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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计 说 明 概 述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内 容

1 设计规模
年产10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砌块生产

线

2 首期建设规模
年产10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砌块生产

线

3 主机设备选型
采用翻转式 4.2 米切割机组，直径 2

米长 31.5 米蒸压釜

4 设计方案特点

原材料贮量大，生产线采用固定式浇

注，集中控制，电子称计量，机械切

割。厂房采用大开间设计，宽敞明亮，

便于管理。

5 设计思路
工艺流畅，投资省，厂房采用大开间

设计，美观。

6 生产线占地总面积 约 18000 平方米

7 生产线建筑面积 约 2500 平方米

8 设备装机容量 约 450kw

9 设备重量 约 400 吨

1 0 每模的生产周期 4.5-5 分钟

第一章 建厂条件



一、厂址选择

交通方便，周围无密集居住区，水电具备。

二、建厂指导思想

选用成熟的技术和设备。考虑技术的先进性、机械化、自动化，

以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与可靠性，适应经济发展区中型企业的环

境，力求节约投资资金，缩短建设周期，争取早日建成投产。

三、建厂方案

1.工厂总占地面积大于 18000 平方米，以便于将来升级改造。

主要面积：磨机车间：10M×5M×6M（磨砂），8M×5M×6M（磨灰）；

主厂房：50M×36M×7M，三层配料楼：12M×6M×3.5M×3 层；

锅炉房：12M×6M×5M。可根据实际场地而定。

2.设原材料堆场，成品堆场。生产过程设原材料处理工段，配料

浇注工段，静停切割工段，蒸压养护及成品工段。

3.厂区内设维修车间、化验室、仓库等附属设施。

4.从土建动工开始，建设周期约 2个月。

四、主要原料

1、块状生石灰：外购，汽车运输入堆场；技术要求如下：有效氧

化钙含量大于 75%，消解时间 8-15 分钟，消解温度大于 65度，过烧

石灰含量小于 8%，粉灰含量小于 10%，氧化镁含量小于 5%。

2、石膏：外购，汽车运至堆场；技术要求如下：二水生石膏或磷

石膏，三氧化硫含量大于 35%。

3、铝粉：固体分含量大于 65%，活性铝含量大于 90%。



4、水泥：32.5R 散装水泥。

5、粉煤灰：二氧化硅含量大于 40%，烧失量不大于 7%，二氧化硫

不大于 20%，放射性应符合 GB6763 的规定。

砂中的二氧化硅含量应大于 65%。

6、采用砂加气应符合以下要求：

砂中的二氧化硅含量应大于 65%。砂中的黏土含量应小于 15%。砂

中的氧化钾、氯化钠总量不得大于 2.5%。砂中不应含有砾石、草根、

树皮等有机杂质。

五、供水、供电、供汽

1、供水：采用地下水，生活用水采用自来水。

2、供电：报装 500KVA 的 S-9 变压器一台。

3、供汽：利用 DZL4-16 燃煤锅炉产生的蒸汽，供给直径 2×31.5m

蒸压釜，而蒸压釜排放的余汽余热可回收利用与浇注加温。

六、水文、地质、交通运输条件

1、水文：满足工业区的要求，地平面±0.000 高于历史的最高水

位线，保证工厂不会被洪水淹没。

2、地质：厂房基础采用独立或条形基础。

3、交通运输：厂区内设环形水泥路，以满足原材料及成品的运输

要求。

第二章 建设规模及产品方案



一、建设规模

按年产十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砌块的规模设计

二、产品方案

适用于一切非承重墙砌体和多层以下的承重墙砌体、隔热与保

温。

三、产品品种

砌块：

长度：600mm

高度：200、240、250、300mm

宽度：75、100、125、150、175、200、250mm

60、120、180、240mm

四、产品质量

容量级别：500、600、700KG/m
3
(即 05、06、07 级)

抗压强度等级：3.5、5.0、7.5Mpa(即 35、50、75 级)

干燥收缩值：≤0.8mm/m

导热系数：0.11-0.22Kcal/m.h.℃

隔音性能：40-47.45Db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11968-2006《蒸压加气混凝土砌

