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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预制件生产厂开启
A2C 成功的新篇章

坐落于巴黎西南方向 50 公里处的预制件生产厂于近期落成，是法国最先进的预制件生产厂之一，厂房面积可达
7,000m²。A2C 位于 Sivry Courtry 地区的楼板循环生产厂是为生产楼板、双层墙以及中心绝热混凝土构件度身打造的，在
全球范围内拥有最高的技术标准，尤其体现在高度的自动化方面，年均成型面积可达 700,000m² 以上。这座新的生产厂完
全由 Vollert 设计提供。作为工厂设计方面的专家，自中标之日起，Vollert 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该项目。

楼板循环生产厂，年均成型面积 700,000 m² 楼板与模板的生产准备

接下来，A2C 就要利用其新建的

工厂来生产高质量预制混凝土构件。

作为一个家族企业，A2C 是巴黎地区

砂 料、 碎 石 以 及 预 拌 混 凝 土 最 主 要

的供应商之一，除此之外，他们还在

Sivry Courtry 和 Corbeil 地区的工厂生产

空心楼板及工业建筑中所需的梁、柱。

新的楼板循环设备安装在 Sivry Courtry

地区占地面积 7,000 m² 的新厂内。未来，

采用三班制生产方式，楼板的年产量

将达到 530,000 m²，如果用于生产双层

墙，年产量可达 200,000 m²。其中，墙

体和楼板的最大高度可达 3.80 m，最大

成形面积 47 m²，最大厚度 500 mm。这

将使 A2C 满足法国工业建筑以及住房

建筑市场对预制混凝土构件与日俱增

的需求。新厂的供应商除了 Vollert 之外，

国际运营规划咨询商 MC2 也参与了规

划的制定并提供了有益的信息。

产品多样化、出色的产能和质量是
A2C 的信条

 “在规划之初，我们就希望新工

厂达到最大生产效率，这是为了使新

厂一成立就具备很强的市场竞争力。

我们希望为客户提供成套的预制混凝

土构件产品，从楼板到中心绝热双层

墙应有尽有，并且所有的产品都是市

场上质量最好的。”A2C 两个生产厂

的负责人 Michel Marchand 先生说。为了

实现混合生产且达到较高产量，来自

德国南部 Weinsberg 的生产厂设计专家

Vollert 为 A2C 的新生产厂设计了全自动

的生产流程，最先进的机械技术以及

灵活设备结构，而灵活的设备结构将

由创新型细节方案来实现。在 3D 模拟

模型以及大量计算的基础上，Vollert 和

MC2 的工程师们甚至考虑到了投标过

程中的一些场景并进行了分析。“正

因为如此，A2C 才选择了 Vollert ，同时

也选择了一种最经济的生产厂理念。”

作为 Vollert 的项目经理，Philippe Marrié

如是说。Philippe Marrié 同时还是一位土

木工程师兼生产经理，在预制业从业

多年。

现代化的循环及控制技术是生产

效率的有力保障

为了使生产率达到预期值，高度

自动化就成了楼板循环设备的一大优

势。为此，Vollert 特别关注循环设备的

设计环节。在一个 45 x 150 m 区域中，

模板楼板穿梭在各工作台之间，这些

过程全部由精密的自动化系统进行集

中控制和监测。高度抗磨损的立挡辊

将模板在垂直方向上转移，独立式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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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集成模板输送机与模板仓库 现代化的循环与控制技术是生产率的有力保障

擦轮驱动器则负责完成进给动作。而

在水平方向上，上述过程由两台并行

运转、频率可控的交叉起重车来完成。

这两台起重车由电缆链供电，能以液

压的方式将楼板抬起或放下。每台起

重车每次运送一个模板楼板。在市场

中，只有 Vollert 能够提供具有智能同

步系统的交叉起重机。一台绝对值编

码器控制着起重车的进给过程，一旦

出现偏差，自动化系统就会调整交叉

起重车的速度。

全部生产和储存过程由一台主机

进行集中控制，这台主机由过控专家

Unitechnik 提供。生产中的全部过程，

包括送入仓库、运离仓库以及楼板在

生产线上的运输过程，都由主机进行

控制并全程可视。该循环生产厂的经

济性以及生产数据可以通过评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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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Vollert 的新型 Smart Set 模板机器人，兼具较高的操作精确
度、运转速度及启动加速度

