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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混凝土工厂规划及骨料冷却的浅述
张永久

!辽宁绥中县水利技术推广站" 辽宁 绥中!I"J"%%#

!摘!要"!本文从混凝土工厂的规划$布置$设备选型$掺和料和外加剂的掺加措施以及混凝土骨料的冷却等方面

进行阐述"旨在相关部门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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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工厂规划

混凝土工厂一般由拌和楼及其附属各种混凝土组

成材料的储运%加工处理和加热冷却等设施所组成&

以混凝土坝为主的大%中型水利水电枢纽工程#由于混

凝土工程量大而集中#质量品种又有严格要求#因此必

须实行混凝土的工厂化生产#这对保证工程的顺利进

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为了使混凝土工厂的设置充分

满足施工需要#同时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对于混凝土

工厂的设置#一般应进行专门的规划工作#特别是在工

厂规模大或地形地质条件复杂的情况下尤为必要& 工

厂规划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设厂方式"如!集

中%分散%一岸%两岸$#二是厂址选择& 对于量小而分

散的混凝土用户#可按照具体情况设置一些小型拌和

站供料&

IHI!混凝土的供料方式

在观音阁水库选用集中设厂#设置一个混凝土工

厂集中供料#其占地和土建工程量最省#根据一些工程

的统计#集中设厂的总工作量大约要小 IJS#人员配

备可少 "JS ML%S#混凝土工厂的投资和运营费用比

较低& 观音阁水库集中设厂已满足浇筑高峰年的浇筑

量要求#为节省投资和运营费选择集中设厂&

IH"!厂址选择

6H混凝土工厂的建设和生产活动#要避免同其他

施工活动互相干扰&

CH厂址应便于拌和楼接受各种材料和运出混凝

土#为了减少运输途中混凝土分离#坍落度损失以及温

度变化#拌和楼应尽量靠近用户& 中国多数大中型水

利水电枢纽工程#拌和楼到坝址距离均在 J%%>以内&

气候炎热而无降温隔热设施时#运距应按混凝土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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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入仓的时间不超过 P%>,0考虑&

5H厂址一般宜设在大坝下游#如因受骨料来源%

交通%地形等条件限制而必须设在上游时#应尽可能设

置于初期发电水位以上#并妥善解决水库蓄水后的混

凝土供料问题&

FH厂址宜选择在地质好%地形比较平缓处#当厂

址系从陡坡上开挖出来时#则要特别注意高边坡的稳

定和危石处理#同时还应研究台阶式的布置方案#以节

省开挖&

/)混凝土工厂布置

"HI!布置的一般原则

6H在选定厂址的范围内#确定适当拌和楼的位

置& 拌和楼的地基必须坚实& 当一个混凝土工厂采用

两个或两个以上拌和楼时#要特别注意拌和楼的组合

方式& 多楼组合的基本要求!每座楼最好有单独的出

料线#一般不宜串联(进出料线应互不干扰(砂石和水

泥要从砂石堆料场和水泥库一侧进料(拌和楼如需分

期安装#楼与楼间应留有必要的施工场地&

CH对于混凝土有降温要求的拌和楼#一般要设冷

冻楼供冰%供冷风和冷水& 冷冻楼的位置应进紧靠拌

和楼进冰侧#必要时冷冻楼可架空跨接在混凝土出料

线上& 目前国产拌和楼料秤布置密集#无法加设冰秤#

只好利用多余的骨料秤位置设置冰秤或在拌和楼外称

冰直接向集中斗送冰&

5H大中型混凝土工厂的水泥仓库一般采用水泥

储罐#其位置要结合水泥卸载站和拌和楼考虑& 从水

泥储罐到拌和楼采用机械输送时#其水平运距一般不

宜超过 I%%>#水泥储罐地面高程也不宜低于拌和楼#

水泥进料方向应与拌和楼的结构相适应(气力输送时

则布置比较灵活#水平运距可达 J%%>#地面高程也可

低于拌和楼#具体数据由计算确定&

FH混凝土工厂堆料场应设在地形平坦和排水良

好的地段#便于受料和向拌和楼供料& 堆料场骨料的

活容量一般为 L MJB 的需用量#特别困难条件下可减

少到 P.需用量& 冬夏季施工按特殊要求确定&

=H水泥输送用压缩空气的压力一般仅需 " M

PG19N5>

"

#为减少电耗#混凝土工厂宜设专用的压缩空

气站&

:H为便于料罐冲洗#应在运输线附近设料罐冲洗

间#冲洗用水的压力一般为 " MLG19N5>

"

