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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冲击台技术生产蒸压加气混凝土

AAC混合物中水的分布

安装着铸造模具的Masa冲击台

多年来，已经发展了许多种蒸压加气混凝土（以下简称 AAC）的生产技术。在西欧，占主导地位的是传统的“浇

铸技术”。采用浇铸技术，水固比达到了 0.7，甚至更高的比例。相比，在东欧，人们选择了一种不同的技术。20 世

纪 90 年代初，所谓的“冲击台技术”已经稳固。该技术的显著特征是大大降低了水的消耗，以及提高了 AAC 的黏度。

根据原材料的特性，冲击台技术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除了铸造技术的设备外，在必要的情况下，Masa 公司还为冲

击台技术提供独特的组件。这背后的生产厂概念是灵活且高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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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浇铸技术——独特的方法

在西欧国家，浇铸技术已经成为最成熟的 AAC 生产

技术。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为了满足市场以及质量的要求，

浇铸技术已经发展得很成熟。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胶凝

粘合剂（石灰和水泥）的比例已经改变。最初的石灰活

性配方改为水泥活性配方，目的是降低生料密度和导热

系数。然而，虽然进行了许多创新，对所用原材料的高

要求和 AAC 混合物的高耗水量一直是保持不变的，最高

可能占 AAC 混合物干重的 40%。

对于 AAC 的生产来说，水是非常重要的。水是 AAC 生

产过程中的反应剂、反应介质和胶结粘合剂。为了达到

最佳铸造粘度（约 2500 至 3000 mPa x s），细腻的研磨原

材料需要大量的水来充分润湿表面。

碱性 AAC 混合物中的氢气要想生成孔隙的话，低粘

度是必须的。产生的孔隙也可以稳定氢气。对于本文所

述的浇铸技术，工艺用水的作用很关键，但同时也可能

存在一些缺点，即：模具在等待区停留的时间延长（3-5

小时）。此外，AAC 块在高压灭菌前具有相当多的水分，

这意味着需要更长的高压灭菌时间，以及更多的能耗。

一般而言，AAC 蜂窝结构的形成取决于两个特征：

1. 造孔剂的可生产体积（铝）；

2. AAC 混合物的流变性质。

反应动力，即化学反应的周期，通常取决于各种参

数，例如混合物的初始条件、氧化钙的含量、粘度、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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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变性[1]

