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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住房城乡建设

部关于印发2016－2020年建筑业信息化发展纲要》、《山东省“十三五”规划》、

《数字山东发展规划(2018-2022年）》、《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信息化发展规划

(2017～2020)》的要求，济南金曰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山东交通学院等九家单位

结合山东省公路桥梁地方建设特点及近年来水泥混凝土振动搅拌生产方面的相

关经验，编制完成了本标准。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 2.术语和符号；3.混凝土振动拌和生产

机械设备；4.原材料控制；5.配合比控制；6.生产过程控制；7.混凝土质量检验。

本标准由山东省建筑业协会管理，济南金曰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山东交通学

院负责具体内容解释。在本标准的实施、应用过程中，希望各单位注意收集资料，

总结经验，并将需要修改、补充的意见和有关资料寄送至济南金曰公路工程有限

公司（地址：济南市市中区南辛庄西路187号，联系电话/传真：0531-87980191）

以便今后修订。



II

本规程的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员和主要审查人员：

主 编 单 位：济南金曰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交通学院

参 编 单 位：许昌德通振动搅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大学

山东公路技师学院

山东省大通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黄河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滨州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滨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主要起草人员：熊大路、张爱勤、张良奇、袁 凯、黄智德、张 旭、姚运仕、

何光献、程德刚、王彦敏、宋淑琴、刘芝敏、李志忠、吴辉本、

马振华、伊善军、卢少利、郑如岩、赵庆锋、孙道建、李荣晓、

艾 立、段高山、吴立强、郑步青、马燕明、王磊、张飞龙、

代 培

主要审查人员：



III



1

目 次

1 总 则................................................................................................................. 1

2 术语和符号......................................................................................................... 2

2.1 术 语........................................................................................................2

2.2 符 号........................................................................................................2

3 混凝土振动拌和生产机械设备........................................................................ 4

3.1 一般规定....................................................................................................4

3.2 振动搅拌设备选型及配置要求.............................................................. 4

3.3 其他生产配套设备................................................................................... 5

4 原材料控制......................................................................................................... 6

4.1 水 泥........................................................................................................6

4.2 掺合料........................................................................................................6

4.3 砂................................................................................................................6

4.4 石 子........................................................................................................6

4.5 纤 维........................................................................................................6

4.6 外加剂........................................................................................................7

4.7 水................................................................................................................7

5 配合比控制......................................................................................................... 8

5.1 一般规定....................................................................................................8

5.2 配合比关键技术指标...............................................................................8

6 生产过程控制.....................................................................................................9

6.1 投料顺序....................................................................................................9

6.2 机械参数设定........................................................................................... 9

7 混凝土质量检验...............................................................................................10

7.1 抽 样......................................................................................................10

7.2 检测指标..................................................................................................11

附录 A 室内振动搅拌试验................................................................................. 12

A.1 试验目的..................................................................................................12

A.2 仪器设备..................................................................................................12



2

A.3 操作步骤..................................................................................................13

附录 B 振动搅拌站（楼）................................................................................. 14

B.1 目的..........................................................................................................14

B.2 设备结构与功能..................................................................................... 14

引用标准名录......................................................................................................... 20



1

1 总 则

1.1 为规范水泥混凝土振动拌和技术应用，提高水泥混凝土生产技术水平，保

证水泥混凝土工程质量，制定本技术规程。

1.2 本规程规定了水泥混凝土振动拌和生产机械设备、材料、配合比、生产控

制及质量检验。

1.3 本规程适用于普通水泥混凝土与高性能混凝土、超高性能混凝土等特种水

泥混凝土的振动拌和生产。

1.4 采用振动搅拌技术的混凝土生产所用原材料的品种、规格、技术指标、检

验方法，成品的品种、规格、技术指标、检验方法、操作工艺应符合本规程和有

关标准的规定。

1.5 按照国家有关节能减排规定进行生产的企业，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

艺等措施亦应满足本规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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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1 振动拌和 Vibrating mixing

