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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搅拌机改造在长汀县荣丰水库
工程中的节能应用

赖火秀!吴毅鑫
"福建省汀江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 龙岩!'%7###$

!摘!要"!为改善生产环节'降低消耗'减少成本#采用浆砌石挡墙代替上料装置#将配料机安装在挡墙上#利用挡

墙高度#减少上料工序"含已装料料斗的提升和空料斗的下降环节$#从而降低用电量#节约搅拌混凝土的时间#进

而提高项目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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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汀县荣丰水库拦河坝工程主要任务为主坝施

工"中标合同额 "9;'Z7;'" 万元' 为改善生产环节"

降低消耗"减少成本"就施工量最大的混凝土生产环

节进行创新"对混凝土搅拌机进行节能改造"拆除混

凝土搅拌机上料装置"采用浆砌石挡墙代替上料装

置"将配料机安装在挡墙上"通过挡墙高度"减少上

料工序*含已装料料斗的提升和空料斗的下降环

节+"从而降低用电量"节约搅拌混凝土的时间"进而

提高项目管理效率' "#$% 年 " 月开始实施改造"已

取得较为显著的效果'

*(工程介绍

$Z$!工程概况

长汀县荣丰水库地处大同镇荣丰村"坝址位于汀

江支流铁长河中游的下洞自然村尾峡谷处"距离长汀

县城约 $7Y3' 水库的坝址以上集水面积为 ;%Z%7Y3

"

"

主河道长 $;Z87Y3"河道平均比降 $9Z"%s' 荣丰水库

为灌溉%供水%防洪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库' 拦河坝为

J$; 细石混凝土砌石重力坝"最大坝高 ;$Z;3"坝顶高

程 7#8Z;#3"坝顶宽 %3"坝顶长 $7'Z;3"水库总库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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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施工工程量

荣丰水库混凝土施工总量 7#&8#3

'

"约 $+' 合同造

价"以混凝土为突破口"节约成本"提高效率' 混凝土

工程主要包括混凝土原材料准备%拌制%浇筑%养护 7

个工序"每个生产环节从人工%机械%材料多途径考虑"

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改善生产环节"加快进度"节约

管理成本' 总结以往的水库工程经验"因搅拌机故障%

搅拌机配件不足等因素而制约进度的情况屡见不鲜"

因此"尝试改造搅拌机设备'

%(技术原理及性能指标

"Z$!搅拌机性能指标

荣丰水库采用新购 A<̂ &;# 搅拌机用于混凝土拌

制"主要技术参数见下表'

搅拌机技术参数表

项!!目 参!数 项!!目 参!数

型式 固定式 出料高度+33 $8##

进料容量+I $"## 搅拌电机 " [&Z;r_

出料容量+I &;# 提升电机 &Z;r_

生产率+*3

'

+(+

'# i'; 水泵电机 $Z$r_

拌筒转速+*N+3B4+ $'

外形尺寸

E [4[,+33

%$$& ["#;# [

%#&#

骨料最大粒径+33 8# 质量+YP 7'##

供水误差
#

"]

"Z"!搅拌机结构及技术原理

搅拌机由搅拌筒%传动系统%上料装置%供水系统%

底盘和电器部分组成'

5Z搅拌筒是搅拌机的工作部件"搅拌筒为双锥

体"筒体内焊有两对高低叶片交叉布置"分别与拌筒轴

线成一定的夹角"拌筒出料口一端焊有一对出料叶片'

JZ传动系统由橡胶轮%减速箱%弹性联轴器%托轮

轴组成' 拌筒放置在四个橡胶轮上"搅拌电机的动力

经减速箱%弹性联轴器传给托轮轴"由轴上的一对橡胶

托轮摩擦带动旋转'

4Z上料装置由料斗%上料架%中间料斗和提升装

置等组成' 上料时将要搅拌的物料装在料斗内"料斗

由提升装置经钢丝绳牵引"沿上料架上的轨道向上爬

升%当爬升到一定高度后"其料斗斗门滚轮进入上料架

岔道"斗门打开"物料经中间料斗进入搅拌筒内'

?Z供水系统由电机%水泵%时间继电器和管路等

组成'

AZ底盘由槽钢焊成'

A<̂ &;# 搅拌机见图 $'

图 *(A<̂ $,+ 搅拌机

"Z'!改造方法及成本

拆除搅拌机上料装置"包含提升电机%提升料斗和

提升装置"采用 &̂Z; 浆砌石挡墙代替上料装置"将配

料机安装在挡墙上"保证配料机出料口输送带与搅拌

机中间料斗齐平' 利用挡墙高度"减少重复上料工序

*含已装料料斗的提升和空料斗的下降环节+"节约用

电量"缩短搅拌混凝土的时间"提高项目管理效率"达

到减少施工成本的目的'

首先选择好搅拌场地后"按地形开挖成台阶形"同

时保证地基坚固稳定"台阶低处安置搅拌机"台阶高处

安置配料机' 因客观条件限制"不能开挖成台阶形或

台阶高度不足的"采用浆砌石挡墙创造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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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在大坝左侧岸坡台地上布置搅拌场"由挖掘机

挖完表土%硬质土%风化石后"由液压破碎锤开挖石方"

