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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混凝土工厂

上海宝业采用先进
的预制件建筑技术  

中国的建筑业保持连年增长。中
国政府和国家建筑行业越来越依

赖用预制构件建筑技术替代传统的现浇
混凝土施工，建造住宅和办公场所。这也
因为未来几年中国大城市许多建筑即将
超过使用寿命，必须拆除并重建。但是，
如果按照以往的常规方法，这很难实现。
从建筑师开始草图设计到建筑过程中控
制混凝土预制件工业化的生产，都必须
具备合理周密的项目时间规划，以确保
更短的建筑周期和更高的建筑质量。
此外，混凝土残次品的数量也将
明显减少。宝业集团的副总工
程师樊骅在解释为何过去
的两三年预制混凝土构
件在中国取得了如此
巨大的发展时说：“
简单地讲，预
制件建

筑技术非常巧妙地把最优化原料配置和
最高效的混凝土生产技术结合了起来。”
最前沿的生产方法和最先进的机器使混
凝土的质量大大提高，质量低劣的混凝
土产品已成为历史。 

  沃乐特公司副总裁  Björn  Brandt 
说：“虽然目前中国的开拓精神势不可
挡，但是中国的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厂
仍然在沿用20世纪80年代甚至年代更久
远的装备技术。这与我们所拥有的现代
高自动化装备和机械技术相差甚远。当
前，我们正在与宝业集团的管理层积极
商讨，就当前的建筑体系和技术标准给
予我们的客户关于最新建筑体系和技术
标准的咨询，并且研发以客户需求为导
向的现代化混凝土预制构件的全套设备
解决方案。此外，我们还考虑了气候、劳

动力市场、原料
价格和税收以
及国家规定等其
它重要因素。”

大型建筑项
目的楼板构件
和双层墙
南京金鹰天地广

场高  368  米、珠海中心
大厦高330 米以及科威特
中央银行总部大楼都是名
副其实的建筑亮点。宝
业集团是中国私有建
筑企业中的领军
企业，它是这些
巨型建筑项
目的总承
建商。
樊

骅说道：“作为行业领军者，早在2000年
我们就一直在全亚洲和阿拉伯地区建造
多层次的建筑综合大厦，并且在逐渐地
使用新型的预制建筑体系。对新型建筑
体系的深入研究是宝业取得商业成功的
最大支撑。另一个成功因素是我们一直
在投资建筑构件生产装备。因此，我们决
定在  2015  年中期增加我们的年产量，
尤其是在蓬勃发展的大都市上海：将大
型和复杂建筑项目的墙体和楼板的生
产面积增至80万平方米，并且建立一条
新的高自动化的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
线。”2016年6月，第一批楼板和双层墙
已经从上海运往全球的建筑项目施工
现场。这批产品的生产由现代化装备系
统为循环基础，来自于德国设备制造商
沃乐特提供的“德国制造”先进机械技
术。75  块循环托盘在各个工作点和存储
区之间持续运作。

樊骅在解释项目
初期确定的要求时
说到：“我们对生产
的构件要求是质量
上乘。除此之外，我
们要求产品建筑性
能极佳，并且在应用
的建筑体系内拥有极
长的寿命。现代预制
构件要求墙和板不论是在形状还是在尺
寸上都无可挑剔。”因此先进的模板系统
和精确高效的置模和脱模机器人在此起
到了重要性因素。沃乐特公司的 Björn 
Brandt说：“生产过程的第一步工作也
是决定混凝土最终质量的最重要步骤之
一。”为保证生产过程顺利进行，智能置
模机械手把边模精准地放置在全自动循
环托盘上，提前预备好的托盘高速运转。
像轮廓绘制一样，这也是由CAD-/CAM-
全自动控制的。使用机器人技术脱模不
仅可以增加边模系统的使用寿命，同时
还能可以节省每个循环托盘的循环时
间。随着自动置模程序之后是多个手动
置模和钢筋台。Björn Brandt 解释道：“‘
标准线’和单独的‘快线’将不同复杂的
部件分为不同的线。” 这样一来， 根据建
筑项目和使用要求，平行的运输线即可
生产预制空心楼板，也可生产双层墙的
上层墙体和下层墙体。生产力明显增强
的同时，也可缩短静止或等待时间。

