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混凝土搅拌站常见故障及排除法 

 

混凝土搅拌站故障排除法第一节机械部分 

一、粉料进料缓慢 

故障现象：螺旋机送料很慢，送料时间超过 2分钟，而正常送料在 20 秒以下。 

原因分析：影响因素主要是粉料罐下料不畅和螺旋输送机损坏等。粉料下料不畅

的表现形式有粉料起拱、粉料罐出料口处物料结块、出料蝶阀开度过小、粉料罐

内物料不足等。而螺旋输送机损坏主要是螺旋叶片变形，不能正常输送。  

处理过程：1、开启气吹破拱装置。  

2、检查粉料罐卸料碟阀的开度，并使碟阀处于全开的位置。   

3、检查粉料罐出口处物料是否结块。 

4、检查螺旋机叶片是否变形，如变形则拆除校正或更换。   

二、皮带跑偏 

故障现象：皮带输送机在空载或负载运行过程中，出现往一边跑偏或一会而左边跑一会而右

边跑的现象，引起漏料、设备的非正常磨损与损坏、降低生产率，而且会影响整套设备的正

常工作  
原因分析：胶带所受的外力在胶带宽度方向上的合力不为零或垂直于胶带宽度方向上的拉应

力不均匀而引起的。由于导致胶带跑偏的因素很多，故应从输送机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

使用及维护等方面来着手解决胶带的跑偏，如胶带两侧的松紧度不一样、胶带两侧的高低不

一样、托辊支架等装置没有安装与胶带运行方向的垂直截面上等都会引起皮带跑偏。  
处理过程： 

（1）调整张紧机构法 

胶带运行时，若在空载与重载的情况下都向同一侧跑偏，说明胶带两侧的松紧度不一样，

则可按图 A所示方向调整；如果胶带左右跑偏且无固定方向，则说明胶带松弛，应调整张紧

机构。  
（2）调整滚筒法 

    如果胶带在滚筒处跑偏，说明滚筒的安装欠水平，滚筒轴向窜动，或滚筒的一端在前

一端在后。此时，应校正滚筒的水平度和平行度等。   
（3）调整托辊支架（或机架）法 

    如果胶带在空载时总向一侧跑偏，则应将跑偏侧的托辊支架沿胶带运行方向前移 1-2cm

（见图 B），或将另一侧托辊支架（或机架）适当地加高。   
（4）清除粘物法 

如果滚筒、托辊的局部上粘有物料，将使该处的直径增大，导致该处的胶带拉力增加，从而

产生跑偏。应及时清理粘附的物料。   



（5）调整重力法  
如果胶带在空载时不跑偏，而重载时总向一侧跑偏，说明胶带已出现偏载。应调整接料

斗或胶带机的位置，使胶带均载，以防止跑偏。 

（6）调整胶带法 

    如果胶带边缘磨损严重或胶带接缝不平行，将使胶带的两侧拉力不一致。应重新修整

或更换胶带。 

（7）安装调偏托辊法 

    若在输送机上安装几组自动调心托辊（平辊或槽辊），即能自动纠正胶带的跑偏现象。

例如：当胶带跑偏与某一侧小挡辊出现摩擦时，应使该侧的支架沿胶带的运行方向前移，另

一侧即相对地向后移动，此时胶带就会朝向后移动的挡辊一侧移动，直至回到正常的位置。   
（8）安装限位托辊法     

如果胶带总向一侧跑偏，可在跑偏侧的机架上安装限位立辊；这样，一方面可使胶带强制强

制复位，另一方面立辊可减少跑偏侧胶带的拉力，使胶带向另一侧移动。   
 

三、骨料进料门卡料 

故障现象：配料站石子进料气动门被石子卡住打不开。   
原因分析：配料站气动门有大间隙门和小间隙门，大间隙门其间隙大于一般石子粒径，因而

不会出现卡料。小间隙门其间隙一般在 5~10mm，当 10mm 以下的石子卡入间隙时，难以把气

动门卡住。配料站使用一段时间后，骨料出料口磨损，当间隙磨损到 20~30mm 时，此时卡入

较大的石子进入间隙，在开门的过程中，石子很容易卡住（契形力），使气动门不能打开。   
2 混凝土搅拌站故障排除法处理过程：检查气动门间隙并调整到合适值，如因磨损过大不能

