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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灭菌物流输送系统，
包括
装盘单元、卸盘单元、
回盘线、装车单元、卸车单
元和回车线，
装盘单元与卸盘单元通过回盘线对
接；
装车单元与卸车单元通过回车线对接；
装盘
单元与装车单元之间，
以及卸盘单元与卸车单元
之间均通过第一输送轨道对接，
第一输送轨道与
回盘线之间上下布置。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输送
方法，
包括：
S01、
空灭菌盘在装盘工位进行装盘，
再输送至装车单元；
S02、
装车单元将满盘装入至
空灭菌车，
再输送至灭菌柜；
S03、满载的灭菌车
灭菌后输送至卸车单元，
空灭菌车经回车线输送
至装车单元 ；
S04、满盘输送至卸盘单元进行卸
盘，
空灭菌盘经回盘线输送至装盘单元。本发明
的输送系统及方法均具有输送有序可靠、
占 用面
积少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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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灭菌物流输送系统，
其特征在于，
包括灭菌盘输送线（1）和灭菌车输送线（2），
所
述灭菌盘输送线（1）包括装盘单元（101）、卸盘单元（102）和回盘线（104），
所述灭菌车输送
线（2）包括装车单元（201）、卸车单元（202）和回车线（203），
所述装车单元（201）的两端分别
与装盘单元（101）和灭菌柜（3）对接，
所述卸车单元（202）的两端分别与卸盘单元（102）和灭
菌柜（3）对接；
所述装盘单元（101）与卸盘单元（102）之间通过回盘线（104）对接；
所述装车
单元（201）与卸车单元（202）之间通过回车线（203）对接；
所述装盘单元（101）与所述装车单
元（201）之间，
以及卸盘单元（102）与卸车单元（202）之间均通过第一输送轨道（103）对接，
所述第一输送轨道（103）与所述回盘线（104）之间上下布置。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灭菌物流输送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回车线（203）的一侧设
置有空车缓存区（204），用于在回车线（203）上空车超过预设值时存储空车，
以及在回车线
（203）上空车少于预设值时将空车缓存区（204）的空车回送至回车线（203）上。
3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灭菌物流输送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回盘线（104）的一侧
设置有空盘缓存区（106），用于在回盘线（104）上空盘超过预设值时存储空盘，
以及在回盘
线（104）上空盘少于预设值时将空盘缓存区（106）的空盘回送至回盘线（104）上。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灭菌物流输送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回盘线（104）与所述空
盘缓存区（106）之间通过空盘缓存输送线（1061）对接，
所述空盘缓存输送线（1061）上设置
有折叠盘单元（1063）和换向单元（1062）。
5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灭菌物流输送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回盘线（104）上设置
有翻转除渣单元（105），
用于对空盘进行翻车以清除残渣。
6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灭菌物流输送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回盘线（104）上的一
侧设置有填充物缓存区（107）。
7 .一种基于权利要求1至6中任意一项所述的灭菌物流输送系统的输送方法，
其特征在
于，
包括以下步骤：
S01、
空灭菌盘在装盘工位进行装盘，
满盘输送至装车单元（201）；
S02、装车单元（201）将满盘装入至空灭菌车，
满载的灭菌车输送至灭菌柜（3）进行灭
菌；
S03、灭菌完成后，
满载的灭菌车输送至卸车单元（202），
将满盘依次推出灭菌车，
空灭
菌车经回车线（203）输送至装车单元（201）；
S04、满盘输送至卸盘单元（102），
对满盘进行卸盘，
卸空的灭菌盘经回盘线（104）输送
至装盘单元（101）。
8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输送方法，
其特征在于，
实时监控回盘线（104）上灭菌盘的数
量，
当灭菌盘数量达到预设值时，
将进入至回盘线（104）的空盘输送至空盘缓存区（106）；
否
