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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沥青拌合站的管理原则

为了促使沥青拌合站可以在运行过程中呈现出节

能、高效、实用的理想效果，在实际应用期间需要将

以下原则贯彻始终，全方位发挥管理工作的作用。以

鄂旗项目拌合站安装及调试工程为例，2020 年 11 月

该项目项目开展期间，相关部门负责人抵达现场全程

监督安装工作，在安装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不懈努力下，

拌合站在 15 天内完成了主要安装任务，后因天气条件

过于严峻终止了沥青拌合站其他附属部件的安装工程。

2021 年 3 月中旬，沥青拌合站历经半个月完成全部安

装工程。

1.1    质量
在沥青拌合站的使用期间，各项环节的效率及质量

保障尤为重要，不仅要关注原材料的规格、性能、含水

量以及拌和期间的温湿度掌控等，还需要减少废弃物料

的排出量，这些都与最后的生产质量息息相关。沥青

拌合站的材料选择、试验、审核以及监控等管理措施

在质量控制过程中要严格落实，相关人员也要树立正

确的质量管控意识，有效保障沥青拌合站的生产质量。

1.2    效率
根据沥青混合料的具体需求分析，沥青拌合站在按

照标准的质量和数量的基础上需要充分满足混合料的

生产要求。其整体效率离不开有序的施工、规范化的

操作以及合理化的作业流程，所以在沥青拌合站管理

制度当中需要将效率重点考虑，确保可以根据整体工

程的施工要求展开作业。

1.3    成本
沥青拌合站在日常生产期间不但要使用大量的原

材料，还会造成燃油的过度消耗。燃油在整个沥青拌

合站的成本中占据着较大比例，所以相关工程单位与

工作人员需要将成本管理放置于沥青拌合站管理体系

的重要地位，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和手段，通过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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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的科学配置，将燃油消耗降低到最小范围内。

1.4    安全
在应用沥青拌合站期间，内部设施往往会受到环境

条件和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运用石材期间产

生的大量灰尘，会直接影响拌合站的正常使用和各项

系统的安全运行，不仅会对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产生

一定的威胁，还会降低沥青拌合站的生产效率及拌合

质量，造成经济损失。

2    沥青拌合站的安装与调试

2.1    沥青拌合站的安装

2.1.1    沥青拌合站的选址

沥青拌合站在选址期间需要充分考虑便利性和经济

性，还需要注意后续的安装工作对附近环境及居住人

群的影响，因此在选址过程中需要重点考虑以下四点

内容：

其一，需要选择运输车辆行驶畅通的地段，以减少

原材料运输的时间，降低运输工作中消耗的成本，切

实提高相关单位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同时，还要

充分考虑所选地段的水源和电源是否可以顺利接通。

其二，应结合沥青路面摊铺施工的实际方位，筛选

出最适宜的拌合站地址，尽可能将其建设于施工标段

的中心位置周围。

其三，充分考虑后续安装工作中的粉尘和噪音对附

近居住人群的影响，确保拌合站的选址远离人流量较

大的区域和生态作物区域，展现人性化、生态化的企

业形象和施工形象。

其四，选择地质条件良好、现场土地平整、固化成

本较低的区域。这种场地可以为后续行车运转、拌合

楼安置以及储备原料等工作提供更多的条件和空间。

2.1.2    安装前的准备工作

沥青拌合站在开展安装工作前，首先要针对各项

环节所适用的技术资料和安装场地展开全方位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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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检测施工场地是否具备安装条件，检查施工机械