调整到合适值，则需在料口处加焊钢板或圆钢，使间隙达到合理值。   
四、输送粉料到罐里时，罐顶冒灰 

故障现象：散装水泥车向粉料罐泵灰的过程中，水泥罐顶有粉料冒出。 

故障现象：散装水泥车向粉料罐泵灰的过程中，水泥罐顶有粉料冒出。  
原因分析：粉料输送到粉料罐是通过压缩空气输送，压缩空气把粉料送到粉料罐后，通过罐

顶除尘机滤芯排到空气中，如除尘机滤芯堵塞，则压缩空气不能及时排出而产生“憋压”，当

压力达到罐顶安全阀开启压力时，安全阀打开，压缩空气与粉料通过安全阀排到大气中，产

生冒灰现象。另因料位计失效，粉料装满后继续送料，也会出现罐顶冒灰现象。   
处理过程：1、检查罐顶除尘机滤芯情况并清理。  
2、一旦出现冒灰现象，必须清理安全阀周围的粉料，避免粉料被雨水淋湿结块堵塞安全阀。 

3、如因粉料装得过满而冒灰，则必须检查上料位计及料满报警装置的可靠性。 

五、皮带雨天打滑 

故障现象：在下雨天，斜皮带带负载运转时打滑。   
原因分析：下雨天，骨料中的水分及皮带外露部分容易潮湿，皮带潮湿特别是内圈潮湿，减

少了皮带与传动滚筒之间的摩擦系数，使滚筒传递给皮带的扭炬减少，该力矩小于皮带物料

输送所需力矩时，皮带就出现打滑。  
处理过程：1、增加皮带张紧装置配重或拉紧皮带调节丝杆，增加皮带与滚筒之间的正压力，

从而达到传动滚筒与皮带之间的摩擦力。 

2、调整传动滚筒附近的张紧滚筒，增大皮带在传动滚筒上的包角，增大摩擦力。 

3、在传动滚筒包胶层上割直槽，增大摩擦系数。 

4、如前 3种方法不能解决，则需更换防滑滚筒。 

六、外加剂泵不上 

故障现象：外加剂泵工作时泵不上外加剂。   



原因分析：1、外加剂泵里有气泡。 

2、外加剂箱里物料不足。  
3、外加剂泵叶轮损坏。 

处理过程：1、拆开外加剂排气孔螺钉，排出外加剂里的气泡。   
2、向外加剂箱里添加外加剂。   
3、检查外加剂叶轮情况，视情况更换零配件。   
七、皮带损伤 