混合料通过振动搅拌装置在一定振幅和频率的振动作用下搅拌的一种拌和

方式。

2.1.2 振动搅拌机 Vibratory mixer

一种能够在搅拌的同时附加振动作用，提高混合料拌和质量的搅拌机。

2.1.3 投料顺序 Mixing procedure

将配制混凝土所需的胶凝材料、砂石料、外加剂和水等原材料投入到搅拌

机拌和料仓的先后顺序。

2.1.4 振动强度 Vibration intensity

振动搅拌机工作时振动轴及叶片对混合料撞击、剪切、推移的能力称为振

动强度。本规程中指振动加速度有效值与重力加速度的比值，用符号 K表示。

2.1.5 搅拌时间 Mixing time

搅拌机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对混凝土原材料或拌合物作用的时间。

2.1.6 超高性能混凝土 Ultra-high performance concrete（UHPC）

本标准中超高性能混凝土指抗压强度等级在 C120以上，兼具优异耐久性能

（氯离子扩散系数 DRCM≤20×10-14m2/s、抗冻性等级≥F500）的水泥基混合

材料（含活性粉末混凝土和采用其他技术措施获得的超高性能混凝土）。

2.1.7 活性粉末混凝土 Reactive powder concrete（RPC）

以水泥和矿物掺合料等活性粉末材料、细骨料、外加剂、高强度微细钢纤

维和/或有机合成纤维、水等原材料生产的超高强增韧混凝土。

2.1.8 周期式搅拌站（楼） Periodical mixing plant（tower）

周期式搅拌站（楼）是指供料、配料、投料、搅拌、出料等工序按预定程

序运行并周期式重复的混凝土搅拌站（楼）。

2.2 符 号

下列符号及代号适用于本文件。

2.2.1 A——振幅，振动搅拌机振动装置振动的幅度。

2.2.2 K ——振动强度， ga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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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 ——振动加速度有效值，单位为 m/s2；

g ——重力加速度，单位为 m/s2。

2.2.3 DRCM——采用 RCM法测得的混凝土抗氯离子扩散系数。

2.2.4 PLC——可编程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的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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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混凝土振动拌和生产机械设备

3.1 一般规定

3.1.1 水泥混凝土振动拌和生产设备的材质及各组件技术条件应满足《混凝土振

动搅拌机》（Q/XCDT 002）技术规范要求。

3.1.2 根据工程量、施工进度、工期等配置水泥混凝土振动拌和生产设备。

3.1.3 振动搅拌机的振动频率、振幅和振动强度等参数应匹配。

3.1.4 振动搅拌机工作时不得震碎石子。

3.2 振动搅拌设备选型及配置要求

3.2.1 搅拌主机结构型式应采用双卧轴强制式。

3.2.2 振动装置应通过搅拌装置对混合料施加振动。

3.2.3 振动频率不应小于 25Hz；搅拌装置最大振动强度不应小于 2，机架最大

振动强度不应大于 0.6。

3.2.4 振动驱动总功率不应小于 7.5kW。

3.2.5 整站系统参数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搅拌设备可选择搅拌站形式或搅拌楼形式。

2 工作环境条件要求：

1）作业温度1℃～40℃；

2）相对湿度不宜大于90%；

3）最大雪载800Pa；

4）最大风载700Pa；

5）作业海拔高度不宜大于2000m。

3 称量装置

1）配料秤以及配套的称重仪表或称重变送器、传感器应采用取得计量器

具许可证的企业生产的产品。每台配料秤均应有制造厂出具的产品合格证。

2）混凝土各组成材料应按质量计量，水和外加剂也可按容积计量；可采

用单独计量，也可采用累计计量。

3）③各种物料的动态计量精度应符合表 3.2.1或表 3.2.2的规定。

表3.2.1 各种物料的每盘动态计量精度

物料类 在等于或大于称量 30％量程内，单独配料称量或累计配料称量

骨料 （约定）真值的±3％

水 （约定）真值的±1％

水泥 （约定）真值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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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合料 （约定）真值的±2％

外加剂 （约定）真值的±2％

注：本表适用于周期式搅拌站（楼）。

表3.2.2 各种物料的累计动态计量精度

物料类 在等于或大于称量 30％量程内，单独配料称量或累计配料称量

骨料 （约定）真值的±2％（最大骨料粒径大于 80mm 时，为±3％）

水

（约定）真值的±1％或满量程的±0.3％（取二者的大值）
水泥

掺合料

外加剂

注：累计动态计量精度，是指每一运输车中各盘混凝土的每种材料计量和的偏差。该项

指标仅适用于采用微机控制的搅拌站（楼）。

3.3 其他生产配套设备

3.3.1 料斗、水箱、罐仓应装配高精度电子动态计量器，电子动态计量器应经过

计量部门标定合格。

3.3.2 振动拌和用水宜采用喷洒装置喷入拌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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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材料控制