现代智能自动混凝土布料机能精
确地摊铺混凝土。MES生产控制系统与
此同时为下一阶段的混凝土浇筑过程

提供了最佳运作方案。一台绝对路径和
持续重量测量仪使混凝土能够精确的配
料。接下来混凝土压实过程由低频低噪
音“智能压实”振动台实现。这个过程可
以让双层墙的上层墙体如同得到良好压
实的高配筋率承载墙体一样达到清水混
凝土的品质。根据构件重量的不同，偏心
也可做不同的同步调节。这样能拥有最
佳的旋转振捣运动并降低噪音，也可以
加工更坚硬的混凝土 。

双层墙生产和装载技术
的高效流程

在双层墙的生产过程中，码垛机将
上层墙体在预养护后从养护室的保温
和蒸汽加热的货架上取出并将其交予
现代化的托盘翻转设备。在借助一个紧
固系统将第一层墙体气动紧固之前，模

板托盘已经由液压卡具锁定在翻
转架上。夹臂的止动高度是
可以调整的，所以中心保
温双层墙的保温安装不
成问题，并确保了夹紧过
程能够安全进行。接下来
第一层墙体会旋转180度。
在第一层墙体的钢筋网架
浸入第二层墙体新浇注的混
凝土之后，双层墙的两面墙

体将进行协同振捣。

中国建筑行业的里程碑
Björn  Brandt  说：“因我们在上海

的预制混凝土生产厂自  2016  年年中以
来为新的大型建筑项目生产预制楼板和
双层墙，而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
建筑行业取得里程碑式的成就。”正因如
此，持续监督以及确保预制混凝土生产
过程和质量水平十分重要。“整个设备布
局和所有的存储过程是通过现代SAA中
央主机系统控制的。”MES智能生产控制
系统控制每个工作站，托盘的分配、路线
和运输，并管理混凝土产品的卸载次序
和硬化时间。 

沃乐特之所以当选为宝业集团的
技术和设备供应商有着特殊的原因。樊
骅说道：“尽管乍一看，沃乐特的投资成
本要比亚洲供应商高，但我们看中的是
沃乐特的生产力和盈利能力。这两个因
素是“德国制造”技术强有力的支撑。在
上海新建的预制构件生产厂，我们每小
时可达160平方米的墙体产量。”

预制件建筑技术在中国已经有将近60年的历
史。然而由于缺乏国家补贴、构件质量的缺陷，在 
20 世纪90年代预制件建筑技术在中国蓬勃兴起之后
便戛然而止。今天，随着预制件建筑技术越来越先
进、环境和资源保护的重要性逐渐增强以及新的工
业化生产方法，引起预制件建筑技术在中国市场的
逐渐变化。中国的建筑公司，例如宝业集团开始投
资最先进的机械和装备技术。    

Björn Brandt,  
混凝土预制构件工业系统及技术部副总裁

Shanghai

生产过程的第一步工作
也是决定混凝土最终质量
的最重要步骤之一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为您呈上我
们最新一期的客户杂志。

在此期刊物里，我们特别为您报道
了：现代化预制施工的建筑如何将改变
中国的城市景观以及同时保护环境和资
源。因此宝业集团为建造复杂多层的办
公和住宅楼投资兴建了一条现代化楼板
和双层墙的生产线。另外的一个主题是
11月在杜塞尔多夫举办的2016铝业展
览会上展示的用于冶金，轧钢和锻压厂
的物流和储运系统。创新同样在鹿特丹
马斯弗拉克特二期APM码头。采用特别
研发的电池组更换站沃乐特为世界上首
个无煤烟，无二氧化碳和无氮氧化物排
放的集装箱码头提供了核心组件。

我们非常高兴在近期内能与您面对
面交流，11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举办
的2016上海宝马展（中国建筑机械设
备展览会）上。欢迎您访问我们！

蔡永娟 
沃乐特商贸（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

社论
尊敬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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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西宝（Nuspl）公司从2012年
起成为沃乐特集团的一部分，