块》的技术要求生产。

第三章 生产组织、生产定员、人员培训

一、 生产组织与定员

1、工作日制度：全年日历天数 365 天，其中法定假日 10天，修



理 15天不可预见停产 10天。全年生产日为 300 天，为二班制生

产。日平均产量约 340 m
3
。

2、工作制度：实行二班工作制度，每班有效工作时间 11小时。

3、机构设置

贯彻简而精，高效能的原则，整个生产线设为一个工厂，各车间

设立班组管理，专职维修人员设为一个班组。公司设正、副经理各一

人。职能部门设计生产技术部、经营部、财务部、办公室，使企业能

在完成各项生产技术经济指标情况下正常运作。

4、人员来源

管理人员和生产技术骨干，在公司内选派或聘用素质较高的人员

来担任。一般的生产工人（操作工人）用招收新工人的方法解决。

5、劳动人员

全厂定员，以年产 10万立方米二班作业定编。

二、人才培训

1、技术及管理人员的培训

A．总经理和生产技术管理人员是基建班成员。

B．参与现场施工、安装、试车试产的全工程实践。

C．熟悉图纸资料及说明书，生产工艺的要点、关键。

2．投产前的全员培训

投产前的全员培训，以新招收的工人和新进岗的管理人员为主。

培训内容：生产工艺基本知识，三级安全教育，操作规程和操作

技能现场培训。



第四章 技术设计说明

一、设备技术与配套

加气混凝土生产的设备分类为：

1．起重机类也属工业通用起重设备，本设备与切割机配套。

2．压力容器类：本生产线用锅炉和蒸压釜，均为有压力容器许可

证单位生产。

3．粉末设备类：采用球磨机类磨粉设备。

4．切割机为国内最先进的 4.2 米切割机组，该切割机运用自动化

技术、变频技术、机型结构简单，产量较高，可进行空中翻转分步自

动切割，而且不会造成坯体粘连。产品质量高，可靠性较好，可充分

满足建筑需要，切割能力可达 20万立方米/年，切割质量达到

GB11968-2006 的要求。

5．自动摆渡车及辅机模具等配套类：由切割机厂家加工制作。

二、生产工艺设计

1．原材料

A.基本原材料：粉煤灰、砂子是通用建筑材料。加入石灰、水泥、。

B.原材料使用量：

粉煤灰约 5.5 万吨；石灰约 1.1 万吨；水泥约 0.16 万吨；

石膏约 0.16 万吨；铝粉约 54吨；年耗水量约 5万吨；年耗电

量约 140 万度；年耗煤量 0.25 万吨。

2．工艺

工艺参数与配方。本报告所提出的工艺参数、配方是根据目前的



加气混凝土厂生产实践所总结的推荐性配方。

A．配方计量与控制通过重量定量计量器和配料电子秤来实现配比

的准确度。

B．搅拌浇注工艺，其时间、温度、速度是通过仪表监测和经验结

合获得控制。

以上是整个工艺过程的关键工序。在现场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经

过技术培训的工人是可以掌握的。

三、质量标准

质量控制与质量标准，按国家标准 GB11968 执行。规格尺寸和强

度等级均可达到规定要求。对有缺棱掉角的制品，可以采用锯小工艺

进行，使之成为配套块出厂。

四、生产工艺描述

1．原材料处理

A．石灰、石膏分别通过鄂式破碎机破碎后，由提升机进入两个料

仓，由电子皮带秤计量给料，进入磨机混磨，磨细的混灰由提升机输

送到配料楼混灰贮仓备用。本设计中考虑的原状石灰及石膏的贮量为

50吨，破碎后各自的贮量也为 60吨，混灰的贮量为 35吨。

B．水泥采用散装水泥，通过散装水泥车，气力输送至配料楼水泥

贮仓。本设计中考虑水泥贮量为 50-60 吨。

2．配料浇注

以上物料备好后，电子称各自计量，由搅拌机搅拌，而后加入计

量好的铝粉，搅拌 45秒后，浇注入模。



3．静停切割

浇注发泡后，坯体静停到一定的硬度（约 1小时），即进行切割，

通过翻转切割机，把坯体翻转 90度，首先进行水平切割，再完成竖

向切割。

4．蒸压养护

切割好的坯体，通过行车编组，达到一定的数量后，即可进入蒸

压釜进行养护。

五、本设计的生产工艺特点

