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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建设及评价指标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的术语和定义、建设技术要求、评价指标及评价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独立的固定式预拌混凝土生产工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 

GB/T 36132 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JGJ/T 328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 Intelligent ready- mixed concrete factory 

从原材料入厂、生产及输送全过程实现信息化、智能化，包括原材料进场预约、智能称量与检测，

生产废弃物零排放，并能消纳合格的固废原材料，可通过大数据实现混凝土配合比的智能优化，实现检

测数据自动上传，物流配送与施工无缝融合，具有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环境舒适等特征的预拌混凝土

生产厂。 

3.2 

生产管理系统 Concrete product system 

用于管理预拌混凝土工厂客户订单、原材料进销存、生产过程控制、物流调度及产品交付、财务风

险控制、统计与结算等过程的信息化系统。 

4 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建设技术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应具有预拌混凝土生产合法有效的证件和资质。 

4.1.2 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厂址应符合规划、建设、环境保护及资源能源节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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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应符合国家和地方关于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其他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4.2 原材料车间建设 

4.2.1 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应具备完善的原材料管理体系。 

4.2.2 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应与材料供应商的智能发货系统实现线上对接与预约，包括原材料的基础

信息以及出厂检测数据等。 

4.2.3 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主材计量宜采用无人值守智能监测称量系统，该系统由计算机、视频监控

存储、车牌识别摄像头、上料口门禁系统、道闸及地磅管理系统和材料库存管理系统等组成。 

4.2.4 骨料车间和输送皮带应予以封闭，粗细骨料库位分区合理规范，骨料装卸作业宜采用布料机，

骨料输送宜采用皮带自动上料。 

4.2.5 骨料入场前宜进行含水率、氯离子含量及针片状含量快速检测。 

4.2.6 骨料车间应具备根据实时扬尘监控数据自动开闭的降尘系统，如：智能雾炮，自动喷淋。 

4.2.7 粉料筒仓应采取整体封闭方式并安装健康诊断除尘装置，粉料仓应具有清晰物料显示牌并配备

料位控制、储存余量采集、过量和余量不足报警系统，料位控制系统应定期检查维护。粉料入口宜配制

上料口门禁系统。 

4.2.8 外加剂等液体储罐应安装物料储量实时监控装置，宜具备与供应厂家间物料使用情况互连系统。 

4.2.9 具备细颗粒物、噪声、风向风速、大气压力、温湿度等数据实时监控功能，并将数据显示在 LED

显示屏上供相关技术和管理人员参考。 

4.3 试验室建设 

4.3.1 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应具备完整的试验室管理体系。 

4.3.2 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应具备整套完成混凝土相关试验所需的试验设备，并做到技术先进、能耗

低、智能化。试验设备及性能要求满足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规定。 

4.3.3 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应具有力学室、水泥室、集料室、试配室、耐久试验室、养护室、留样室、

高温室、化学室、办公室、资料室等，面积和布局合理，满足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规定。 

4.3.4 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试验室主要试验设备应具备高精度感知和试验数据实时联网上传、分析功

能，应满足以下技术指标要求： 

a) 水泥胶砂、混凝土试块压力机，具备定位和现场摄像功能，能自动控制荷载的加、卸载，并完

成荷载、位移数据的自动采集、处理和传输等； 

b) 抗渗试验机，能自动测试混凝土抗渗强度，并完成数据的自动采集、处理和传输等； 

c) 抗折试验机，能自动测试水泥胶砂和混凝土抗折强度，并完成数据的自动采集、处理和传输等； 

d) 养护设备对水泥和混凝土试块的养护过程具备信息自动采集与预警功能。 

4.3.5 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应具备在原材料检测后，根据数据自动判定合格与否，并自动出具原材料

检测报告。 

4.3.6 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应具备根据原材料检测报告，通过大数据分析自动优化参考配合比的能力。 

4.3.7 企业试验室应依据相关行业管理规定和试验室内部管理要求建立信息管理系统。应满足以下要

求： 

a) 企业试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应能对试（检）验过程中各管理要素状态信息和检验数据进行采集、

分析、存储与传输，并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b) 企业试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应能通过数据接口技术实现与数字化试验设备的数据连接，同时能实

现与行业信息化监管系统的数据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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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试验室宜对混凝土试块植入芯片或其他智能手段，有效加强对混凝土全面质量监管。 

4.4 混凝土生产车间建设 

4.4.1 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应具备完整的生产管理体系。 

4.4.2  混凝土生产计划实现智能化管理。混凝土生产计划通过软件形式可由客户自主进行下单，确定

混凝土强度等级、需求量、浇筑方式、坍落度等指标。 

4.4.3  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具备质量及工艺控制出现异常时的报警系统。包括配料、搅拌、出料等过

程。 

4.4.4  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生产车间应具备混凝土配合比异常智能提醒系统。 