故障现象：使用一端时间后，皮带表面出现脱胶、开裂、划伤等现象。   
原因分析：金属皮带清扫器如不及时调整，容易损伤皮带，造成皮带表面橡胶脱落。清扫器

安装不正确，比较尖的碎石卡在清扫器之间会损伤皮带。皮带本身质量不好，也容易出现上

述缺陷。  
处理过程：皮带一旦出现脱胶、开裂、划伤等缺陷，应及时修补。当皮带出现损伤时，首先

要解决造成皮带损伤的因素，如清扫器损坏，则需立即调整或更换清扫器，然后及时修补皮

带。皮带损伤很小时，可用皮带修补胶现场修补。当皮带损伤面较大或局部损坏严重时，可

把局部损伤的皮带切除掉，更换一段皮带，用硫化机进行胶结。如皮带损伤不及时处理，损

伤蔓延到整条皮带时，则没有修复价值，只能整条更换。  
八、皮带输送骨料不均匀 

故障现象：骨料称卸到皮带上的物料有堆积，造成皮带散料，或皮带上输送的骨料有空缺，

造成卵石散料。 

原因分析：配料站多种骨料卸到皮带上的顺序和时间间隔可任意随时调整。一般卸料顺序要

求最后卸料的骨料为砂子，卸料时间间隔要求为前一种骨料落在皮带上的尾部刚好与后一种

骨料落到皮带上的头部重合。如时间间隔过短，则前一种骨料与后一种骨料有重叠堆料，堆

料过多会造成散料，如时间间隔过大，则两种骨料中间有空位，前一种物料如果是卵石，则

会在皮带上打滚而散落下来。  
处理过程： 

1、调整好骨料的卸料顺序，保证砂子为最后卸料。 

2、根据皮带上骨料的分布情况调整各种骨料的卸料时间间隔，保证皮带上物料连续、均匀

分布。时间间隔一般需多次调整。 

3 混凝土搅拌站故障排除法九、气源三联件中减压阀压力不能调整 

故障现象：旋转减压阀调节手轮，但压力不能调整。 

原因分析：1、减压阀进出口方向装反。 

2、阀芯上嵌入异物或阀芯上的滑动部位有异物卡住。   
3、调压弹簧、复位弹簧、膜片、阀芯上的橡胶垫等损坏。  
处理过程：1、检查减压阀进出口安装方向是否正确。 

2、拆散检查阀芯及相关零件，并清理零件上的杂物。 

3、如由零件损坏，则更换减压阀。   
十、气源三联件中油雾器不滴油或滴油量太小 

故障现象：压缩空气流动，但油雾器不滴油或滴油很小。   
原因分析：1、油雾器进出口方向装反。2、油道堵塞。3、注油塞垫圈损坏或油杯密封垫圈

损坏，使油杯上腔不能加压。4、气通道堵塞，油杯上腔未加压。5、节流阀未开启或开度不

够。6、油的粘度太大。   
处理过程：1检查油雾器进出口安装方向。   
2、停气，拆散，清洗油道；更换垫圈和密封；清理气通道。  
3、调节节流阀的开度。 



4、更换粘度较小的润滑油。 

十一、空压机启动频繁 

故障现象：在工作过程中，空压机频繁启动。 

原因分析：1、空压机压差过小。2、气路系统漏气严重。 

处理过程：1、检查空压机的压差并调整，一般为 0.2MPa。   
2、检查气路系统的气密性是否符合要求，并对漏气部位进行处理。   
二、气缸上磁性开关不能闭合或有时不能闭合 

故障现象：当气缸关闭或打开到位时，磁钢接近辞行开关，但词性开关不闭合或有时不能闭

合。   
原因分析：1、电源故障；2、接线不良；3、磁性开关安装位置发生偏移；4、气缸周围有强

磁场；5、缸内温度过高或磁性开关部位温度高于 70 度；6、磁性开关受到冲击，灵敏度降

低；7、磁性开关瞬时通过了大电流而断线。   
处理过程：1、检查电源是否正常；2、检查接线部位是否松动；3、调整磁性开光安装位置；

4、加隔磁板。5、降温。6、更换磁性开关。   
第 2 节控制部分 

一、搅拌机主电机启不动 

故障现象：按下操作台上搅拌机启动按钮，搅拌机不启动。 

原因分析：1、空压机未启动或供气系统压力未达到   
2、搅拌主机检修保护开关及主机上的带钥匙紧停开关未接通。   
3、操作台上的紧停开关未复位。   
4、主机电源开关未接通。   
5、主机停止信号必须复位。   
处理过程：  
1、检查压缩空气检测信号（大于 0.4MPa 的气压信号）是否送到 PLC，即 I8.0 是否有信号。

如 I8.0 没信号，则检查空压机压力是否大于 0.4MPa，当压力达到 0.4MPa 以上时，I8.0 还

没有信号，则检查电接点压力表调整是否正常或损坏，直到 I8.0 有信号。   
2、检查搅拌主机检修保护开关接通信号是否送到 PLC   
3、检查操作台上的紧停开关是否复位，  
4、检查主机电源开关是否接通. 

