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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屎泵的歷史

- 最早有文字記錄使用石屎
泵機械可追溯到1903年
紐約地鐵工程

-1929授權建築商 Giese Hell
生產
-輸送高度27米，傳輸速度
10m3/h
-最終因大顆粒石無法通過球
形閥引起傳動裝置破壞



石屎泵傳動方式 – 氣壓



石屎泵傳動方式 – 水壓



1903年發明石屎泵
1915年氣壓輸送系統 – 混凝土炮(30m/秒 – 6巴)
1929年Giese-Hell生產第一台機械式石屎泵機

1932年由Torkret授權改良
1950年開發液壓系統 – 水壓
1959年推出油壓系統
PK20
最高泵送距離長590米-5米高
每小時50m3 / 20巴

1巴 = 1.0197kg/cm2

時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qgNqfdH7T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qgNqfdH7T4


第一台石屎泵車 – 1969年

伸展高度16米 – 壓力45巴

泵車



石屎泵種類

-石屎泵車
-座地泵
-車載式座地泵車(拉泵)

-天秤泵(Placing Boom)

-八爪泵

-放大尺



租用泵車考慮因素

1. 當日落石矢數量
2. 落石矢位置
3. 擺放石屎矢車位置
4. 可泵送的石矢要求
5. 其他(接駁泵喉等)



平均每台泵車落石屎量:

36米以下泵車
平均每台泵車約100-200M3



平均每台泵車落石屎量:

42-56米泵車
平均每台泵車
180-350m3



伸展長度



石屎泵車

21米或以下 30-32米 36米
42-43米 47-48米 56米

以伸展高度分類



開腳方式



開腳方式



56米混凝土輸送泵





車載式座地
泵車 – 拉泵



車載式座地泵車 – 拉泵



車載式座地泵車 – 拉泵

36米壓力數據 拉泵壓力數據



注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WJ
idGF56a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WJidGF56aY


安全施工



安全施工



安全施工



落石矢前需知

1. 沙漿
2. 水源
3. 泵喉管內石屎損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sx4nx-__9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7AcWwZIvi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sx4nx-__9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7AcWwZIvik


日租石屎泵車單價
服務時間 : 08:00 ~ 18:00 (包中午直落)

日租 拖車(來回)     加班費(每小時)

30-32米泵車以下 $5000-5500    800-1000         800
36米泵車 $5500-5800    800-1000         800
42-43米泵車 $6000-6500    1000-1200       1000
47-48米泵車 $7000-7800    1200-1500       1000
56米泵車 $14.5K-16K    1500-2000       1500

駁喉工 每人每日(連中午直落)    $1500-2000



大樓工程 – 座地泵



大樓工程 – 座地泵



大樓工程 – 座地泵



大樓工程使用機械需知

1. 月租機械
2. 高壓泵喉/活動泵喉分別
3. 機械燃油供應
4. 泵喉管內石屎損耗
5. 機械數量(樓層周期)
6. 石屎量質



大樓工程使用機械需知

1. 月租機械
- 需預早計劃租期
- 使用不同要求的高壓泵
- 可泵送的石矢要求



大樓工程 – 座地泵



大樓工程使用機械需知

2.高壓泵喉/活動泵喉分別
- 需預早計劃安裝位置
- 高壓泵喉的收費(以米計算)
- 活動泵喉的分別
- 特別要求
(泵送高度/特別樓層)



大樓工程使用機械需知

3.  機械燃油供應
- 由租方供應 / 機主供應
- 潤滑機油由租方提供

4. 泵喉管內石屎損耗
- 約100米長內存1立方米石屎
- 沙漿



大樓工程使用機械需知
5.機械數量(樓層周期)



月租機械 – 座地泵

工作時間 : 08:00 – 18:00 (連中午直落)
燃油 – 租方提供 , 操作員- 機主提供

操作員 : 每人每日 HK$1500 – HK$1800 / 每台機械

月租座地泵 : HK$50,000 – HK$60,000

視乎每月使用量 及 大樓高度: 

總大樓高度130米
例如 5日/1層/ 每層分1次 = 每月使用量5-6次

4日/1層/ 每層2次 = 每月使用量13次



其他成本

企身喉 : 單價以包括安裝及拆卸各一次
租金運費及配件(牆身碼)
$1000 – $1200 每米

視乎總石屎量及數量(以組計算)
需要安裝在樓層單位內

座地泵轉位﹑安裝費﹑拆卸清走 –
約$8,000 - $10,000 / 每台每次



大樓工程使用機械需知

6. 石屎質量







最高泵送高度606米
樓板C50, 塔身C60/C80
混凝土由地面泵送到頂點需要40分鐘
管路中的混凝土數量11m3
200 bar - 28m3/h



大樓工程 – 座地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tdYLgO4pE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tdYLgO4pEA


天秤泵使用機械需知

1. 月租機械

2. 樓面使用天秤泵長度

3. 安裝位置

4. 轉位 / 爬升機次



大樓工程 – 天秤泵



大樓工程 – 天秤泵



大樓工程 – 天秤泵



大樓工程 – 天秤泵



大樓工程 – 天秤泵



19米天秤泵轉位次序



19米天秤泵轉位次序

  安裝及收緊固定架 



19米天秤泵轉位次序



月租機械 - 19米天秤泵
工作時間 :  08:00 – 18:00(連中午直落)

月租19米天秤泵 : $32,000 - $40,000
12米企柱 : 每米$600 - 800
操作員 : $1500-1800 /每人每日
爬升 / 同層轉位 : $3500 - $4500 /每次

每組企柱需安裝1組企身喉

每次只可爬升1層



其他成本

力學計算

天秤需要協助爬升或轉位

樓層安裝

完工後填補天秤泵孔



八爪泵



八爪泵



八爪泵



大樓工程 – 天秤泵

現時最長天秤泵 – 29米



29米天秤泵 – 外國工程非常普遍





19米天秤泵
每層轉位4次

2台29米天秤泵
每2層爬升1次





安裝29米天秤泵有特別力學要求





月租機械

工作時間 : 08:00-18:00 連中午直落
操作員 : $1800 – 2200 

月租 : $68,000 – 75,000
單價已包括1組最長18米企柱

爬升費 : $6000 - $8000

**可每2層爬升1次，視乎力學要求
**自行爬升



放大尺



放大尺



清洗泵機方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R5absO-
85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z5Z0YULdr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R5absO-85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R5absO-85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z5Z0YULdrk


可見將來發展方向:

基座式企立使用



資料來源

Putzmeister newsletter 50周年紀念特刊

Schwing 及 Zoomlion 網頁



Tel : 2417 1733
Email : 
dcphongkong@yahoo.com.hk

END 謝謝

mailto:dcphongkong@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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