它承包的一套新的桥梁模板帮助澳
大利亚一个最大的建筑承包商生产
了长达48米，高2,25米自重超过100
吨的预应力桥梁。20个液压油缸移
动侧面可滑动边模，从而使得腹板宽
度从1变化至1.5米成为可能。为了能
在不同的截面和高度中使用预先设
置的张拉轴线，我们特为此客户研发
了一套灵活的模板系统。

为了能精确地塑造桥梁的形状
在此采用了磁性置模系统。钢筋绞线
可以被全自动施加预应力，震动马达
提供混凝土压实。模板被安全地封装

在9个标准集装箱内经过功能测试之
后从欧洲经海运抵达澳大利亚。这家
澳大利亚建筑企业属于澳大利亚基
础设施领域混凝土预制构件领先的
制造商，如桥梁和隧道或铁路线路和
能源行业等。

作为一个
短标题

预制混凝土工厂

100吨澳大利亚 
重型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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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模板港

20个液压油缸移动侧面可滑动边模，从而使得腹板宽度从1变化至1.5米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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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1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举
行的2016中国建筑机械设备

展览会上沃乐特将在德国展馆展示
在现代化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方面
最新的装备和机械理念。在主题为“
一切均在预制中”的背景下，我们为
您提供现今预制构件建筑体系的咨
询服务并关于最新的趋势，如建筑信
息化建模（BIM）为您提供信息资料。

与其它相比的重点是宝业集团
新建的预制件生产工厂。对于更大
型，更复杂的建设项目，尤其在大都
市区和蓬勃发展的城市上海，2015
年中期做出决定，将墙体和楼板构件
的产能提高80万平方米，并建立一
条全新的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线。“
混凝土预制构件额外的可将在中国

的建筑成本降低10-15%。这是对不
断增长的廉价办公和住宅用房需求
的唯一答案”樊骅，宝业集团副总工
程师如此表示。

一个另外的重要议题将是机械
技术上的革新。自动化混凝土布料，
高性能翻转台和最先进的装载运输
正在对混凝土预制构件工厂的生产
流程进行颠覆性的革命。同样新的特
种模板体系，例如柱，屋梁或者预制
楼梯也将是重要主题。显而易见的产
能提升以及成本降低便是成果。更多
信息欢迎您在2016上海宝马展（中
国建筑设备机械展览会）上向我们的
专家垂询！我们恭候您的光临！

预制混凝土工厂

一切均在预制中—2016上
海宝马展（中国建筑机械
设备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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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物流系统

阳极板和铝板生产的创新技术

内部物流系统

注意： 
重载运输!

在TRIMET铝业公司位于汉堡的工
厂预焙阳极板冷却新型工艺的突

破不亚于一场小的革命：实验设备降低
了资源使用并完全抛弃了强制冷却方
式。作为世界首创，它采用自然环境中的
空气进行冷却，从而替代了水冷或者喷
淋的方式。TRIMET在一家有瑞士公司
R&D carbon的支持下对在汉堡开发的
这种工艺进行了可行性研究。研究发现
在投资成本和运行成本方面，空气冷却
明显优于所有其他系统。同时，这种空气
冷却工艺提供了更高的工艺稳定性和质
量保证，降低了退货率并且保护环境。

热空气替代冷却水
沃乐特之前已经多次设计铝卷

高架仓库的强制空气冷却系统制定方
案并且拥有相应的工艺专业技术。在
TRIMET，物流专家设计并建造了储存热
阳极板的高架仓库，包括输送、控制和
通风技术。冷却系统基于自然热对流，
通过屋顶的开窗进行调节。强制通风系
统不需要昂贵的冷却水循环。另外，自
动化的输送技术防止了运输中的材料
损伤从而降低了预焙阳极板的废品率。
在汉堡的高架仓库总共可储存336阳极
板，自动进库出库-每小时大约35卷极

