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灰砂砖/粉煤灰砖及其结构辅件生产线

完美方案成
就至高品质
玛莎——成功生产建材产品的首选合作伙伴
睿智、灵活的产品设计, 引领客户走向成功
百年的经验, 至上的信誉, 热情的服务是我们长久合作的基石
www.masa-grou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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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通常情况下, 玛莎设备配有标准的安全保护装置。为提高照片清晰度部分照片中的设备没有配
备安全保护装置。

为客户创造最大利润是我们的根本目标。
玛莎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建材机械设备供应商和生产商。丰富的
经验、优质的产品以及与客户不懈的交流合作, 造就了玛莎全
球客户的成功。

我们的设计理念涵盖了“德国设计”所尊崇的全部原则。

产品质量:	技术成熟, 个性化解决方案, 耐久原则
盈利能力:	经济运行, 优质高效
安全性能:	全方位的安全保障



公司理念 03

卓越的品质源于丰富的经验和对质量的不懈追求 质量管理: 精益求精, 确保产品可靠耐用

经验赋予我们优势,  
创新引领我们前行。

玛莎拥有100	多年的光辉历史。丰富的经验、
优质的产品以及与客户不懈的交流合作,	造就
了我们全球客户的成功。

玛莎总公司位于德国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和科隆
之间的安德纳赫市。玛莎-亨克机械有限公司, 
是玛莎公司第二个大型的研发和生产部门, 位
于德国博塔-威斯法利卡市。玛莎-道斯腾的灰
砂砖设备设计中心位于道斯腾市。另外, 在美
国、中国、俄罗斯、印度、意大利以及中东地
区的迪拜都有玛莎负责销售和服务的子公司。

成功是坚实的后盾
纵观玛莎的悠久历史, 我们可以发现玛莎对建
材业的发展影响非常深远。多年来在技术革新
和设备制造方面所获得的丰富经验, 如今让客
户和我们自己双双获益。这种延续意味着客户

可以充分相信玛莎现已拥有的技术和解决方
案, 并相信玛莎有能力按照客户的要求来及时
调整解决方案。

灵活面对全球市场
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 我们从为客户提供的
解决方案及设备的美好声誉中获益。不同的市
场存在着不同的要求, 促使我们不断研发个性
化的设备。玛莎的每一种产品都以客户的特殊
需求为基础,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优化。

安全和环保
在确保设备操作方便的同时, 其安全性也不容
忽视, 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另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环保性, 因此玛莎的设计方案都致力于节
约能源、低尘、低噪音。



交钥匙工程:  
高效率带来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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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灰砂砖生产

成型
• 压制
• 叠码
• 转运 

码垛
• 高压养护
• 打包

备料	
• 原料存储
• 配料搅拌
•  消化及拌合

卓越品质,	高效盈利。所有设备的协调工作对整个灰砂砖生产
线的高效运行至关重要。玛莎对高品质灰砂砖的制造工艺了如
指掌。玛莎客户取得的显著优势在于:	整套生产线及单台设备
均来自玛莎—从产品的规划设计到制造、安装、调试,	以及人
员培训和生产伊始的各项技术支持,	玛莎都将与您精诚合作。
 
客户工厂的每个商业成功, 都需要双方精诚的合作、玛莎将利
用自己的经验帮助客户把握住市场机遇、立足于当前, 着眼于
未来。为此, 玛莎深谙市场需求及设备性能, 并以此来设计安排
生产工艺。交钥匙的全套生产线均由玛莎工程师设计完成的, 
并最大程度的采用标准部件组合优化的方式来实现。这样, 在
满足客户需要的同时, 缩短了交付时间。