轮廓测绘与模板系统定位过程是由 CAD/CAM控制的

混凝土输送过程 全自动运转的混凝土螺旋分料器

出来。工艺过程设备可以通过各工作

站旁的分散操作面板进行控制。

楼板制备中的智能作业过程

为 了 生 产 出 高 质 量 的 预 制 混 凝

土构件，计划中需要特别关注的不仅

仅是浇筑过程或对表面的准备过程。

Marrié 表示，楼板的制作过程、完美的

模板剖面、精准的模板剖面布局及钢

筋都是十分重要的。

该模板构件具有固定的边缘，在

初次作业过程中，模板构件需经过一

台静态模板清洁机，在那里，楼板表

面粘着的混凝土残渣将被清除，粘着

剂也可以被滚筒刷和刮钢尺清除。通过

调整充气高度，楼板清洁机可以被抬

高，这样不需要清洁的楼板模板就不必

进行这一环节了，比如在使用模衬时，

为了给边缘模板进行基础清洁，电动圆

刷会自动下压至模板表面。一旦模板移

动至工作区域，静态喷雾装置会立刻对

钢板和边缘模板喷以脱模剂。这里通常

使用的是气动喷嘴。但这取决于诸多因

素，比如当前温度或粘度变化等，这通

常会导致脱模剂使用过量。Vollert 引用

了一种新技术，即使用无需空气驱动的

高质量旋转喷嘴。旋转喷嘴可以根据脱

模剂的粘度随时调整喷雾剂量，这样，

即使是施用量较低的情况下，也可保证

高质量。作为领军的涂层生产商之一，

Vollert 曾为许多知名汽车和商用车制

造商订制项目，具有丰富的经验可供

参考。

项目中同时还应用了全自动序

列高效遥控技术来为模板定位。在

Smart Set 模板机器人中，Vollert 开发

出了最新一代的机器人技术，将精准

性、速度与加速能力完美结合。对于

轮廓的测绘，模板系统的定位（70mm

高或 250mm 高），以及进一步嵌入

零 部 件 等 过 程 均 由 CAD /CAM 控

制。 模板遥控设备的四个移动轴可

以同时运转，整个过程的加速度可达

4m/s2，水平方向运转的 X 轴和 Y 轴

的最大速度为 3 m/s，而竖直方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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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化舱由四座架塔组成，每座架塔包含十个楼板架，由下至上依次排列

在此，运转于天花板的堆垛机将会把楼板转移至硬化舱内进行
储存，之后再进行移动

转的 Z 轴的最大速度为 1.6 m/s。旋转轴的转速为 180° /s，

加速度可达 180° /s，实现了机器人移动的精确性。再加上

±180°范围内可旋转的夹持器，可以将最大重复偏差控制在

±0.4 mm 之内。一条固态轨道和相应尺寸的支架保证了系统

高度的灵活性和精确性。安装在无反向间隙轴承上的货车

靠螺旋齿轮齿条和小齿轮驱动，在坚固平滑的导轨上被操

纵，这就进一步保证了系统的高度精确性。由于 Vollert 新

型模板机器人具有很高的性能等级，因此它能够在很大程

度上缩短浇筑和脱模的时间。Smart Set 会将模板自动运送

至仓库进行储存，但在此前要先对模板外观的型号和定位

进行检测，同时，模板还可以根据仓库的安排进行轮流储存。

高速度与高精度

模板机器人可以直接将模板从仓库或模板运输机转移

到楼板运输机，为了使模板保持清洁且功能性良好，在此

之前需要进行全自动清洁过程。因此，在脱模之后，模板

构架将被转移到带有摩擦轮的模板传送机上，最终转移至

预制混凝土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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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幕后运转的混凝土摊铺机和运行于天花板的楼板旋转装置 通过运行于天花板上的楼板旋转装置进行双层墙的生产