5、检查主机停止按扭是否复位   
二、在自动生产过程中，配料站骨料称好后不卸料 

故障现象：在自动生产过程中，一种或多种骨料称好在计量斗内，不卸料，系统停止运行。   
原因分析：1、待料斗关门不到位。   
2、称量仪表没有卸料输出信号。 

3、皮带机未启动。 

4、骨料称的精称门未关到位。 

5、骨料必须定义卸料顺序。 

处理过程：1、检查待料斗斗阀门是否卡料或关门不到位，关门到位后，I6.7 有信号。 

2、检查骨料称量仪表是否卸料输出信号，石料 1 卸料 I0.4，石料 2 卸料 I0.7，砂 1 卸料

I1.5，砂 2卸料 I1.2。   
3、检查皮带机是否启动。  
4、检查骨料的精称门是否关门到位，石料 1 精称关门 I8.2，石料 2 精称关门 I8.3，砂 1

精称关门 I8.5，砂 2精称关门 I8.4。 

4 混凝土搅拌站故障排除法 5、检查计算机界面，骨料卸料顺序是否定义。 



三、斜皮带启不动 

故障现象：搅拌机正常启动后，按下操作台上斜皮带启动按钮，斜皮带不启动。  
原因分析：1、搅拌机未启动。  
2、斜皮带检修停止开关未复位。   
3、斜皮带机电源开关未接通。   
4、斜皮带机停止按钮开关未复位。   
五、称量仪表静态时数字漂移 

故障现象：在自然状态下，仪表显示数据连续不断的变化。   
原因分析：称重仪表显示重量数据来源于传感器接线盒传送过来的电流信号，仪表显示重量

波动大，则说明传感器接线盒传输过来的电流波动。传感器内部电桥损坏或传感器接线盒接

线头松动都会造成电流波动。  
处理过程：拆除某个传感器在接线盒上的所有接线、看仪表数据是否继续漂移。如仪表数据

停止漂移，则可判断该传感器接线松动或传感器损坏。把拆下的传感器所有接线重新接到接

线盒上，如仪表数据停止漂移，则说明原因是接线松动所致，如仪表数据继续飘移，则传感

器损坏，更换传感器即可解决。如拆掉某个传感器后，仪表数据继续漂移，则拆另一个传感

器（已拆传感器的接线先不要接），按类似方法处理。   
八、搅拌机搅拌时间到后不卸料 

故障现象：在自动生产过程中，搅拌时间变为零后，搅拌机不卸料。 

原因分析：正常情况下，搅拌时间变为零后，搅拌机回自动卸料，但在生产过程中按下了操

作台上的暂停按钮或用鼠标点击了计算机监控界面上的禁止出料控件，则搅拌时间到后，搅

拌机不会卸料。另卸料门电磁阀损坏，卸料门不能打开，搅拌机也不会卸料。 

处理过程：1、检查操作台上暂停按钮是否按下，如按下则复位。   
2、检查计算机监控界面上的禁止出料控件是否被激活，如激活则取消。 

3、检查卸料电磁阀是否工作正常。 

二、搅拌机闷机跳闸 

故障现象：在投料搅拌过程中，搅拌主机因电流过大出现闷机跳闸。  
原因分析：1、投料过多，引起搅拌机负荷过大。 

          2、搅拌系统叶片与衬板之间的间隙过大，搅拌过程中，增大了阻力。 

          3、三角传动皮带太松，使传动系统效率低。 

          4、搅拌主机上盖安全检修开关被振松，引起停机。 

处理过程：1、检查配料系统是否超标和是否有二次投料现象。 

          2、检查搅拌机叶片与衬板之间的间隙是否在 3~8mm。 

          3、检查传动系统三角皮带的松紧程度并调整。  
          4、检查主机上盖安全开关是否松动。   
三、搅拌机卸料门关门无信号 

故障现象：搅拌机卸完料后，卸了料门关闭，但无关门信号，造成程序停止运行。   
原因分析：搅拌机卸料门接近开关与卸料门上的转柄指针接近距离不超过 5mm 才能感应信