01. 备料

将石灰、砂料和水
进行搅拌

砂料料斗

砂料筒仓

石灰筒仓

石灰供给

砂料供给

消化

消化



05

拌合

拌合

灰砂砖成型

灰砂砖成型

托盘转运 产品转运
高压蒸养

产品转运

打包

成品下线

02. 成型

03. 码垛

自动控制系统。在整个生产流程中, 从原材
料存储到高品质成品灰砂料砖的生产完成, 
每台设备都需要完美设计和协调运作。控制
系统在此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玛莎设备
的所有生产流程均采用自动化控制(SPS), 全
程监控工艺流程和设备状况, 并显示在显示
屏上。SPS 和PC 控制系统都被用作标准硬
件组件。



06 原材料的处理

储存配料搅拌:  
最优的搅拌装置

灰砂砖的质量主要取决于原材料的预制、搅
拌和配比。玛莎能提供所有设备组件保证最
佳的搅拌效果。

搅拌设备
按照配方, 分别存储不同种类的砂料和石灰。
依照砂料湿度, 在拌合过程中加入适量的水。

所有原料在加入搅拌机之前都依照配方精确配
比。

消化装置
输送带将砂料、石灰混合料转运到反应器中。
大约两小时后, 石灰与水的反应完成, 结合形成
消石灰。

沙料转运及筛选

石灰筒仓

搅拌工艺

斗式提升机

双卧轴搅拌机

转运至成型机

配水系统反应仓

称量、搅拌,	反应过程。配方以及配料、搅拌过程对成品灰砂砖的质
量起决定作用。 

强制式搅拌机

水

板式给料机

砂料仓

称量

石灰料仓

称量 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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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砂混合料的正确搅拌和制备工作要求对每
个工艺步骤进行精确控制。此外, 辅助设备的
布局也同样重要。

板式给料机

高精度配料强力搅拌机



型号 制品尺寸 最大高度

240 x 71 x 113 mm 240 x 115 x 113 mm 250 x 240 x 248 mm

HDP 600 U   690 x 550 mm 250 mm 5,890 3,270 1,100

HDP 800 U 1050 x 550 mm 250 mm 8,500 4,580 1,900

HDP 800 N 1050 x 770 mm 300 mm 8,500 4,580 1,900

灰砂砖压机:  
整套生产线的核心

08 灰砂砖压机

压机是制砖生产线的核心部分,	玛莎可提供多
种型号、久经考验的压机产品。HDP	型自动
控制液压压机,	可实现单向或双向均匀地压制
砌块。

灰砂砖成型机的性能依型号不同而各异。实际
的性能则取决于许多因素, 如配方和成品砖块
的大小等。能自由编程的堆码装置可和压机连
接成一个整体。 

单位时间产量（小时）*

技术参数

主压平台及可更换内衬的模具压机控制面板

* 生产效率以90%计, 设备实际生产能力由搅拌器搅拌原材料能力和产品尺寸等因素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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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机液压系统可以进行单面和双面压制, 也可
加工生产不同形状的产品。例如: 倒角, 榫槽
或手持孔等。

高效装置: 高效压机以及堆码装置



养护系统:  
高压蒸养

灰砂砖在蒸养釜内蒸养硬化。除压制成型外,	
高压蒸养是灰砂砖生产中最重要的工艺步骤。

当蒸养釜内温度接近 200 摄氏度且压力为 16
巴时, 蒸汽便达到充分饱和, 使新压制的灰砂砖
块达到硬化效果。蒸养硬化过程需要持续数小
时, 在此过程中砂粒的硅元素会产生一系列硅
酸盐反应, 从而加速整个硬化过程。全自动装

置检测和监控整个硬化过程。

灰砂砖制造工艺十分复杂, 但是生态环保效果
良好, 能源消耗低, 且不使用破坏环境的材料, 
废弃物也可以完全回收再利用, 而且成品建筑
可以保持最佳的室内微气候, 从而提高居住环
境舒适度。