4.1 水 泥

4.1.1 宜采用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应符合《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的规定。

4.2 掺合料

4.2.1 合理矿物掺合料能够有效地改善混凝土的性能、降低混凝土的生产成本和

提高混凝土材料的可持续发展。常用的矿物掺合料有粉煤灰、粒化高炉矿渣粉、

硅灰等。粉煤灰应符合《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的规定，

粒化高炉矿渣粉应符合《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18046）

的规定，硅灰应符合《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GB/T 27690）的规定。具有抗冻、

抗渗等性能要求的高性能混凝土和超高性能混凝土宜采用 I级粉煤灰、S95及以

上等级的粒化高炉矿渣粉，采用的其他矿物掺合料，应通过试验验证。

4.3 砂

4.3.1 普通混凝土、高性能混凝土宜采用 II 区中砂，超高性能混凝土宜经试验

验证采用多级配的石英砂。砂的质量应满足《建设用砂》（GB/T 14684），超高性

能混凝土用砂还应满足《活性粉末混凝土》（GB/T 31387）和《超高性能混凝土

基本性能与试验方法》（T/CBMF 37 T/CCPA 7）要求。

4.4 石 子

4.4.1 宜优先选用质地坚硬、颗粒级配良好的石灰岩、玄武岩，石子的技术指标

应满足《建设用碎石、卵石》（GB/T 14685）相关规定。

4.5 纤 维

4.5.1 宜采用性能优异的聚丙烯纤维、塑钢纤维、钢纤维、碳纤维等，所选纤维

应满足《水泥混凝土和砂浆用合成纤维》（GB/T 21120）、《纤维混凝土应用技术

规程》（JGJ/T 221）相关规定，纤维的用量和混杂应通过试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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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外加剂

4.6.1 宜采用性能稳定的混凝土外加剂，应符合《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

（GB 50119）相关规定。

4.7 水

4.7.1 振动拌和用水应满足《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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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配合比控制

5.1 一般规定

5.1.1 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应满足国家现行规范要求。

5.1.2 在满足混凝土胶凝材料最低用量的前提下，宜尽可能降低硅酸盐水泥用量、

使用大掺量优质矿物掺合料，以降低混凝土水化热温升和提高混凝土抗氯离子渗

透性。

5.1.3 在满足混凝土强度和工作性要求的前提下，宜尽可能地减少胶凝材料用量、

降低浆体率，提高混凝土体积稳定性。

5.1.4 大体积混凝土宜选用高掺量矿物掺合料、低水化热的胶凝材料体系和具有

缓凝效果的优质减水剂。

5.1.5 具有抗冻要求的混凝土，宜采用以引入毫米级及以下稳定气泡为主的优质

引气剂。

5.2 配合比关键技术指标

5.2.1 采用振动拌和获得的混凝土拌合物的工作性及含气量，应以振动搅拌站

（楼）的现场测试结果作为混凝土配合比控制依据。

5.2.2 高性能混凝土的水胶比宜不大于 0.4。

5.2.3 具有抗冻性要求的高性能混凝土的含气量宜控制在 4%~6%。

5.2.4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单方胶凝材料用量不宜大于 1000kg，水泥用量宜不小

于胶凝材料用量的 50%。

5.2.5 采用钢纤维对超高性能混凝土进行增强增韧时，其掺量宜不小于 1%（体

积分数）。掺加有机合成纤维时，掺量宜不大于 1.5kg/m3。

5.2.6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水胶比宜不大于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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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产过程控制

6.1 投料顺序

6.1.1 宜采用的投料顺序为：依次加入碎石、砂、胶凝材料、纤维*和粉状外加

剂*进行干混，然后将水和液态外加剂*加入干混料中进行搅拌。

*——如有使用。

6.2 机械参数设定

6.2.1 所需设置的机械参数主要包括搅拌转速、振幅、振动频率等。

6.2.2 机械参数因混凝土而异，振动频率宜＞25Hz，搅拌装置最大振动强度宜

＞2，正常生产中的具体机械参数应经试验确定。

6.2.3 搅拌时间

1 拌和时间与混凝土的配合比、性能要求和搅拌设备的物理参数有关。

2 混凝土振动搅拌时间可参考表 6.2.1，具体搅拌时间应通过试验确定。

表6.2.1 混凝土振动搅拌时间参考值

混凝土种类 水胶比 搅拌时间 状态描述

普通 ＞0.4 ≤60s 满足施工要求

高性能 0.3~0.4 60s~120s 流动性好、不分层离析

超高性能 ＜0.3 ≥120s
黏度大、匀质性好、流

动性满足工程要求

注：本表搅拌时间是指加入所有原材料后的湿拌时间（不计预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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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混凝土质量检验