&

HH为便于处理废弃的混凝土#应在拌和楼或出料

线附近设置适当的废料弃料设施&

"H"!拌和楼的进料和出料

拌和楼的砂石进料和混凝土出料线布置应按楼的

形式和结构#结合当地条件进行& 目前国产方形楼的

进出料线相互垂直#六角形楼的进出线夹角成 $%b#八

角形楼进出料线垂直或成 PJb夹角& 改变进出料线的

夹角#要对拌和楼作相应的改装&

拌和楼的进料#对于砂石#使用带式输送机(对于

水泥#有气力输送和机械输送两种(而干掺合料#用机

械输送&

拌和楼的出料用无轨运输& 拌和楼底层的净空尺

寸应满足运输工具的通行要求& 从混凝土发料斗下口

到运输工具顶部的净空不小于 %HP>& 无轨运输一般

有汽车%料罐车%装料罐的载重车和搅拌车等几种方

式#其出料线宜采用环行道#转弯半径由所用汽车的技

术性能决定#但在拌和楼前后至少各有 I%>的直线段&

自卸汽车运输漏浆不易避免#路面须设置不少于

Jl的纵坡#两侧设排水沟#以利冲洗排水&

%)混凝土工厂的设备选型

LHI!混凝土工厂的生产能力

LHIHI!混凝土高峰月的浇筑强度

一般应按施工计划确定#如无进度计划#可按式下

式进行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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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的高峰月浇筑强度#>

L

(

T---在计算时段内由该混凝土厂供应的混凝

土量#>

L

(

;---相应于T的混凝土浇筑月数#月(

U

8

---月不平均系数#当 T按全工程的混凝土

量计算时#U

8

hIHK M"HP(T为估算高峰

年混凝土浇筑量时#取 U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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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规模较大#结构简单#受水文气象因素

影响较小#管理水平较高的混凝土工程#

U

8

取较小值#反之取较大值&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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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IH"!混凝土工厂小时生产能力

从高峰月强度换算成工厂的小时生产能力 @

"

#可

按式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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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不均匀系数#可取 IHJ&

所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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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拌和楼的选型

选择拌和楼时应注意!

6H按最大骨料粒径选用相应容量的搅拌机&

CH主体工程用的混凝土#由于质量要求较高#称量三

种和三种以上骨料的累计秤精度较差#一般不宜采用&

5H一个混凝土工厂配置的拌和楼以 I M" 座为宜#

一般不超过 L 座&

FH尽量采用通用的拌和楼#如工程有特殊要求

时#亦可提出要求专门订购#但须考虑后续工程利用的

可能性和合理性&

=H拌和楼选定以后#砂石%水泥%外加剂和掺合料

的供应均应按拌和楼的生产能力进行配套& 供冷设施

则可按实际需要配置&

根据观音阁水库的实际情况#使用两座由业主提

供的]QU8Qk型拌和楼#系日本光洋机械产业株式会

社制造#分别于 IRR% 年 P 月和 R 月投产&

拌和机搅拌强劲#拌和均匀#其功能齐全#自动化

以及安全等性能较佳#适宜于干硬性混凝土的拌和&

混凝土拌和额定拌和量 " d"HJ>

L

N次#设定纯拌和时

间 $%?#设计每座搅拌能力为碾压混凝土 IK%>

L

N.(常

态混凝土 "P%>

L

N.&

$)掺和料和外加剂的掺加措施

PHI!掺和料

掺和料以粉煤灰使用最广& 对其质量要求及主要

特性见下表&

粉 煤 灰 质 量 要 求 表

项!目

技术条件

YVkI8##

&_8##

水工混

凝土施

工规范

项!目

技术条件

YVkI8##

&_8##

水工混

凝土施

工规范

烧失量 jKS jI"S

需水性"标准

稠度需水量$

jJ%S

三氧化

硫含量
jLS jLHJS

"KB抗压强度

比"掺 L%S时$

i%H#J

含水量 jIS jIS 比重 "HI p%H"