4.4.5  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应具备生产信息化集中控制中心，对多条生产线进行集中控制，可实现对

操作楼远程监控及控制功能。集中控制中心同时实现对整个工厂进行实时监控。 

4.4.6  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应达到废渣、废水零排放。新拌废弃混凝土应通过砂石分离设备进行砂石

分离并循环利用；废浆和废水可通过搅拌混合、沉淀过滤或压滤等方式将废水全部予以利用。 

4.5 混凝土输送和施工管理 

4.5.1 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应具备车辆智能调度排班系统，能根据生产任务自动匹配运输车辆，运输

量、自动调整发货频率，实现智能排班发货。 

4.5.2 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应具备车辆调度和车辆安全监控的车辆管理系统平台。运输车辆具备定位

设备、车载视频、ADAS高级驾驶辅助系统等车载设备。预拌混凝土智能工厂运输设备应满足以下技术

指标要求： 

a) 运输车应当具备定位功能，实时记录车辆运行状态信息和路线的交通状态信息、装载和输送的

产品状态信息，并将信息进行有效传输； 

b) 运输车应在前方与两侧安装摄像头，并能将监控信号实时传送至调度中心； 

c) 运输车应采用必要的信息技术实现与泵车进行匹配验证； 

d) 运输车运送混凝土到达现场后可实现扫码签收。 

4.6 混凝土产品性能与服务 

4.6.1 混凝土产品性能 

a) 混凝土具有良好的和易性、保坍性能、耐久性能、抗裂性能以及品质稳定性； 

b) 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生产混凝土。 

4.6.2 混凝土服务 

a) 预拌混凝土企业宜提供施工现场服务，保障运输和浇筑过程顺利进行； 

b) 预拌混凝土企业宜提供技术服务：混凝土浇筑、养护到竣工验收的全过程技术服务，保障混凝

土质量。 

5 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建设评价指标 

5.1 基本要求评价 

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应具备以下基本要求条件，不满足其中任何一项将予以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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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本要求评价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及功能说明 备注 

1 资质要求 
预拌混凝土生产资质 按要求提供资质审核申请材料 否决项 

独立法人及有效执照 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有效 否决项 

2 财务状况 
纳税情况 依法纳税、提供近三个月的国税纳税证明复印件 否决项 

纳税资格 有一般纳税人资格 否决项 

3 
管理体系

认证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按照 GB/T 19001 建立并运行质量管理体系 否决项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按照 GB/T 24001 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 否决项 

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

体系认证 

按照 GB/T 28001 建立并运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 
否决项 

 

5.2 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建设评价指标 

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评价的具体指标要求与权重，评价可根据指标要求进行和权重进行打分。 

表 2   评价指标与权重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指标及功能说明 

原材料车间

建设 

管理体系建设 2 具有完整的原材料管理体系 

骨料堆场建设 2 骨料堆场采用整体封闭，不同骨料质检设置分隔措施 

原材料进场预约 2 
与材料供应商的智能发货系统实现线上对接与预约，包括原材料的

基础信息以及出厂检测数据等 

计量和库存监控

系统 
4 

配备智能过磅系统和原材料库存监控系统，无人地磅能够通过车牌、

卡牌识别原材料种类并将车辆引导至对应的卸料位置进行卸货，卸

货完毕自动计入原材料库存。 

粉料仓建设 4 
粉料筒仓采取整体封闭方式并安装除尘装置，粉料仓标识清晰并配

备料位控制及报警系统，粉料入口配制智能扫码启闭装置。 

骨料输送 3 骨料装卸作业宜采用布料机，骨料输送采用皮带自动上料。 

骨料入场检测 3 骨料入场前宜进行含水率、氯离子含量及针片状含量快速检测。 

骨料车间降尘设

施 
3 

骨料车间有根据实时扬尘监控数据自动开闭的降尘系统，如：智能

雾炮，自动喷淋。 

环保监控设施 2 
安装有细颗粒物、噪声等数据实时监控系统，并确保指标符合标准

规范要求。 

试验室 

建设 

管理体系建设 2 具备完整的试验室管理体系。 

设备配制 3 
具备整套完成混凝土相关试验所需的试验设备，并做到技术先进、

能耗低、智能化。 

场地建设 3 
具有力学室、水泥室、集料室、试配室、耐久试验室、养护室、留

样室、高温室、化学室、办公室、资料室等，面积和布局合理。 

原材料检测系统 2 具备原材料数据自动判定合格与否并自动出具原材料报告。 

配合比设计 3 
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应具备根据原材料检测报告，通过大数据分析

自动优化参考配合比 

设备智能化 3 
主要试验设备应具备高精度感知和实验数据实时联网上传、分析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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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建设 4 
企业试验室应依据相关行业管理规定和试验室内部管理要求建立信