则将空盘缓存区（106）的空盘输送至回盘线（104）上。
9 .根据权利要求7或8所述的输送方法，
其特征在于，
实时监控回车线（203）上灭菌车的
数量，
当灭菌车数量达到预设值时，
将进入至回车线（203）的空车输送至空车缓存区（204）；
否则将空车缓存区（204）的空车输送至回车线（20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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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灭菌物流输送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主要涉及医药、
食品包装技术领域，
特指一种灭菌物流输送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物流输送线属于前端洗烘灌联动线与后端灯检后包装生产线之间的灭菌转运过
程，
生产运行中既要根据灌装物料的有无状态，
也要根据灯检是否需要物料的情况进行输
送物料。在此过程中，
灌装设备和灯检设备常有出现两者之间产能不协调不匹配现象，
导致
物流线无法正常输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就在于：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技术问题，
本发明提供一
种输送可靠、
占 用面积小的灭菌物流输送系统，
并相应提供一种输送有序可靠的灭菌物流
输送方法。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明提出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灭菌物流输送系统，
包括灭菌盘输送线和灭菌车输送线，
所述灭菌盘输送线包括
装盘单元、卸盘单元和回盘线，
所述灭菌车输送线包括装车单元、卸车单元和回车线，
所述
装车单元的两端分别与装盘单元和灭菌柜对接，
所述卸车单元的两端分别与卸盘单元和灭
菌柜对接；
所述装盘单元与卸盘单元之间通过回盘线对接；
所述装车单元与卸车单元之间
通过回车线对接；
所述装盘单元与所述装车单元之间，
以及卸盘单元与卸车单元之间均通
过第一输送轨道对接，
所述第一输送轨道与所述回盘线之间上下布置。
[0005]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所述回车线的一侧设置有空车缓存区，用于在回车线上空车超过预设值时存储空车，
以及在回车线上空车少于预设值时将空车缓存区的空车回送至回车线上。
[0006] 所述回盘线的一侧设置有空盘缓存区，
用于在回盘线上空盘超过预设值时存储空
盘，
以及在回盘线上空盘少于预设值时将空盘缓存区的空盘回送至回盘线上。
[0007] 所述回盘线与所述空盘缓存区之间通过空盘缓存输送线对接，
所述空盘缓存输送
线上设置有折叠盘单元和换向单元。
[0008] 所述回盘线上设置有翻转除渣单元，
用于对空盘进行翻车以清除残渣。
[0009] 所述回盘线上的一侧设置有填充物缓存区。
[0010]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如上所述的灭菌物流输送系统的输送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S01、
空灭菌盘在装盘工位进行装盘，
满盘输送至装车单元；
S02、
装车单元将满盘装入至空灭菌车，
满载的灭菌车输送至灭菌柜进行灭菌；
S03、
灭菌完成后，
满载的灭菌车输送至卸车单元，
将满盘依次推出灭菌车，
空灭菌车经
回车线输送至装车单元；
S04、
满盘输送至卸盘单元，
对满盘进行卸盘，
卸空的灭菌盘经回盘线输送至装盘单元。
[0011]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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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监控回盘线上灭菌盘的数量，
当灭菌盘数量达到预设值时，
将进入至回盘线的空
盘输送至空盘缓存区；
否则将空盘缓存区的空盘输送至回盘线上。
[0012] 实时监控回车线上灭菌车的数量，
当灭菌车数量达到预设值时，
将进入至回车线
的空车输送至空车缓存区；
否则将空车缓存区的空车输送至回车线上。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本发明的灭菌物流输送系统，
灭菌盘输送线和灭菌车输送线之间相互对接配合，
实现
灭菌盘与灭菌车之间输送的相互配合，
从而实现灭菌物流输送系统有序、
可靠的运行；
灭菌
盘输送线采用回盘线实现输送线的闭合，
实现灭菌盘的连续可靠的运输，
保证生产的连续
可靠性；
灭菌车输送线采用回车线实现输送线的闭合，
从而实现灭菌车连续可靠的运输，
保
证灭菌的连续可靠性；
第一输送轨道与所述回盘线之间上下布置，
占用体积小。
[0014] 本发明的灭菌物流输送系统，
在回盘线上设置有空盘缓存区，
能够对多余的空盘
进行储存，
