，降低了劳动强度，节约了人工成本。

[0038] 同时，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预制构件喷淋养护方法，其流程图，如图7所示，其包括

以下步骤：

S1，将预制构件20分区设置，并根据预制构件20的布置搭设喷淋养护系统；

具体地，根据预制构件的养护周期，可将预制构件分成多个区域，如7个区域，每7天生

产的预制构件放在7个不同养护区域内，实现“一对一”养护，清晰辨别预制构件的养护情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111469259 A

6



况，避免因预制工作繁忙或施工人员疏忽而将不同生产日期的预制构件混淆在一起，从而

不能明确预制构件的养护时间，留下质量隐患。

[0039] 在搭设预制构件喷淋养护系统时，需要根据预制构件的摆设位置因地制宜的开

展，一般在预制构件的两端搭设支撑组件50，在喷淋养护的场地建立供水系统30。

[0040] S2，控制部按照喷淋养护参数控制喷淋组件10的流量；

具体地，根据温湿度检测模块40的检测结果，调整养护参数，开展全润湿喷淋养护。如7

个养护区域分别为1到7号区域，每个区域预制构件从开始喷淋养护状态到全方位、全湿润

状态需要30S，7个区域就是210S，预制构件表面从全湿润状态到表面水分稍干的时间为

300S，那就是说养护系统喷淋完7个区域后，需等待120S，待1号区域构件表面水分稍干状态

再进行下一阶段喷淋养护。

[0041] S3，控制部根据温湿度检测模块40的检测结果优化喷淋养护参数；

具体地，温湿度检测模块40设置在预制构件的喷淋养护场地，临近预制构件设置，以准

确获取喷淋养护场地的温湿度。温湿度检测模块40的检测结果实时传输至控制部，控制部

根据检测结果调整喷淋养护参数。

[0042] S4，控制部根据图像采集模块14的检测结果优化喷淋养护参数。

[0043] 具体地，图像采集模块14能够实时检测预制构件表面的润湿状态，控制部部根据

润湿状态调整喷淋养护参数，实现在节省使用水的前提下，全周期全润湿喷淋。

[0044] 在一些实施例中，预制构件也可以采用以下喷淋养护方法实施喷淋养护，其流程

图，如图8所示，步骤如下：

S10，为待喷淋养护的预制构件搭设喷淋养护系统；

S20，控制部根据温湿度检测模块40检测的结果预先设定预制构件喷淋养护参数；

S30，控制部根据图像采集模块14的检测结果优化喷淋养护参数，实现全润湿喷淋。

[0045] 相比于现有技术的缺点和不足，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预制构件喷淋养护系统及养护

方法，适用于预制梁、路缘石、水沟盖板等预制构件的喷淋养护，其结构合理，操作便捷，通

过温湿度检测模块及图像采集模块控制喷淋养护参数，实现按需喷淋，有效保证了预制构

件表面的润湿性，提升了预制构件的养护质量，避免混凝土表面的裂纹，保证了预制构件的

强度。

[0046] 本发明不局限于上述实施方式，任何人在本发明的启示下都可得出其他各种形式

的产品，但不论在其形状或结构上作任何变化，凡是具有与本申请相同或相近似的技术方

案，均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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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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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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