7.1 抽 样

7.1.1 抽样方法

混凝土拌合物的坍落度和含气量均应在施工地点取样检测，并进行外观状态

描述。混凝土取样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0）中的规定。

7.1.2 抽样频次与数量

针对不同的检验参数，混凝土的抽样频次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和易性

1）每一工作班对坍落度至少测试 2次，含气量至少测试 1次，并对拌合物

状态进行评价；

2）一次取样数量不应少于 2倍测试用样数量，和易性测试完毕并再次拌和

均匀后可用于制备力学性质或耐久性检测试件。

2 力学性质

1）每 100盘，且不超过 100m3的同配合比混凝土，取样不少于 1次；

2）每一工作班拌和的同配比混凝土，不足 100盘或 100m3时，取样不少于

1次；

3）当一次连续浇筑的同配合比混凝土超过 1000m3时，每 200m3取样不少

于 1次；

4）一次取样的数量应不少于制备 3组立方抗压强度标准试件用量；

5）用于其他力学性质测试的混凝土取样频次和数量，查阅相关专业技术规

范获得。

3 耐久性

1）每一有抗冻和抗氯离子渗透要求的混凝土分项工程，应留置试件不少于

3组。

2）混凝土的抗冻性试件应采用尺寸为 100mm×100mm×400mm的长方体

试件，3个为一组；抗氯离子渗透性试件采用直径Ф100mm±1mm，高度

50mm±2mm的圆饼状试件，且宜通过在任一方向尺寸不小于 150mm的混凝土构

（试）件上取芯、切割加工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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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于其他耐久性指标测试的混凝土取样，查阅相关专业技术规范获得。

7.2 检测指标

7.2.1 和易性

混凝土和易性参数的测试参照《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0）、《高性能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CECS 207）、《超高性能混凝土

基本性能与试验方法》（T/CBMF 37 T/CCPA 7）进行，混凝土和易性应满足国家

现行规范和项目设计标准要求。不同混凝土的和易性关键技术指标及要求见表

7.2.1。

表7.2.1混凝土和易性关键技术指标及要求

种类 技术指标 技术要求

普通混凝土 坍落度、粘聚性、保水性
坍落度应满足设计值，且无泌水、离析

现象

高性能混凝土
坍落度、扩展度、保水性、黏

聚性、含气量

坍落度、扩展度、含气量应满足设计值，

且无离析、泌水和分层现象

超高性能混凝

土
扩展度、保水性、黏聚性

扩展度应满足设计值，且黏度适中，各

组分均匀分布

7.2.2 力学性质

混凝土的力学性质参照《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1）、

《高性能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CECS 207）、《超高性能混凝土基本性能与试验

方法》（T/CBMF 37 T/CCPA 7）执行，且应满足相应的设计标准要求。

7.2.3 耐久性

本规程仅对抗冻性和氯离子扩散系数两项主要指标进行约定。

表7.2.2 耐久性指标

种类 抗冻性（快冻法） 84d氯离子扩散系数 DRCM（×10-12m2/s）
普通混凝土 / /

高性能混凝土 ≥300次 ≤2.0
超高性能混凝土 ≥500次 ≤0.2

注：1）本表规定了混凝土耐久性的基本要求，除满足表 8.2.2外，混凝土还应满足国家相关

规范和项目标准要求；2）耐久性试验方法参照 GB/T 50082最新标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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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室内振动搅拌试验