号。当卸料门因油泵压力未达到要求或卸料门在关闭时被搅拌机里的残料卡住时，接近开关

接近不到转柄指针而没有信号，因接近开关或转柄指针松动，使接近距离超过 5mm 时，接近

开关也感应不到信号。如接近开关损坏也没有信号输出。 

处理过程：1、检查卸料门液压系统工作压力是否达到要求  
2、切换到手动，把搅拌机卸料门打开，使卡住的残料掉落后再关上。 

3、检查接近开关和转柄指针是否松动。  
4、检查接近开关是否损坏。   



四、混凝土搅拌不均匀 

5 混凝土搅拌站故障排除法故障现象：搅拌机卸出的混凝土不均匀，一边干、一边湿。   
原因分析：搅拌时间过短会搅拌不均匀，另搅拌机喷水管喷嘴安装不正确，则喷水不均匀，

更容易使混凝土一边干、一边湿。   
处理过程：1、检查搅拌时间是否过短（一般为 30 秒），如搅拌时间过短可延长搅拌时间。 

2、检查喷水管喷嘴的安装排列顺序是否正确，正确的排列顺序是排水泵边的喷嘴最小，另

一边的喷嘴最大，中间按从小到大的顺序均匀排列安装。  
五、骨料称量不准 

故障现象：1、骨料称量总是偏多。   
          2、骨料称量总是偏少。   
          3、骨料称量一会多一会少。   
原因分析：骨料称量误差与细设定、落差及卸料的均匀性有密切的联系。细设定数据必须大

于落差，否则，细设定信号尚未输出，落差信号已发出，停止卸料。   
处理过程：1、骨料总是偏多，可通调大落差的办法解决。落差调大后，需检查其数值是否

小于细设定值，如落差大于细设定，则应相应调大细设定的数值。  
2、骨料总是偏少，可通调小落差的办法解决。落差调小后，细设定值一般不需调整。 

3、骨料称量一会多一会少，首先检查卸料的均匀性，检查卸料口是否有杂物卡住等，然后

再调整细设定和落差。  
六、粉料称量不准 

故障现象：1、粉料称量总是偏多。   
          2、粉料称量总是偏少。   
 3、粉料称量一会多一会少。 

原因分析：与粉料称量有关的因素有落差的设定、螺旋机的送料均匀性、主楼除尘负压的影

响等。 

处理过程：总是偏多或总是偏小可通过调整落差来改正。当称量不稳定时，应检查螺旋机送

料的均匀性（主要看粉料罐下料是否顺畅）并处理。另检查主楼除尘管路和除尘机滤芯是否

堵塞。 

七、外加剂称量不准 

故障现象：1、外加剂称量总是偏多。   
          2、外加剂称量总是偏少。 

          3、外加剂称量一会多一会少。   
原因分析：主要是落差和手动球阀开度的影响。  
处理过程：先调整落差，如调整落差后称量仍有问题，则把外加剂管路中手动球阀关小，再

调整落差。   
八、粉料秤计量准确后称量仪表读数渐渐变小 

故障现象：在自动生产过程中，粉料计量斗内的物料称好后渐渐变小。 

原因分析：主要是卸料气动蝶阀关不严所引起。而气动蝶阀关不严的因素有：气动蝶阀组装

时限位螺钉位置不合适造成蝶阀本身关不到位，另蝶阀出口处粘了物料，也会造成气动蝶阀

关不到位。   
处理过程：1、先拆开与气动蝶阀相联的红色胶管，检查是否有物料粘在蝶阀上，如有，则

在蝶阀开启状态下，用钢刷把物料清理掉。  
2、检查蝶阀的限位顶丝位置是否合适，可通过调整顶丝来限制蝶阀的开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