在对新浇筑的第二层壳体进行精确定位之后，第一层壳体将会
被一台电动机驱动的钢丝绳绞车下移至旋转装置处

起重操作站用于模板楼板的横向跨越

模板清洁机。清洁工作通常由金属圆

刷和滚筒刷完成。接下来，脱模剂排

料装置将通过喷嘴排放脱模剂，排放

时遵循的是 venturi 原理。

随后，程序钢筋机器人自动将钢

筋插入其中。同时，要制备横向钢筋（有

垫片和无垫片）、纵向钢筋以及格子

梁，并嵌入相应位置，整个过程完全

由 CAD/CAM 控制，这就保证了钢筋预

制过程的高度准确性。 

浇筑、压实、硬化过程均三思而行

混凝土分料机备有旋转铲斗轨道，

最多可容纳 1.5 m3 混凝土。铲斗的步

进式旋转可以使铲斗倾泻干净无残留。

在进行浇筑之前，需将楼板固定在振

动台上，这一过程需在全自动螺旋输

送机将混凝土平稳放置于楼板之前进

行。混凝土分料机总共有十个排料螺

旋，这是为了使给料量精确无误。主

机控制当前的楼板需倾倒多少混凝土，

承重系统保证混凝土倾倒量的准确性。

螺旋槽底部进行了空气绞合，这是为

了便于对螺旋排料装置进行清洁。为

了简化日常维护步骤，混凝土分料机

还配有集成自动润滑剂供给系统。

混凝土由低频振动台进行压实，

靠四台不平衡驱动器的振动来完成压

实动作。不同于传统的振动台，该振

动台能对压实能量进行精确调整，因

此较硬的混凝土也可以在此进行压实。

通 过 降 低 水 灰 比 同 时 保 持 早 期 强 度

不变，可以使混凝土的水泥含量降低

10% 左右，这就极大地降低了预制混

凝土构件的生产成本。低频压实技术

使循环振动达到理想状态，同时也降

低了噪音排放量。

在进行了初步质量检测之后，楼

板将经过粗化设备，在那里，楼板或

双层墙的空心部分会被进行粗化处理，

这是为了接下来与现场浇筑混凝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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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装载双层墙的倾斜台 移动升降笼，用于起重锚和双层墙的连接