A.1 试验目的

A.1.1 用于混凝土原材料质量检验。

A.1.2 用于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与检验。

A.1.3 用于其他与生产、科研相关的混凝土试验。

A.2 仪器设备

混凝土室内振动搅拌试验用到的主要仪器设备有振动搅拌机、坍落度筒、含

气量仪、电子秤等，本规程仅对振动搅拌机作相关约定。

A.2.1 设备结构

室内试验设备宜选用 DT60ZBW 型振动搅拌机（见图 A.1），以匹配现场生

产装备。

1.上盖 2.缸体 3.底架 4.踏步台 5.防护罩 6.电控系统

7.卸料装置 8.轴端密封 9.振动传动机构 10.搅拌装置 11.搅拌传动机构

图 A.1 DT60ZBW 型振动搅拌机

A.2.2 工作原理

DT60ZBW型振动搅拌机主要由机架、搅拌装置、搅拌传动机构、振动传动

装置、出料系统和电器控制系统等组成，如图 A.1所示。工作时，搅拌传动机构

带动搅拌轴低速搅拌转动，振动传动机构将动力传递给激振器，从而带动整个搅

拌装置（包括搅拌轴、搅拌臂和搅拌叶片）边搅拌边振动，附加振动作用使混凝

土处于颤振状态，促进原材料的充分弥散，降低材料间的内摩擦阻力，提高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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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效率。试验机振动传动机构与搅拌传动机构相互独立，既可实现普通搅拌，

也可实现振动搅拌。

A.2.3 设备主要参数

1 构造型式：双卧轴强制式；

2 公称容量：60L；

3 供电电源电压：AC380V±38V；

4 频率：50Hz±0.5Hz；

5 搅拌转速：55r/min±1r/min；

6 搅拌轴外表面最小振动强度：≥3。

A.3 操作步骤

A.3.1 用湿抹布将搅拌机料斗、搅拌叶等湿润。

A.3.2 接通电源，按照 7.1规定的次序将混凝土原材料加入搅拌机料斗内，启动

搅拌机干混 10s。

A.3.3 加入外加剂和拌和水。

A.3.4 开启振动搅拌机，搅拌至混凝土达到理想的状态或规定的时间（参见表

6.2.1）。

A.3.5 卸料、试验。

A.3.6 清洗搅拌机，切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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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振动搅拌站（楼）

B.1 目的

用于混凝土的调配与生产。

B.2 设备结构与功能

实际生产中采用振动搅拌站（楼），其结构如图 B.1。

B.2.1 设备结构

JS3000

1-骨料输送、储存和称量装置；2-斜皮带机；3-骨料暂存仓；4-主楼除尘器；5-控制室；

6-粉料仓；7-螺旋计量系统；8-水计量系统；9-外加剂计量系统；10-粉料称斗 11-振

动搅拌主机

图 B.1 振动搅拌站（楼）

B.2.2 设备组成与功能

B.2.2.1 振动搅拌主机

由搅拌筒体、传动机构、搅拌装置、激振器、液压卸料门、自动润滑、气压

密封等组成。可采用高速轴同步、闭式行星减速方式；气压密封保护技术；衬板

采用高钼、高铬、高镍特种配方；多搅刀设计，使混凝土搅拌更均匀；搅拌臂采

用等强度设计，为整体铸臂。

B.2.2.2 骨料输送、储存和称量装置

骨料输送、储存和称量装置由配料机、斜皮带机和骨料中间仓组成。搅拌站

工作前，先通过装载机将砂石储存在配料机储料仓内，搅拌站工作时，通过自动

控制的气缸开门将储存在配料机储料仓内的砂石先后从各个储料仓底部的料门

卸入骨料秤斗中进行称量配置，然后通过水平皮带机和斜皮带机输送至骨料中间

仓中储存。当搅拌主机进行搅拌时，气缸开门把骨料中间仓内的砂石卸入主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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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搅拌。