板。TRIMET在汉堡年产量达13万吨。

海德鲁在格雷文布罗赫
的全自动内部物流解决
方案

对于在海德鲁压延产品有限公司
新建的全自动内部物流系统，沃乐特销
售总监Lars  Strobel  先生做出了“稳定，
快速和安全”的评价。海德鲁公司在格雷
文布罗赫建立了第三条全新的汽车板生
产线。此方案是从始至终进行铝卷全自
动运输，卷重达15吨-从卡车卸车，到存
储并运输至生产线，再到发货和废料的
回收。中轴线是一个36米高和100米长可
容纳800个卷材的沃乐特高架仓库。当原
料卷材从海德鲁的姊妹工厂到货时，全
自动机械手将卷材从卡车上卸下。经由
高架仓库和两个机械手，这些卷材按需
求加工，热处理和表面处理。“在这个工
厂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最佳内部物流的方
案”，Lars  Strobel  先生解释道。“全自动
化的系统允许有很高的速度并可以相互
作用得到一个完美的生产流程”。沃乐特
从设计、加工到安装设备只用了仅2年。
从2016年10月初，3号汽车板生产线以为
用户生产了第一个卷材。

Faymonville的特种拖车和半拖车
可运输达2000吨的有效载荷一从

挖土机到风力发电机。此生产商专门从
事 规 范 之 外 的 运 输 解 决 方 案 。 
在 F a y m o n v i l l e  的总部生产基地
Lentzweiler（卢森堡），设计了一条新的
喷漆流水线以给特种拖车部件喷涂。这
些部件将被无地面接触地喷砂、喷射镀
锌以及上漆，这里重量达12吨并且长度
达到13米。沃乐特以大型部件喷涂的多
年经验为信服之本并为其提供了钢结构
以及全套的输送和控制技术。

双轨悬挂轨道实现最大
灵活性

Faymonvi l le采用的是吊顶式摩
擦轮驱动双轨悬挂轨道。这意味着规定
距离的固定式摩擦轮替代了作用在运
输单元上的电动独立驱动以提供部件
的推进。工件由实心钢制成的吊具单独
或多个被吊起。由两个车道分配，3.2米
宽、2.1米高和13米长的工件在自动喷砂
的过程中可被灵活并最好地定位。起初

一个装载和卸载机械手在半门架式操
作中提取带工件的支架并将其运输到喷
砂车间。此车间配备了Wheelabrator公
司的离心式喷砂机。车间内的喷砂和运
输都是全自动运行的。在此，只有支架
在车间内，悬挂轨道和摩擦轮技术都在
外部，这样可以被防护免受喷砂剂的污
染。可单独调节的行驶速度确保了均匀
的效果。清洗之后工件在随后的车间进
行喷射镀锌、打底漆、喷漆并烘干。一个
半自动的分配机械手同时连接并行的工
作站，并最终将工件导入55米长的回程
路径上以冷却工件。与分配机械手连接
的摩擦轮设计使设备布局特别节省空
间。总面积只有4400平方米。除此之外
此设备在今后有需要时可以很容易地扩
建。Faymonville已经计划为两个工作站
再增加空间、一个是烘干机一个是第二
条回程路径。

在2016铝业展上（13号展馆，13I05展台）沃
乐特将展示用于熔炼，压延和挤压工厂的最新物流
和仓储系统。沃乐特与汉堡TRIMET 铝业公司一同
研发的世界首套通过自然通风冷却预焙阳极板的设
备系统。在格雷文布罗赫的海德鲁压延产品有限公
司内，一套从始至终贯通的全自动内部物流系统为
高端铝板带快速而安全的生产提供着支持。

平板货车制造商 Faymonville 在卢森堡将12
吨重型部件无需地面通道地通过其喷漆设备进行悬
挂。此物流方案同样来自于一位重载专家 – 来自
德国魏恩斯贝格的沃乐特。此控制既允许全自动运
行，也可以手动让部件行驶。摩擦轮实现了一个节
约空间的设备布局。

海德鲁公司在格雷文布罗赫建立了第三条全新的汽车板生产线

Faymonville采用的是吊顶式摩擦轮驱动双轨悬挂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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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物流系统

世界上第一个零排放
的集装箱码头

调度系统

零排放并低噪音：
编组和装载运行的电
驱动解决方案

在新的 Maasvlakte  II APM 码头连
接埠头与集装箱仓库间的运输由

Terex  Port  Solutions公司的所谓电池装
填的 AGV（自动导引车）以无驾驶员、低噪
音、以及零排放的方式完成。其中的62辆
已经实现了全自动无线局域网操控运行
的第一步。自动导引车的能源来自于12
吨重的可更换电池，通过两个电池更换站
可以全自动地更换和充电。沃乐特和 
Terex  Port  Solutions共同提出了快速更
换电池的方案：高架仓库和带伸缩车的货
架操作装置的组合。尽管自动导引车的高