蒸养控制系统。
蒸养养护系统以前
只能由受过多年培
训、有多年工作经
验的员工来操作, 但
现在已经与灰砂砖
成型机一样实现了
可视化自动控制。

10 蒸汽养护

Ablass

蒸汽出口阀

凝液收集罐

蒸汽 

输送线

出口

蒸汽阀 输送线阀门

压力控制阀

蒸汽压力

最高点温度: 

内部温度: 

最低点温度:

内部压力: 

0,0

0,0

0,0

-1

当前值

当前值

当前值

当前值
设定值

°C

°C

°C

bar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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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进釜装置蒸养釜的蒸汽发生装置

蒸养釜养护过程: 通过控制蒸汽量来保证产品质量。

我们的目标是在保持高产出、高品质的同时, 
实现产品多样化。



12 转运和打包

转运和打包:  
专业的解决方案

转运系统是灰砂砖设备最重要的部分之一。通
过一套轨道系统,	硬化车在各个设备之间负责
转运湿品和成品。硬化车在压机、堆码装置及
蒸养釜之间穿梭。最后成品被运往打包车间。

在工厂内部, 硬化车则依靠全自动移动工作
台、固定装置、输送带、推进器来完成移动。
玛莎也为用户设计、制造、安装全套灰砂砖打
包设备。按照设定程序, 取下成品, 之后再进行
码垛, 如果需要也可放置在托盘上。最后, 对成
品跺进行横向及纵向打包。

打包后准备下线

适应于不同尺寸产品的打包机打包转运装置

转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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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转运流程。高效的堆码和传送系统保
证了灰砂砖生产线稳定、有序、平顺的生产
流程。

从硬化车到打包机: 高效准确

成品堆场成品下线



为客户提供墙板及结构辅件的生产设备也是玛
莎产品服务范围的一部分。结构辅件是根据建
筑物的个性化建造要求生产的,	能够节约时间
和成本。事实上我们可以生产所有形状的墙板
及结构辅件:	例如斜面、坡面和槽面等。

结构辅件成型机DORSA20000（专门带有锯
床和堆码装置）是生产结构辅件的关键设备。
结构辅件生产线与灰砂砖生产线并行, 两条生
产线共用蒸养釜、硬化车及转运装置。

与“标准”灰砂砖成型机一样, 结构辅件成型
机完全没有浪费原料, 墙板及结构辅件在坯体
时就被切割成所需形状, 然后堆放在硬化车
上。得益于灵活的控制程序, 使DORSA2000 
可以将灰砂砖砌块切割成任何大小和形状。

灰砂料制件的尺寸规格依照合同要求: 

长度:	至 1250 mm
高度:	至 648 mm
厚度:	至 365 mm

14 结构辅件

墙板及结构辅件:  
个性化定制生产模式

* 数据为理论值，取决于使用的原材料。每班的生产能力需将实际效率纳入考虑范围。

技术参数

产品系列 型号 模具开口尺寸 砖体最大高度
240 x 71 x 
113 mm

240 x 115 x
113 mm

250 x 240 x
248 mm

175 x 998 x
648 mm

平面构件 HDP 1200 J 1110 x 772 mm 650 mm 7,800 4,200 1,540 540

产品系列 型号 模具开口尺寸 

结构辅件 Dorsa 2000 1250 x 650 mm 如砖体厚度 为100—365 mm, 则每小时最多可生产100 块结构辅件



将产品转至切割工位。

大型件制造: HDP 1200 J 压机

标准砌块与结构辅件的完美结合

15

美好未来始于玛莎。现代灰砂砖结合件和平
面构件的制造工艺, 使混凝土预制件融入了所
有可能的个性化艺术建筑元素。这种理念代
表了未来的发展趋势。



附加设备:	墙板及结构辅件的二次加工

16 附加设备

切割定位

切割准备

切割标注

切割完成

灰砂砖切割机
玛莎全自动灰砂砖切割机工作效率高, 确保最
好品质和最少废料的产生。中间存储台配合锯
边机的使用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切削废料的产
生。多种工艺的结合保证了结构辅件的正确切
割。建筑图纸展示的个性化结构辅件的尺寸被
计算机程序界面完全读入。
程序界面的全程控制保证了最佳生产工艺流
程。嵌入的应用软件包确保以下模块间协调运
作:

构件管理
灰砂砖构件管理系统是设计墙体个性化结合件
的基础, 同时还能减少浪费。这个管理系统是
依据切割机的具体性能而设计的, 确保了设备
最佳产能。

切割控制系统
设备软件（监控系统）控制着结构辅件的切割
顺序, 保证了切割任务按最佳次序完成。 



精确的步进式预切割利用90°转角装置转运砌块, 占用最少空间

精确的对角切割专利真空吸盘转运装置

流程控制	
卓越的流程控制是工艺流程顺利进行的基础。
切割顺序被详细地记录下来, 保证了切割工艺
的有序进行。单个产品的大小、切割的控制过
程以及物流作业都将录入终端数据库系统。

切割控制
• 切割过程的开始和结束
• 整个切割流程的控制
• 辅件和托盘的可视化

传送控制
• 生成并发送切割任务
• 加工过程可视化

数据库服务
• 管理辅件信息
• 跟踪当前生产信息
• 数据备份

17



18 技术服务

经验丰富、技术过硬的玛莎技师: 现场展现卓越设备加工中心

技术服务:  
全天候的全球服务

无论您是需要全套生产线还是单一设备,	都将
是与玛莎建立持久合作关系的开始。从设备交
付的那一刻起,	您便可放心享受我们对设备的
终身服务。

安装和调试
交付设备后, 由我们经验丰富的工程师负责安
装和调试。

售后服务
通过玛莎专家的定期巡检, 预防性的维修计划
能够维持设备的高产量并且将故障停机时间减
至最短。

操作员的培训
在安装和调试设备的过程中, 操作员可以获得
培训和熟悉所有设备的机会。在设备调试完成
后, 操作员便能够按照预订的产量独立地操作
设备。

生产建议
玛莎在生产混凝土设备上的丰富经验能够使客
户产品在外观和性能方面都得到充分保障。

服务热线
玛莎提供24 小时的服务热线以便在生产系统
出现故障时及时进行诊断。

在线服务
如今, 对设备技术支持大多数都是通过在线的
方式提供的。无需玛莎的工程师在场, 程序的
更新及修改也能通过网络解决。

备件服务
玛莎拥有高度灵活的运作体系并在世界范围内
设有备件库。如有需要, 我们能够在24 小时内
迅速地提供所需备件（特殊要求而进行专门生
产的备件除外）。



混凝土砌块生产设备 湿法混凝土路面板生产设备 加气混凝土生产设备

玛莎——成功生产建材产品的首选合作伙伴	。
玛莎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建材机械设备供应商。此宣传册介绍了
灰砂砖粉煤灰生产设备。另有其它宣传册全面介绍混凝土砌
块、混凝土路面板、加气混凝土生产设备的技术数据, 配置参
数, 可供参考。

玛莎: 倾听客户声音, 提供解决方案。新型建材设备一应俱全。

玛莎有限公司 
地址: 德国安德纳赫市玛莎大街2 号
邮编: 56626 
 
电话: +49 2632.9292-0
 
 
泊塔-威斯法利卡工厂
地址: 德国泊塔-威斯法利卡市欧斯特康街2 号
邮编: 32457
 
电话: +49 5731.680–0
 
 
道斯滕分公司
地址: 德国道斯腾市巴拉巴大街70 号 工程技术中心
邮编: 46282
 
电话:  +49 2362.9516 – 0
 
 
info@masa-group.com
www.masa-group.com
 
 
玛莎（天津）建材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 中国天津西青经济开发区兴华三支路28号 
邮编: 300385 
电话: +86 022.8398 3788/8396 3873 
传真: +86 022.8398 3689 
masatianjin@masa-group.com.cn
www.masa-group.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