1．定点浇注

采用定点浇注可以节省厂房面积，便于集中控制，同时操作时安

全卫生。

2．机械切割

采用全自动切割机是有德亿重工引进国外最新技术，该切割机具

有切割速度快，切割速度仅为 4.5 分钟/模。该切割机结合国外伊通

切割机与司梯玛切割机两种国际技术的优势于一身，并应用了自动化

技术和变频技术，并能在粉饰面拉花纹（长拉毛），提高砌块与墙面

的附着强度。该机采用分步切割方式，将不同的工作分解在不同的工

位完成从而使切割机具有最为简单的结构及稳定的运行，又因为采用

翻转（在空中翻转）切割，以使切割钢丝达到最短，以保证切割的精

度，又由于应用了自动化技术和变频技术，减少人为操作带来的失误，

并提高了切割速度（切割速度仅为 4.5 分钟/模）。

3．全自动集中控制



该工艺从配料到浇注均为电子秤控制，自动化程度高，生产工艺

先进。

4．厂房大开间设计

采用大开间厂房宽敞明亮，便于管理，投资省。

六、环保处理

1．本行业属无毒、无废水、废气、废渣的污染产生，与国家环境

保护政策无抵触。

锅炉烟气和尘粒处理，可随机配套除尘系统，能满足消烟除尘的

要求，可达三类地区的排放标准。

2．在石灰粉磨车间有少许石灰粉尘，但技术上可采用收尘器，达

到改善生产环境和劳动条件的目的。

3．生产中的废水及球磨机的冷凝水可全部回收利用，球磨机的噪

音可采取隔音措施。

4．绿化：在新建厂的四周，厂区道路两侧及适宜的空地上栽种树

木、花草，以美化环境，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

七、主要工艺参数

1．制品按 600 千克/立方米计

2．年产量 100000 立方米

3．基本配合比

粉煤灰：石膏：水泥：生石灰 =73%：3%： 3%：18-22%

砂子：石膏：水泥：生石灰 =63%：3%： 10%：18-22%



铝粉 450 克/立方米 外加剂 400 克/立方米

4．水料比 0.6-0.7

5．每模制品按 4.2×1.2×0.6=3.024 立方米计

6．搅拌浇注周期 4.5 分钟

7．浇注料浆温度 42-48℃

8．坯体静停

静停时间 1.0-1.5 小时，静停温度 50℃

静停后坯体强度 0.15-0.18Mpa

9．蒸压养护制度

进出釜 0.5 小时

排气 0.5 小时

升压 1.5 小时

恒压 4 小时（1.3 兆帕）

降压 1.5 小时

合计 8 小时

八、总图运输

1．厂区布局方案

根据厂区具体情况布局吗，原则上原材料堆场放在下风口，锅炉

靠近主要设备蒸压釜。产品堆放按一个月的产品并考虑不同规格分区

堆放，需占地约 3000 平方米，堆厂采用混凝土地面，设排水沟，蒸

汽管线架空明设，电线埋地，上水管道地下直埋。

2．交通运输



原则上原材料入厂，成品出厂与办公人员进出厂分开，可开二个

大门，从而避免交通拥挤并减少污染。

九、有关建筑设计说明

原则上根据甲方要求设计

本设计方案如下：

1．生产线占地总面积约 18000 平方米。

2．生产线建筑面积约 2500 平方米。

3．地面采用 C15 混凝土 150 毫米厚，屋面采用彩色波纹钢瓦，配

料楼采用现浇混凝土，内墙采用混合砂浆抹面 20毫米厚，喷刷白色

涂料，外墙水泥砂浆抹面，外刷涂料，门窗采用铝合金窗。

4．结构：主厂房采用排架结构，配料楼采用框架结构。

5．基础：采用桩基。

十、水、暖通、动力

1．生产及生活用水量 300 立方米。

2．正常生产所需水压 0.2 兆帕，消防所需水压 0.3 兆帕。

3．给水系统为生活、生产、消防结合式，支状供水系统。

4．排水工艺采用循环用水，雨水排入明沟至厂外，生活污水排入

化粪池。

5．全年用气约 1.1 万吨，蒸压养护制品采用 1.2 兆帕，其它用汽

0.2-0.3 兆帕。

十一、电气设计说明

1．新建加气混凝土生产线用电设备安装功率 500 千瓦，照明 30



千瓦。

2．自动控制

石灰及石膏、水泥、混灰、灰料浆的计量均采用自动控制，其中