设施的施工许可证以及零部件、设计图纸的完整性等。

另外，相关安装人员需要仔细查看安装机器的规格、品

牌以及数量是否与施工清单内容完全相同。针对安装

规范和技术方案展开深层次的审查，保证安装工作开

展期间的安全性及稳定性。在安装工作开始前，还要

做好拌合站基础的科学化处理及验收，重点检查相关

的测量资料的验收许可证书，基础外观不可出现露筋、

凹凸和蜂窝等状况。结合机械设施安装的具体尺寸明确

复测基础的尺寸和方位，针对不达标或超标的尺寸基

础需要进行拆除并二次建设。安装工作开始前还要对

基础区域做好清洁处理，为了确保安装工作可以有效

完成，还要引入并创建一支高质量的专业化安装团队

和先进的安装机械设备，保证沥青拌合站安装工作的

规范性和安全性。另外，要及时计算不同工种的员工

数量和机械仪器数量，通常交由项目负责人或经理监

管整个建设工程。专业安装队伍主要包括机械工程师、

电焊工人、电气工程师、管道工人、运输驾驶人员等。

机械设备主要包括水平仪器、电焊机械、运输车辆、扳

手和砂轮机等工具。使用仪器放线、浇灌成型前，需

要确保沥青拌合站的使用精密度，并需要对地基展开 3
次核对，保证预留孔的中心线水平尺寸和高度误差分

别控制在 ±5mm 和 ±1mm 范围内。

2.1.3    设备安装

2.1.3.1  主楼安装

在主楼的安装过程中，需要重点注意底层部分安装

的精准性和稳固性。主楼在正方向及侧方向需要保持

与水平地面垂直，安装的误差允许范围为不高于总高

度的 1% 左右。然后按照相应的顺序吊装热料提升机，

安装拌缸架体、振动筛及热料仓等。所有吊装都要进

行垂直方向、水平方向偏差校正，还要做好密封工作。

主楼的重要部件吊装结束后，需要及时检测振动筛输

出材料与热料仓之间的衔接情况，检查废料管接口位

置与仓内衔接管之间的对接是否牢固，防止在后续的

使用过程中产生漏料或串仓等不良状况，出现这种问

题需要及时做好焊接处理。

2.1.3.2  热料提升机安装

吊装热料放置于平台上后需要做好密封处理，并及

时调整轴处垂线，确保上 / 下轴平行度的误差＜ 2mm，

中心误差＜ 2mm。吊装热料提升链条的中间位置，并

在顶部缓慢放置在提升轮上，从下方位置连接好链条，

保证料斗与下壳体之间的距离＞ 50mm。

2.1.3.3  烘干筒安装

采用连接槽钢将两组支腿组建出两个支架，并将地

脚螺栓有效固定在相应位置上，吊装于烘干筒的基础线

上面，不同支腿的底板中心线要求与基础线相互贴合。

将机架吊装于支架上，采用水平仪器测量机架大梁是

否维持在水平面上，大梁的轴向水平误差需要保持在

1% 范围之内。吊装筒体和进出料的封头，筒体的滚圈

需要放置在拖轮的中心位置上。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

整封头的方位，及时检测封头与筒体之间的轴向距离。

烘干筒中心线与地基线之间的偏差允许在＜ 5mm 以内。

沥青加热系统调试期间，需要重点检测沥青管路是否

出现渗漏现象，并结合实际情况施加导热油直至标准

点位，保障加热到 70℃左右并维持 4 ～ 5h 范围内，在

90℃维持 8h 左右，保障水汽完全排除干净，避免导热

油因水汽而爆出。

2.1.3.4  冷料供给系统安装

将皮带套装于架体的滚筒位置上，及时吊起支架，

将地脚螺栓和支撑柱安置在固定区域，将架体缓慢放

在地基之上。架体的竖向中心线与烘干筒的中心线需

要保持在同一个竖直平面，误差范围＜ 5mm。进料端

口放置小型振动筛，要求高度与皮带机的进料高度相

互适应，将冷料斗依次放置于地基线上。冷级配机在

上料过程中需要保持具有一定高度的上料斜坡，并在

其中留有方便巡查和检修的通道。

2.1.3.5  电气系统的安装

安装人员需要结合沥青拌合站的具体特征，提前了

解电气系统的运行模式和控制方案，有效掌握整体电

气系统的分布状况及各元器件的功能特性。在布线前，

需要明确电气元件的安装位置，选择科学有效的方法

进行电缆和线路的布置，针对电缆强弱程度展开电缆

的分槽布置。在拌合站电气设备的安装阶段中，需要

保证各个接线位置与电气元件安装的可靠性、安全性。

因为，电气线路的衔接直接影响到沥青拌合站电气系

统中交流、直流信号，弱电、强电等的传输效果，对

于内部电气元件能否及时传输完整性的控制信号有着

决定性作用。另外，为了避免沥青拌合站在恶劣天气

下遭受雷电的危害，在安装拌合站的过程中需要在最

高位置上安装避雷针，而且要求拌合站内部的所有零

部件都处于避雷针的保护范围内。接地点需要设置在

距离拌合站中其他接地点 20m 左右的闲置区域，并保

证此接地点的电阻在 30Ω。

2.2    沥青拌合站的调试
沥青拌合站安装工作结束后需要进行调试工作。首

先要做好管道内部的压力检测工作，保证管道内部的

焊接位置以及导热油管与沥青管衔接处没有渗漏问题。

其次，需要注意对拌合楼的维护与保养，并针对控制系

统、电气系统展开定期检测工作，还要利用相应的方法

展开运转能力的测试，观察电机的运转方向是否正确。

最后，对骨料进行取样试验和级配设计，并做好试料

生产工作，在确保成品料的质量达标后方可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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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沥青拌合站的管理分析