细度

"K%

3

筛余$

jKS jI"S 容量
%H$ MIH%

G1NW

!!在观音阁水库掺合料中选用干法掺加& 干粉煤灰

颗粒较细#掺加效果较好#其装卸储运均可采用和水泥

相同的方法& 由于粉煤灰的比重小#宜用机械输送(斗

式提升机要用浅斗%慢速& 气力输送时要特别注意密

封和收尘&

干法如同水泥一样可直接加入搅拌机混合& 由于

粉煤灰的颗粒有集结成团的特性#按照国外经验#宜将

粉煤灰%水泥和水先投入搅拌机#然后在投入其他材

料& 干法也可将水泥和粉煤灰按需要的比例事先混合

均匀#配置成粉煤灰水泥& 这样可以简化粉煤灰的运

输%储存和计量作业#不必延长拌和时间#也有利于稳

定混凝土质量&

PH"!外加剂

混凝土的外加剂很多#包括引起剂%减水剂%缓凝

剂%早强剂和速凝剂等#可根据施工需要和混凝土的质

量性能要求#采用适当的外加剂&

常用的减水剂有亚硫酸盐纸浆废液%木质素磺酸

钙%糖蜜等& 引起剂有松香热聚物%松脂皂和乳化剂

nU等& 观音阁水库大坝碾压混凝土使用吉林开山屯

的木质素磺酸钙减水剂& 而常态混凝土除掺木钙外#

同时掺入上海麦斯特公司生产的(X("%" 引起剂&

#)混凝土骨料的冷却

JHI!冷却方式

6H堆料厂骨料初冷#包括料堆表面喷水%料堆内

部通风冷却以及设置遮阳棚#保持一定的储料量和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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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厚度等措施#以稳定%降低骨料的初始温度&

CH冻水拌和&

5H以冰代水%加冰拌和&

FH风冷粗骨料&

=H水冷粗骨料#有浸泡冷却%罐内循环水冷却和

喷淋水冷却等方法&

:H真空汽化法冷却粗%细骨料&

HH在热交换器内冷却水泥和砂子&

JH在气力输送系统中用液氮冷却水泥#用液氮直

接冷却水或正在拌和中的混凝土&

观音阁水库采用堆料场骨料初冷#冷冻水拌和#水

冷骨料等方式进行冷却&

JH"!堆料场骨料冷却

观音阁水库堆料场冷却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6H适当增大堆料高度"一般为 $ MK>#视工地实际

情况而定$#延长堆存时间#在低温时间上料#适当延长

换料的间隔时间以及在骨料堆料场上搭盖遮阳棚等措

施& 由于料层本身的隔热性能#可使料堆内部的骨料温

度基本稳定#不受太阳暴晒%昼夜气温剧烈变化的影响&

CH在堆料场表面少量喷水#以经常保持表面湿润

为度& 喷雾也有一定效果#但喷雾主要从大气吸热#虽

可降低堆料场上空气温#但由于增加了大气湿度#不利

于骨料表面水的蒸发和从骨料直接吸取热量&

蒸发制冷可抵消从太阳%大气吸收的大部分热量#

使堆料温度低于月平均气温& 但当表面温度低于气温

后#蒸发量就开始大大减少& 一般喷水量不宜过多#否

则多余水分向下渗流#把从表面吸收的热量带到料堆

内部#对降温不利& 为保持表面湿润#须经常补充适量

的水分&

5H料堆内部通风冷却& 对于粒径 P%>>以上的粗

骨料#若当地日夜温差较大#相对湿度较低#可考虑在

夜间鼓入低温自然空气#费用低而效果明显&

FH料堆内埋管道冷却水冷却& 对于砂和 J M

"%>>一级细石#由于对空气的穿透阻力大#又不易脱

水#一般都避免直接进行水冷和风冷& 但因堆场堆存

的时间较长#在潮湿状态下#砂和小石的导热系数较干

料高#如冷却要求不高#可在堆场内用循环水进行

冷却&

JHL!水冷骨料

观音阁水库采用喷淋法冷却骨料#这种方式在带

式输送机上进行& 喷淋水管布置在带式输送机上方#

管道可以连续也可以分段& 喷淋水量分段控制#水温

为 I%m& 淋水廊道为隔热结构#骨料进入带式输送机

前宜先冲洗干净& 带式输送机分冷却段和脱水段& 冷

却段倾角约 IS M"S#脱水段倾角较大"JS M#S或

更大$此时不再喷淋冷水& 脱离带式输送机后的骨料

常用双层振动筛脱水& 每吨骨料的喷淋水量视降温幅

度而定&

JHP!冷冻水拌和

观音阁水库在拌和混凝土时采用加冷水#首先在一

个大水池内冷却水#使它达到预期温度并保持此温度#

用此水进行拌和#这样就可以降低混凝土的出口温度&

0)结)语

在观音阁水库采用喷淋法冷却骨料#这种方式在

调节料仓到拌和楼的带式输送机上进行#工艺简单易

行#节省时间和投资#降低了工作量#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混凝土的拌和时采用预制冷水进行拌和#温度为

Pm#由于碾压混凝土的含水量较低#而此种方式有利

于控制混凝土中的含水量#更有利于对混凝土出口温

度的控制#是一种简单%经济而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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