KT盘为模拟控制台，在二层楼设集中控制室，生产机械均有就地启

动试车按钮及事故停车开关，各楼层与配料之间均有信号联系，以甲

方实际要求为准。

3．主要电器设备选型

模拟控制台 JT9016；动力配电柜 XL-31；照明配电箱 XMR-04；变

电室低压柜 GGP。

第五章 投资估算

一、土地投资

本设计方案不靠虑。

二、土建投资 万元：

序号 名称 面积(㎡) 单价(元/㎡) 总额(万元)

1 主厂房 1800

2 配料楼 260

3 辅助厂房 900

4 设备基础 300

5 堆场及道路

6 绿化、排水

7 合计

三、设备投资： 万元



四、变电室： 万元

五、设备安装 万元

合 计： 万元

备注：此设计方案为年产十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砌块生产线客户根据

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增加或减少，我公司可为客户提供年产 5-40 万

方加气混凝土砌块生产线。

郑州德亿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热忱欢迎到我公司参观考察。

附表一：



加气砼制品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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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计量

蒸汽

计量 计量 搅拌

搅拌

浇注

发泡

切割

蒸养

出厂



全厂劳动定员表

岗位 职务 人数 二班定员 素质要求

公司 正、副总经理 各 1人 2 有企业经营管理技能

财务部 出纳、会计 各 1人 2 持有上岗证

车间主任 正、副主任 2 2 有一定生产组织能力

原材料处理 生产工 1 2 初中以上、经培训

配料浇注 生产工 2 4 初中以上、经培训

静停切割编组 生产工 3 6 初中以上、经培训

出进釜 生产工 1 2 初中以上、经培训

锅炉工 司炉与养护 1 2 持司炉证或专门培训

辅助工 1 2

电工、维修 技工 1 2 持证，初级以上电工

合 计 26

附表三：



工作制度

序号 工段（岗位）名称 周别 班制

1 生石灰、石膏运输 连续周 一

2 水泥运输 不连续周 一

3 煤运输 不连续周 一

4 生石灰、石膏破碎 连续周 二

5 生石灰、石膏磨细(干) 连续周 二

6 粉煤灰料浆制备 连续周 二

7 配料浇注 连续周 二

8 切割 连续周 二

9 蒸压养护 连续周 三

10 成品堆场 连续周 三

11 模修 连续周 一

12 化验室 连续周 二

13 发货 连续周 二

砂、粉煤灰加气混凝土砌块生产成本测算



以上成本为郑州市场价 105 元/方，出厂价 170 元/方(以当地市

场价为准)。

年产十万立方米加气混凝土砌块生产线年利润为：

出厂价 170 元/方-105 元/方=65 元；

年利润：10万立方*65 元/方=650 万

序号 材料名称 单位消耗 材料单价 砌块成本

1 砂、粉煤灰 0.420吨 40 16.8

2 水泥 0.03吨 320 9.6

3 石灰 0.115吨 260 29.9

4 脱硫石膏 0.018吨 50 0.90

5 铝粉 0.5公斤 12 6

6 煤 0.02吨 800 16

7 电 10度 0.7 7

8 水 0.12吨 3 0.36

9 废机油 0.5kg 2.4 1.2

10 易耗品 0.12

11 维修费 0.05

12 员工工资 8

14 管理费 2.5

15 折旧 4

16 其它费用 3

17 合计 105.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