好的粘合在一起。如果生产的是双层

墙，粗化耙将会被抬起，将楼板直接

运送至热硬化舱中进行硬化。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台运行于天

花板上的堆垛机 (SRM)，其有效负荷量

为 22 t，它可以将楼板送至硬化舱进行

储存，也可以将楼板运离，整个过程

均是全自动控制的。SRM 包含一台安

装于两条运输梁之间的桥接器，运输

梁由一台四绳传动系统和一个绳滑轮

组成。吊绳上悬挂了一根分量搪杆，

后者配有滚动支座底板、摩擦轮传动

以及齿轮齿条推进器，用于楼板运输。

两台调节器用于对 SRM 进行准确定位，

使其在水平方向上与各硬化舱轴线校

准。而在竖直方向上，精确的操纵则

是靠四根下降拉杆来完成的，其下降

点可以进行无限调整。这台 SRM 最主

要的有点是可以通过地面滑轮轨将空

的楼板直接从硬化舱运离进行清洁。

硬化舱由四座衬架塔组成，每座衬架

塔含有十个上下叠放的楼板架。，当

送进或运离楼板时，架门由 SRM 通过

分段开门器进行控制 。

通过操作天花板上的楼板旋转装置
进行双层墙的生产

经过 6-8 小时的硬化之后，楼板

通过外部架塔被直接运离并进行接下

来的脱模。如果生产的是双层墙，在

第一层壳体硬化后，SRM 将通过循环

把楼板运离硬化舱，转移至位于天花

板上旋转装置。在第一层壳体被夹臂

系统以充气的方式固定在楼板之前，

液压夹具需将模板楼板锁在可翻转的

分布梁上。夹臂的锁定高度可以变化，

因此双层墙的中心绝热性不会破坏夹

持过程的安全性。接下来，第一层壳

体将被翻转 180°。在新浇筑的第二层

壳体被准确定位之后，第一层壳体将

被一根位于旋转装置的电驱动绳向下

牵引。一旦第一层壳体的格构梁浸没

于第二层壳体的新制混凝土当中，双

层墙就在两层壳体的同步振动中应运

而生了。这种同步振动排除了相对运

动的干扰，保证了较高的产品质量以

及混凝土与钢筋之间较强的粘合性。

在压实过程中，由于两层楼板都进行

了充气夹持，因此振动能量会加倍，

这将使混凝土产品具有较高的表面光

洁度。由于较干燥的混凝土也能被处

理，因此也就降低了生产成本，导致

水泥需求量下降。接下来，夹臂将被

释放并转移。上层的空楼板被放置于

回程位置的滚动支座底板上。全自动

起重台使送回的空楼板及已经硬化的、

被运送至切削环节的第一层壳体交叉

通过。这一技术降低了旋转区域楼板

的交换时间，降低幅度达到 150 s，这

相当于采用原始技术作业时间的一半。

在硬化舱进行进一步硬化之后，双层

墙就被转移至升降与装载区域了。

SRM 与楼板旋转装置需要谨慎操

作，以保证设备运转的连续性，同时

降低维护成本，提高绳索断裂时的安

全性。根据操作守则，所用绳索必须

进行每年进行检测，必要时需进行更

换。通过对导轮、缠绳筒、绳索以及

高质量材料进行尺寸标注，设备的使

用寿命最多可延长五年。目前，Vollert

是唯一使用具有弹簧系统的绳索悬挂

设备的生产商，这样，一旦绳索超负荷，

弹簧系统就会吸收弹簧组的牵引力，

防止绳索断裂。

用于生产中心隔热双层墙的工作台

循 环 设 备 中 包 含 一 个 独 立 的 工

作台，用于中心绝热双层墙的生产。

Jousselin 是法国建筑精密墙体生产商中

的领军企业，他们为此次 A2C 的项目

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为了不阻碍

楼板通过，同时使空间使用率达到最

大，Jousselin 和 Vollert 决定在循环设备

上直接安装一个独立的作业平台。随

后，绝热层将在此通过水射技术自动

被切割成适当尺寸，为剪力接合器进

预制混凝土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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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三个独立的移动装货线将预制混凝土构件运出

行进一步处理。

起重与装载技术的创新

说到起重与装载技术，诸多技术

细节保证了过程的高效性。在起重区

域，人工脱模后的双层墙被带有支撑

装置的倾斜台抬起成 80° 角。由于系

统具有集成越行功能，从楼板旋转器

送回的空楼板就可以直接被送至清洁

环节。这就为双层墙的起重节省了更

多时间，也无需降低整个设备的生产

率。装载过程中用到了起重撑杆，而

无需在现有的双梁桥式起重机上安装

特殊的稳定化装置。为了实现上述过

程，首先要采用移动升降笼将起重锚

与双层墙连接，这与传统的梯子相比，

作业安全性明显提升。随后，起重撑

杆被四台独立的起重机提升到所需高

度。独立式吊钩可以同时将两块双层

墙从楼板抬起，这就使作业时间比传

统方式减少了 30-40 %。在双层墙被运

送至支撑架后，起重锚会被一远程释

放钩自动释放，该远程释放钩是模板

专家 Nuspl 的专利产品。接下来，混凝

土预制构件将被三条独立的装货线运

离，三条装货线共有九个支撑架。

现有的双梁桥式起重机上安装有

远程控制起重设备，它可以将楼板在

水平方向排列成可移动的堆垛。过后，

这里还将安装一台径流起重运输机，

用于货物的装载，其底座与固定装置

已经安装完毕。

一个完全不同寻常的生产厂概念

MC2 的 总 经 理 Jean-Pierre Millet 强

调到：“高度自动化，诸多技术创新

以及智能操作程序，从楼板的制作过

程到装载技术，我们在 A2C 实现了一

个不同寻常的生产厂设计理念。”这

一理念使高产量、高质量以及丰富的

产品多样性达到高度统一。A2C 的项

目 经 理 Gilles Heysen 对 该 项 目 进 行 了

总结：“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项目，

A2C, MC2 和 Vollert 作为项目参与者参

与其中，各方都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

和贡献精神。我们十分希望这座现代化

的新型生产厂早日投入使用。”         ■

www.cpi-worldwide.com80 CPI国际混凝土生产厂  中国6/2012

预制混凝土构件

详情请咨询


	222-201206-074.pdf
	222-201206-075.pdf
	222-201206-076.pdf
	222-201206-077.pdf
	222-201206-078.pdf
	222-201206-079.pdf
	222-201206-080.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