息管理系统。 

试块管理 3 留置试块植入芯片，对混凝土质量全过程监管。 

混凝土生产

车间建设 

管理体系建设 2 具备完整的生产管理体系。 

智能下单 4 
通过软件实现客户自主下单，实现产品定制化生产，并具备下单后

的跟踪管理系统。 

控制中心建设 5 
具备生产信息化集中控制中心，对多条生产线进行集中控制，可实

现对操作楼远程监控及控制功能。同时对整个工厂进行实时监控。 

控制系统 3 
具备完整的搅拌主机、物料称量系统、物料输送系统、物料储存系

统和控制系统。 

报警系统 3 
具备质量及工艺控制出现异常时的报警系统。包括配料、搅拌、出

料等过程。 

配合比智能调整 4 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具备混凝土配合比异常智能提醒系统。 

车辆排队系统 3 车辆排队通过系统直接上传到 LED 显示屏和司机手机，透明、公开。 

信息化建设 3 
配备信息化系统中可直接进行泵送、运输管理统计、生产数据统计

与分析等。 

车辆清洁 2 
安装有自动高压洗车机，对进出车辆进行全方位清洗，洗车废水进

入循环水池中。 

废弃物利用 3 
废渣和废水循环利用，实现零排放，砂石分离机和废水处理系统正

常运营。 

智慧工厂输

送和施工管

理评价指标 

管理体系建设 2 具备完整的输送管理体系。 

车辆定位系统 3 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安装定位系统，企业和客户均能查看车辆位置。 

质量控制 3 
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加装摄像头监控混凝土状态及在施工工地向混凝

土中加水等情况。 

现场性能调整 2 
对到达现场的混凝土性能自动检测，并在质量保证的基础上实现自

动微调。 

信息化签收 3 混凝土输送到工地时，通过信息化扫码技术签收并确认。 

智慧工厂产

品性能与服

务评价指标 

施工性能 3 混凝土施工时具有良好的和易性，流动性、粘聚性、保水性良好 

力学和耐久性能 4 

混凝土具有良好的耐久性能,抗渗性、抗冻性 、抗侵蚀性等满足设

计要求；混凝土具有良好的抗裂性能；混凝土具有良好的品质稳定

性，混凝土强度偏差小。 

施工现场生产服

务 
5 

生产服务：合理发料保障混凝土浇注过程无掉料、压料等情况发生，

前场工长全程跟踪，确保混凝土入模状态，无串标、不合格品入模

等情况发生。 

施工技术服务 5 

浇筑前技术交底，对混凝土使用方式进行明确说明；浇筑过程混凝

土状态监控，对施工异常（带积水施工、无二次收面、无覆盖养护、

提前拆模、提前上荷、冷缝无处理施工等）进行示警并配合处理；

施工后进行质量检测，强度回弹检测、表观检测等。 

 

6 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评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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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评价要求 

开展预拌混凝土智能工厂评价应围绕第 5章的技术要求，制定相应的判定评价方案，评价内容包括

基本要求评价、原材料车间建设、试验室建设、生产车间建设、输送和施工管理、产品性能与服务等六

个方面，其中基本要求评价为否决项，未达到其中一项内容即为非智慧工厂。其余五项为评分项，根据

各二级指标及权重给予具体评价，综合评价得分大于或等于 85 分方可评为智慧工厂。其中施工现场生

产和技术服务为加分项，总分 10分，其他要求应具备先进性。 

6.2 评价方式 

6.2.1 实施评价时，专家组成员数量应不少于 3人，专家组应采取查看报告文件、统计报表、原始记

录，并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对相关人员的座谈:采取实地调查、抽样调查等方式收集评价证据，井确证

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6.2.2 实施评价的专家组应对评价证据进行分析，当工厂满足评价方案给出的综合评价标准和要求即

可判定为智慧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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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评价方法 

A.1 查看预拌混凝土工厂的基本要求材料，如符合 5.1 中表 1 所要求的材料，则开展下一步评价，如

不满足 5.1 中表 1所要求的材料，则判定为非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 

A.2 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评价指标得分 

该指标为单个专家评价得分，为评价工厂在一般要求和其他要求的合计得分，A.1 公式计算 

                          ∑Z＝∑(各指标得分)…………………………………（A.1） 

式中： 

∑Z——为单个专家对该工厂的各项评价指标总合和； 

∑(各指标得分)——为单个专家对该工厂符合各项指标合计。 

A.3 预拌混凝土智慧工厂综合评价得分 

该指标为参评专家评价加权平均得分，为评价工厂最终评定依据，按 A.2 公式计算 

                          AS=∑Zn/N…………………………………(A.2) 

式中: 

AS——为参与评价的专家组给予该工厂的综合得分； 

∑Zn——为参与评价的专家组成员给予该工厂的评价指标合计； 

N——为参与评审的专家组成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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