度很低，此特殊的结构却能完全自动地取
出和卸载电池并将其存入高架仓库。货架
操作设备将已充满的电池装入，自动导引
车在5分钟后即可再次投入使用

零排放集装箱转运系列
已准备就绪

在更换站电池被自动连接并充电。
在 Maasvlakte  II  APM 码头采用了两个
更换站和总共114个电池。高架仓库拥有
六层并在一面或双面由货架操作装置操
控。根据不同的设计方案也可采用两辆
车同时从正面驶入。定位同样也是全自
动运行的。在汉堡的 Altenwerder  (CTA)
集装箱码头HHLA从2011年5月起就开
始应用第一批 Terex Port  Solutions 公
司的原型电池驱动自动导引车并与沃
乐特的更换站一同使用。在鹿特丹的
Maasvlakte  II  APM  码头现在将开始全
面性的日常运作。拥有一公里长的码头
和20米的水深使这个现代化的码头设施
在第一期扩建已为现有设计最大的超级
集装箱货船带来了可吞吐超过18000标
准集装箱(TEU)的产能。APM码头计划每
年转运270万个标准集装箱。

电驱动系统的优点在于零排放和
价格低廉的运行，一个明显的噪音

降低和一个更简单的维护。对于瑞士的
Tegometall  股份公司，一家全球领先的
商店设备、货架系统和仓储技术的制造
商来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决定选择
电池驱动编组机器人的理由。60千牛起
动牵引力将装载金属卷材的铁路货车行
驶两公里长的路线，从铁路接驳点运输
至厂房。尽管路径的长度和交叉铁路道
口，每小时7公里的行驶速度和独立的电
池驱动可实现快速的连接。此BR60由移
动无线电遥控器控制。Tegometall早在
两年前已使用沃乐特的编组机器人并在
德国克劳亨维斯的工厂采用此稳定的高
性能解决方案。

沃 乐 特 的 编 组 系 统 部 门 经 理
Jürgen  Schiemer  解释道：“特别是随着 
噪声和排放要求的增高，电驱动系统
是最理想的选择。Tegometal l在厂房
内的生产运营并不受排放的影响。另一
项目如在莱茵兰的壳牌炼油厂，周边居
民的保护为优先因素:在此噪声限值为
<48dB(A)。

装载和卸载运行的电缆
供电系统

在德国威斯令的莱茵兰壳牌炼油
厂以及俄罗斯的EuroChem，最近总共
已有3个带电机电缆绕组的编组机器人
KR 75被采用。威斯令的壳牌公司拥有
一套全新的现场槽罐车装载设备，用于
转运舍尔泽有限公司的液态烃。此设备
承包商专注于用于转运以及储存化学和
石油产品设备的交钥匙工程的设计和调
试。两个沃乐特的编组机器人精确并自
动地将槽罐放到轨道车上。它们由电缆
绕组提供能源并在轨道上方至800毫米
高度处配备了防爆组件。俄罗斯的欧洲
化学公司同样地在最恶劣的气候条件下
在位于金吉谢普的其子公司磷矿工业集
团使用一台电驱动KR 75，以实现一个高
效的Ammophos 肥料装载过程。

沃乐特在鹿特丹凭借两个新型的电池交换站为
世界上第一个无烟尘、无二氧化碳和无氮氧化物的
集装箱码头提供了核心组件。这些码头运营商希望
使用完全环保、由电池驱动的集装箱运输工具。

在世界交通技术领军级的展会，柏林轨道交通
展上，沃乐特作为经济的支线和接驳轨道编组及运
输系统的专家将其重点放在了电动编组解决方案。
在德国和俄罗斯现有的项目Tegometall、壳牌和
EUROCHEM中既在独立电池驱动又在电缆输送系
统上都有增高的需求。

Jürgen Schiemer, 
调度编组系统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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