铸造工艺 冲击台工艺 节省

kg/m³ kg/m³ kg/m³ %

石灰 45 40 5 10

水泥 100 80 20 20

石膏 15 0 15 100

沙 245 280 - -

返浆 60 60 - -

铝 0.4 0.4 0.02 5

水 1,950 1,500 450 25

水/固 比 0.62 0.48 - -

Masa AAC混凝土配料

时间

切断阶段

触变性
部分触变性

阻流剂 部分阻流剂

休止期

粘
度

剪
应
力

气体发展和动力学效应。

就浇铸技术而言，体积增加的动力学仅取决于所用

原材料的数量和质量。对模具和混合物的动态影响作用

较小，而且，通常是可以避免的。

东欧：作为替代方案的冲击台技术

与浇铸技术相比，东欧开发的冲击台技术的着重点

不同。通过产生特定的动力，来使用、调整混合物的流

变特性（触变性）。

当向浇铸模具和 AAC混合物施加动力时，在施压期间，

粘度降低，而在静止期间，粘度再次上升至初始水平。

混合物中的水分大幅减少——这是该技术的重要组

成部分——导致混合物粘度大幅增加。

如上所述，对于混合物膨胀过程的正常过程，必须

达到最佳粘度，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混合物触变液化来

降低粘度。触变性现象包括通过动态效应破坏弱结构，

以及包裹（固定）和部分吸附水转变为自由水。

面临的挑战是找到最佳的方法，以实现对混合物的

预期效果。可以通过冲击的强度和频率来调节液化的动

力。动态效果的程度是有限的。首先，在成型阶段的开始，

气流太快的话，触变液化会很强烈，甚至会导致成型过

程结束时宏观结构的破坏。其次，由于液化不足，也可

能导致结构破坏。

在一个冲击循环中，AAC混合物要经过以下三个阶段：

1. 静止期

2. 模具自由下落

3. 冲击阶段（又称切断阶段）

模具在冲击台上的停留时间取决于所需的原始密度，

约为 5-11 分钟。随着原始密度的增加，冲击时间呈线性

增加。在冲击过程结束时，AAC 混合物已达到其规定的膨

胀高度，粘度的增加使 AAC混合物饼进入非常稳定的状态。

为了减少所需要的水量，有必要减少含束缚水的砂

泥浆。为实现该目标，采用了复合研磨法，即，将一部

分砂与石灰一起研磨。这样，石灰和砂的混合物就可以

代替部分砂浆。此外，设备操作员可自行研磨石灰，并

可根据需要来调整混合料 [2]。

冲击台技术的优势

本文所述的方法为 AAC 生产装置提供了各种益处。

与铸造工艺相比，冲击台技术将发酵时间减少了 90 分钟，

可以将所需要的铸造模具数量减少一半。发酵区所需的

空间可以相应地进行缩小。因此，安装更紧凑的 AAC 装

置是可能的。

在膨胀过程中，AAC 混合物的流变特性的充分利用

有助于降低原材料消耗。使用冲击台技术，可以节省 20-

30% 的水泥、10-15% 的石灰和 5-10% 的铝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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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高度调节装置 冲击架驱动

将 AAC 混合物生饼移入含水量较低的高压釜中，由

此可以缩短高压灭菌的时间。此外，高压灭菌后 AAC 混

合物饼的水分远低于采用铸造工艺生产的 AAC 混合物饼。

使用这项技术可以大大降低功耗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

Masa 冲击台的设计

上述技术促使研发 Masa 冲击台。Masa 冲击台是大型

钢结构，由移动平台、带从动凸轮盘的冲击架、降低装

置和跌落高度调节组成。一旦从动凸轮盘达到规定位置，

填充 AAC 化合物的模具就会突然掉落，并与固定在上下

机架上的支撑梁发生碰撞。为了控制膨胀过程中对 AAC

混合物的冲击强度，Masa 冲击台配备了自动下降高度调

节装置。

为了保证通过冲击带将力持续传递到模具中，并保

护模具的车轮，Masa冲击台为移动平台配备了下降装置。

跌落高度调整可实现 AAC 混合物膨胀过程的无极调节。

为了更好地应用冲击台技术，对 Masa 铸造模具进行

了改进，使模具在四个点上与冲击架平放。如果以后对

设备的冲击台技术进行调整，则可以对 Masa 铸造模具进

行相应的调整。

控制系统

浇铸和发酵区域的 Masa 控制系统还包括监督系统，

对一个或两个冲击台进行监控。在可视化系统中，可以

输入并存储各种配方所需的所有参数。

主要参数“高度”和“频率”根据预定的过程流程

顺序曲线来进行设定。该过程自动运行到模具在冲击台

上定义的停留时间。设备操作员可以在发酵区域的可视

化系统中看到所有必要的参数。

在搅拌站控制系统的 Masa 配方计算中，特别考虑了

常用的石灰和砂复合粉磨工艺。来自原材料制备过程以

及工厂实验室的参数都计入到计算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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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a GmbH
Osterkamp 2
32457 Porta Westfalica, Germany
T +49 5731 680 0, F +49 5731 680 183
info@masa-group.com, www.masa-group.com

Masa 为 AAC 全球的所有读者提供了免

费下载本文 pdf 文件的可能性。只需用你

的智能手机扫描二维码，就可以直接访问

Masa 公司的频道。

俄罗斯使用冲击台技术的AAC生产厂工艺顺序曲线影响表

并行工作的冲击台

Björn Gorka先生于2007年开始在Masa GmbH

公司工作，担任工艺工程师。他是负责

原材料分析和工艺技术相关问题的专

家。1996年至2002年期间，Björn Gorka先

生在魏玛大学（ Bauhaus-Universität Wei-

mar）学习土木工程，研究方向是是建筑

材料以及建筑物的翻新。自2007年以来，

他一直负责位于Porta Westfalica的Masa实

验室，并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咨询和培训服务。Gorka先生为客户提

供新型灰砂砖、AAC工厂的设置、以及工厂优化和故障排除等方面

的专业咨询服务。 

b.gorka@masa-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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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俄罗斯的另一家 AAC 生产厂成功安装了

Masa 冲击台。该工厂共有两个冲击台，生产的 AAC 砌块

的原始密度等级为 300–600 kg/m³，日产量为 1.200 m³。

作为这项独特技术的全球供应商，Masa 公司拥有全

面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当然，在项目开发过程中，

可以考虑把冲击台技术作为一种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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