3.1    加强使用管理
首先，在使用机械设备前需要全面检查机械设备的

基本状态，比如在阴雨天气下为了防止出现短路和漏

电等不良状况，需要及时检测电机的绝缘性是否良好；

再如当长时间搁置机械设备后重新开启，需要将热料

仓中的灰尘有效清除，避免对拌合料的生产造成影响。

除此之外，在不同的湿度条件和温度条件下，需

要根据操作规范开启设备，在电压条件较差的情况下，

开启电机的瞬间会产生较大电流；对于开机后的工序掌

控最重要的是注意冷骨料的合理配比，为了获得良好

的烘干效果和生产效率，相关人员需要在出料后及时

检查拌合料的整体质量，并结合实际情况检验不同的

生产参数，在级配、温度系数、油石比等因素逐渐稳

定后再关闭机械设备。

最后在实际生产环节当中，需要重点关注机械设

备的检验工作，特别是油路、电路和气路，当发现问

题和隐患后，需要及时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

为减少操作人员日常工作的负担，可以派遣当地专业

的检修人员对沥青拌合站的机械设备进行专业化的维

护与修理。

3.2    加强安全管理
施工作业过程中需要做好运行记录和汇总，相关操

作人员必须持有专业证书方可上岗展开作业，并在规

定时间内检测拌合站中的消防设施整体质量和使用效

果是否完好无损，重点检测各个接地体焊接位置有无

松动和腐蚀等不良现象。施工作业结束后，需要做好

现场的清洁处理，清除有毒肥料，防止有害物质对农田、

大气和水体造成严重污染。

沥青拌合站的电气系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需要及

时采取安全措施加以维护。就供电接地制式而言，如

果供电运用 TT 制式，安装拌合楼期间需要将金属构架

和控制室中的电器外壳做好接地保护。如果供电采用

TN-C 制式，要将拌合楼的金属框架及电器外壳可靠接

地后接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将拌合楼可导电构架

的保护接零，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拌合楼电气系统零线

的重复接地。

另外，在拌合站生产过程中，普通沥青需要加热到

150 ～ 165℃，改性沥青需要加热到 160 ～ 185℃，加

热过程中要重点注意导热油路和沥青油路的保温状况

和渗漏问题。

3.3    除尘管理
沥青拌合站在日常试用期间往往会产生过多的粉

尘，为了减少粉尘对操作人员和整体工程质量的影响，

有必要加强石料系统的除尘管理工作。根据粉尘颗粒

的不同大小，可以采用旋风式与湿式相互融合的除尘

措施，在石料的输送装置上安放旋风式除尘仪器，在

燃烧器位置上分别布置 3 ～ 4 个湿式除尘器。在干燥

筒旋转期间，旋风式除尘器会将空气中的大颗粒粉尘

吸入其中，而与石料共同进入提升机后，小颗粒粉尘

被湿式除尘器吸收。

在进行沉淀池的清洁工作期间，粉尘物质也会随

着风向飘散，甚至造成严重的污染现象，所以可在上

述除尘方法的基础上，采用脉冲清灰袋滤式输送设备，

将粉尘送出拌合站，从根本上避免出现二次污染情况。

除尘管理工作可以有效减少沥青拌合站内部的灰尘污

染程度，对拌合站的高效生产及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

都是一项重要的保障措施。

3.4    综合管理
沥青拌合站主要由烘干加热系统、热骨料提升机、

冷骨料供给系统、沥青供给系统、除尘设备以及控制

系统等共同组成，整体系统建设过于庞大，只有确保

控制系统高度集成才可以实现各个系统的稳定协同运

转。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现代化拌合

站需要不断加强信息化建设及标准化建设，比如拌合

站的建设、材料检验、沥青混凝土拌和质量控制、成

品检验、财务管理等，相关机构需要及时创建出高效、

安全、科学的现代化沥青混凝土搅拌站，实现远程监控，

推行科学化、现代化管理。

4    结语

综上所述，规范安装沥青拌合设备是保障沥青混凝

土拌和质量的基础。因此，相关工作人员需要掌握先

进的安装技术和管理技术，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的高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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