1 配料机

配料机有四个储料仓，可储存四种骨料。储料仓内的砂石从各储料仓底部料

门卸入四个秤斗中进行称量；称量完毕后通过水平皮带机输送至斜皮带机。具备

粗、精秤称量，提高称量精度；微波测湿系统，自动补偿（用户选配）；过冲量

自动修正，欠秤自动补偿。

2 斜皮带机

斜皮带机将由水平皮带机输送的骨料向上输送，通过特长平皮带送入骨料中

间仓。具有封闭式输送，防尘、防落料；跑偏自动报警装置；槽形前倾托辊，自

动调心，防止跑偏；坠重式张紧，无须经常调整；双边走台，方便维护；洒落物

料集中收集；机械逆止式高性能悬挂减速机。

B.2.2.3 粉料计量供给系统

粉料计量供给系统由筒仓、螺旋输送机以及粉料计量装置组成。粉料（水泥、

粉煤灰等）由散装水泥罐车注入筒仓内储存。筒仓顶部装有收尘机，收尘效果好，

维修方便。顶部装有压力安全阀和料位指示计，通过压力安全阀的自动开启，可

防止仓内压力过高；通过料位指示计，可得到筒仓料位的情况。仓底锥部装有助

流气垫，实现粉料破拱。底部装有手动蝶阀，便于筒仓和螺旋输送机检修。当搅

拌主机需要加粉料时，筒仓内粉料由螺旋输送机输送至粉料称量装置（水泥称量

装置、粉煤灰称量装置）进行称量，达到称量要求时，螺旋输送机停止供料。采

用螺旋输送机，输送效率高，免维护设计。

1 筒仓

储存水泥和粉煤灰等粉状物料，在筒体上部安装有料位指示装置，下部有信

号灯。当筒仓料满时，控制室内和筒仓下部信号灯同时报警，此时应立即停止泵

送粉料。筒仓上部有除尘装置，防止粉尘直接进入大气而污染环境。筒仓上部设

有专用安全卸压保护装置，保证水泥罐车向筒仓注入粉料时，一旦筒仓内压力超

高，安全卸压保护装置会自动打开卸压，防止酿成安全事故。底部装有助流气垫。

注意：

1）当除尘装置长时间使用，其滤芯过滤能力会有所下降，排气能力也相应

降低。这样会造成输粉时仓内压力超高，导致安全保护装置开启。因此，要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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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除尘装置，清洁或更换滤芯。

2）仓顶收尘机的滤芯清洗必须由专人负责，上料完毕后及时启动振动电机

持续时间不超过 1分钟。

3）单次上料持续时间不宜过长，一般不宜超过 1小时。

4）每半年要检查一次滤芯的脏污程度，若过度脏污，要拆下按要求清洗。

5）筒仓底部装有助流气垫，破拱气体压力控制在 0.1MPa~0.3MPa范围内，

筒仓底部与螺旋输送机之间设置手动蝶阀，便于筒仓和螺旋输送机的维护。

2 螺旋输送机

螺旋输送机是利用连续螺旋叶片将筒仓中的粉料输送至粉料秤上的输送设

备。叶片具有变螺距设计，输送效率高；中间支撑免维护设计。

3 粉料（水泥、粉煤灰等）称量装置

粉料斗（水泥斗、粉煤灰斗等）通过连接座与传感器连接后，由感应器输出

放大，与预定值对比，粉料达到预定值后，螺旋输送机停止供粉料。当主机需加

粉料时，蝶阀自动开启，粉料直接进入主机拌筒内。卸完料后，粉料秤斗立即进

行下一次称量，充分利用搅拌时间，缩短搅拌周期。粉料秤斗上设有两个粉料入

口，通过启动不同的粉料螺旋输送机，可输入不同筒仓中的粉料。粉料秤斗上均

装有振动器，有利于粉料快速卸入主机。采用大口径蝶阀，加料效率高；具有传

感器不平衡补偿功能。

B.2.2.4 液体计量供给系统

液体计量供给系统包括：供水计量系统和外加剂（液）计量供给系统。设有

调节装置，提高称量精度；设单独贮料池，方便安装；设清洗接口，可接清水冲

洗外加剂管路；外加剂设搅拌装置，保证混和均匀。

供水计量系统由水箱（池）、精称水箱、水泵、供水管路、阀门、水称量装

置等组成。搅拌站的搅拌用水，先由水泵从水箱（池）抽入精称水箱，再通过一

大一小两供水管路输送到水秤量斗中，当达到一定称量值后，水泵自动停止工作，

此时大水管将停止供水，完成粗称；而精称水箱内的水经小水管靠自重继续流入

水称量斗内，当满足配方要求后，小水管管路中的电磁阀关闭，从而达到精称的

目的。

外加剂（液）计量供给系统（两套）每套外加剂系统由外加剂贮料仓、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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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管路、外加剂泵、搅拌装置、精称仓、外加剂称量装置等组成。外加剂经搅