保证搅拌机基础坚固稳定' 挡墙采用重力式 &̂Z; 浆砌

石方案' 挡墙顶宽 #Z%#3"底宽 #Z8#3"墙高 $Z%#3"挡

墙至搅拌机出料底部坡降 #Z"#3*便于排水及清污+"

墙长 7Z"#3*长度要符合配料机基础的要求+'

改造成本! &̂Z; 浆砌石挡墙成本 g液压破碎锤石

方开挖成本' 即 &̂Z; 浆砌石挡墙工程量 "Z';3

'

"施

工成本 7%# 元"液压破碎锤石方开挖 #Z;("施工成本

$&# 元"总计改造成本 %'# 元'

改造后搅拌机和配料机见图 ""其基础相对位置

见图 ''

图 %(改造后搅拌机&配料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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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技术的创造性&先进性与经济性

'Z$!创造性

中打破混凝土搅拌机常规安装使用要求"由配料

机配料后直接到搅拌机进行搅拌' 拆除搅拌机上料装

置"在安装配料机时"保证配料机出料口输送带与中间

料斗齐平"使混凝土原材料不需经过提升%空料斗不需

下降"同时不影响搅拌机的正常使用' 通过该做法"按

施工经验确定改造方向"提高设备的可靠性%维修性"

是施工设备改造的一个创造性经验'

'Z"!先进性

搅拌机经过改造后"缩短了搅拌机的工作时间*从

工作时间 9#-缩短到 &#-+"节约施工管理成本&消除了

搅拌机上料装置的维护工作量%维护成本与维护时间"

提高了搅拌机工作可靠性与保证率&拆除提升电机后"

节约了用电量"减少能量消耗"使设备 $下转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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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5Z在对同一管线同一水力参数不同时段进行方

差检验法分析时"合理的
#

#

是可以通用的' 例如!调

流阀出口高程的数据"进行方差检验时可通用同一

#

#

"这意味着调流阀的开度发生变化时"调流阀出口高

程的均值发生变化"用于方差检验的
#

#

还是同一值"

对工况适应性好'

JZ用方差检验法有助于发现泄漏的起始时间'

当发现泄漏时"将邻近时间段的数据用该方法去追溯"

可判断出发生的开始时间'

4Z当某一组数据进行方差检验出现结果异常时"

可观察其他数据组的检验情况' 以出口高程为例"当

某一组样本出现方差检验结果异常时"观察进口高程

和流量数据"当它们为正常时"可保留为该系统自动化

采集异常&当进口高程和流量的检验结果为异常时"就

要注意判断是否调流操作"并且要注意观察下一个时

间段的检验情况'

综上所述!

"

方差检验法可以准确判断某一水力

参数的是否正常平稳&

#

结合进口高程%出口高程和流

量监测数据的方差检验结果可以准确判断该段管线的

运行状态'

,(结(论

为了及时发现长距离输水管线泄漏异常状况"本

文提出基于方差检验法来分析水力参数的监测数据是

否平稳"综合各水力参数的数据平稳状况去评判该段

管线是否正常运行"这有助于及时发现不利于工程运

行因素"及时解决工程隐患' 此方法是对监测数据的

提炼分析"与其他方法相比"对泄漏量要求不大"运用

简单更贴合工程实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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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7 页% 更节能'

'Z'!经济性

搅拌机改造后"减少搅拌机上料工序"据经验"搅

拌作业一次"其上料工序*已装料料斗的提升和空料

斗的下降+平均耗时 "#-' 项目混凝土总量 7#&8#3

'

"

出料容量为 #Z&;3

'

"搅拌混凝土总次数为 7#&8#+#Z&; m

;7'&7 次"可节约时间*;7'&7 次 ["#-++'%##-m'#"('

项目部人员工资及日常管理成本 $##### 元+月"按月

有效工作日 "%S"日工作 8( 计算"进而减少管理成本

$#####+"%+8 ['#" m$7;$9" 元'

拆除提升电机 &Z;r_"节约时间 '#"("可节约用

电量 ""%; 度"每度电费 #Z8# 元"可节约电费 $8$" 元'

拆除搅拌机上料装置后"可以减少上料装置的维

修和保养成本"如!钢丝绳%极限位置行程开关%摇杆%

撞板%滚轮%齿轮减速箱%电机等' 据经验"年维护成本

约 $;## 元"工期 " 年"共计 '### 元'

共计可节约成本 $;###7 元'

.(改造技术的成熟程度&适用范围和安全性

搅拌机改造技术浅显易懂"有一定施工经验的施

工人员即能实施"普及性广"成熟程度高'

搅拌机改造成本低"设备可靠性有效提高"适用于

所有的混凝土施工项目'

改造技术仅需搅拌机拆除工艺%浆砌石施工工艺%

土石方开挖技术"均为一般项目"不涉及到危险性项

目"安全性高'

,(改造应用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混凝土搅拌机改造技术已在多个施工单位普

及"但目前仅应用于混凝土量相对较大的项目"混凝土

量较小或工期短的项目未普及或普及率不高' 建议搅

拌机生产厂家在设备生产时能够提供无上料装置和有

上料装置两料搅拌机"以减少施工单位拆卸工作量及

购买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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