拌均匀后，由泵通过管路输送到精称仓，并分两管进入外加剂称量斗内，当外加

剂达到一定称量值后，泵停止工作，此时主管将停止供应，而精称仓内的外加剂

经底部管道靠自重流入外加剂称量斗内，当满足配方要求后，电磁阀关闭，从而

达到精称的目的。

此外，配置了清洗接口，可以接清水冲洗管路以防止外加剂结晶后堵塞管路。

1 水称量装置

水称量装置主要由水秤斗、传感器、阀门、加压泵组成，其作用是对搅拌用

水进行称量。水秤斗通过连接座与传感器连接，传感器产生信号并输出放大，与

预定值对比，当水量达到预定值后，停止供水完成水的称量。当主机搅拌需加水

时，水秤斗底部的阀门自动开启，同时加压泵开启，由加压泵将水压入搅拌筒内，

在完成搅拌用水的同时，还将清洗搅拌轴及拌筒内壁。采用气动蝶阀；大功率加

压泵，压力大，卸水快；具有传感器不平衡补偿功能；粗、精称称量。

2 外加剂称量装置

外加剂称量斗通过连接座与传感器连接后，由传感器产生信号，并输出放大，

与预定值对比，满足要求时，外加剂泵停止工作，外加剂称量斗底部的阀门自动

开启，外加剂直接流入已称好的水秤斗内。具有传感器不平衡补偿功能；可对多

种外加剂称量；采用不锈钢泵泵送；粗、精秤称量。

B.2.2.5 供气系统

供气系统由空压机和供气管路组成。空压机自带一个 0.3 m3的储气罐，其排

气量为 1.5m3/min，排气压力为 0.8MPa。此外，在系统中配置有气动三联件、电

磁换向阀等一系列气动元件。

B.2.2.6 主机除尘系统

主机除尘系统主要由收尘机（收尘机主要由引风机、滤芯、收尘主机）、进

出料胶管等组成。具有自动化控制装置，采用压缩空气反吹自动维护；粉尘排放

应达到国家标准。

除尘系统可以防止搅拌主机中的粉灰外泄，并将收集的粉灰重新放回到搅拌

主机中。当搅拌主机加料时引风机打开，含粉灰的空气在负压作用下通过胶管、

收尘器内的滤芯后排出；当搅拌主机搅拌时引风机关闭，粘在滤芯上的粉灰在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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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空气反吹下，经胶管落回搅拌主机中。

注：用于清洁收尘机的压缩空气不得含油及其它杂质，压缩空气的压力控制

在 0.5MPa～0.6MPa范围内。

B.2.2.7 电控及电脑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为双重独立的全自动控制系统和手动系统，采用当前先进的工控机

加 PLC控制模式，按键操作技术。具备自动和手动操作功能；具有自动补偿、

故障诊断及报警等功能；同时系统还具有配方管理、数据统计、生产管理、报表

输出等多种功能。

系统主要用于搅拌站的电气操作、自动控制、参数修改与记录、配方管理、

计划供货、送货单打印、生产数据的记录与存储及统计、故障自动诊断中文提示

系统及其它辅助功能等。

B.2.2.8 控制室

控制室为独立控制室结构；配备冷暖空调；设置四周铝合金门窗，便于观察

和操作；室内配置完整自动化控制系统。

B2.2.9 膨胀剂系统（选配）

系统由储料仓、螺旋输送机、称量斗及平台等组成。储料仓下部装有手动蝶

阀，上部有筛网，称量斗上有透气管和进料口，下部装有气动蝶阀和震动器。袋

装膨胀剂由人工加入储料仓暂存，仓内膨胀剂由螺旋输送机送入称量斗，称量好

的膨胀剂直接进入斜皮带机和骨料一起进入骨料中间仓。

B.2.2.10 电子秤

电子秤主要由称重单元、控制机构、执行机构、校正装置等组成。电子秤主

要用于水、外加剂、粉料、骨料的称量，根据其使用场合的不同，该系列秤有多

种型号，有多种安装尺寸和量程。

1 主要功能及特点

选用传感器，精度高，长期稳定性好；传感器不平衡自动补偿，可消除吊点

不平衡偏差；机械振动稳定，可消除机械振动引进的数字波动；标定简单，维护

简便；落差自动补偿；软件全数字调校。

2 称重原理

当需要配料时，控制系统下达配料指令，进行快速配料，物料进入称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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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将重量信号通过金属的电阻应变效应并转换为电压信号，通过电缆传输给

称重模块，再由称重模块将转换后的数字信号送至 PLC；考虑到称量的准确性，

系统提供了一个配料提前量——精称范围，当配比与秤上重量之差达到精称范围

时，PLC发出指令，放慢配料速度，进入精称配料（粉料没有精称），当重量达

到配比值时，停止配料，完成配料过程。

图 B.2 称重系统工作原理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