避免回盘线上拥堵以及缺盘，
保证回盘线上空盘的稳定性，
从而保证灭菌物流输
送线的正常可靠及连续化运行。
[0015] 本发明的灭菌物流输送系统，
在回车线上设置有空车缓存区，
能够对多余的空车
进行储存，
避免回车线上拥堵以及缺车，
保证回车线上空车的稳定性，
从而保证灭菌物流输
送线的正常可靠及连续化运行。
[0016] 本发明的灭菌物流输送系统，
在回盘线上设置有翻转除渣单元，用于对空盘进行
翻车以清除残渣。
[0017] 本发明的灭菌物流输送方法，
同样具有如上输送系统所述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标号表示：
1、
灭菌盘输送线；
101、装盘单元；
102、卸盘单元；
103、第一输送轨
道；
104、
回盘线；
105、翻转除渣单元；
106、
空盘缓存区；
1061、
空盘缓存输送线；
1062、
换向单
元；
1063、
折叠盘单元；
107、
填充物缓存区；
2、
灭菌车输送线；
201、
装车单元；
202、卸车单元；
203、
回车线；
204、
空车缓存区；
205、
第二输送轨道；
3、
灭菌柜。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结合说明书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22] 如图1和图2所示，
本实施例的灭菌物流输送系统，
包括灭菌盘输送线1和灭菌车输
送线2，
灭菌盘输送线1包括装盘单元101、卸盘单元102和回盘线104，
灭菌车输送线2包括装
车单元201、卸车单元202和回车线203，
装车单元201的两端分别与装盘单元101和灭菌柜3
对接，
卸车单元202的两端分别与卸盘单元102和灭菌柜3对接；
装盘单元101与卸盘单元102
之间通过回盘线104对接；
装车单元201与卸车单元202之间通过回车线203对接；
装盘单元
101与装车单元201之间，
以及卸盘单元102与卸车单元202之间均通过第一输送轨道103对
接，
第一输送轨道103与回盘线104之间上下布置，
具体地，
如图1所示，
回盘线104位于第一
输送轨道103的下方；
当然，
在其它实施例中，
也可以将回盘线104安装于第一输送轨道103
的上方。本发明的灭菌物流输送系统，
灭菌盘输送线1和灭菌车输送线2之间相互对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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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灭菌盘与灭菌车之间输送的相互配合，
从而实现灭菌物流输送系统有序、
可靠的运行；
灭菌盘输送线1采用回盘线104实现输送线的闭合，
实现灭菌盘的连续可靠的运输，
保证生
产的连续可靠性；
灭菌车输送线2采用回车线203实现输送线的闭合，
从而实现灭菌车连续
可靠的运输，
保证灭菌的连续可靠性；
第一输送轨道103与所述回盘线104之间上下布置，
占
用体积小。
[0023] 本实施例中，
回车线203的一侧设置有空车缓存区204，
用于在回车线203上空车超
过预设值时存储空车，
以及在回车线203上空车少于预设值时将空车缓存区204的空车回送
至回车线203上，
能够对多余的空车进行储存，
避免回车线203上拥堵以及缺车，
保证回车线
203上空车的稳定性，
从而保证灭菌车输送线2的正常可靠及连续化运行。
[0024] 本实施例中，
回盘线104的一侧设置有空盘缓存区106，
用于在回盘线104上空盘超
过预设值时存储空盘，
以及在回盘线104上空盘少于预设值时将空盘缓存区106的空盘回送
至回盘线104上，
能够对多余的空盘进行储存，
避免回盘线104上拥堵以及缺盘，
保证回盘线
104上空盘的稳定性，
从而保证灭菌盘输送线1的稳定可靠及连续化运行。另外，
回盘线104
上的一侧还设置有填充物缓存区107，
在生产末期，
部分灭菌盘有可能未装满瓶子，
此时通
过将填充物缓存区107上的填充物填充在灭菌盘内，
从而避免瓶子在输送的过程中跌倒。
[0025] 本实施例中，
回盘线104与空盘缓存区106之间通过空盘缓存输送线1061对接，
空
盘缓存输送线1061上设置有折叠盘单元1063和换向单元1062。折叠盘单元1063用于将输送
至空盘缓存区106的空盘堆叠成垛以及将堆垛的空盘拆成空盘回送至回盘线104。
[0026] 本实施例中，
回盘线104上设置有翻转除渣单元105，用于对空盘进行翻车以清除
残渣，
保证空盘的干净。
[0027] 本实施例中，
灭菌盘输送线1整体呈直线布置，
灭菌车输送线2呈矩形状布置在灭
菌盘输送线1的一侧，
对接简便，
整体占用面积小。
[0028]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基于如上所述的灭菌物流输送系统的输送方法，
包括以下步
骤：
S01、
空灭菌盘在装盘工位进行装盘，
满盘输送至装车单元201；
S02、
装车单元201将满盘装入至空灭菌车，
满载的灭菌车输送至灭菌柜3进行灭菌；
S03、
灭菌完成后，
满载的灭菌车输送至卸车单元202，
将满盘依次推出灭菌车，
空灭菌
车经回车线203输送至装车单元201；
S04、
满盘输送至卸盘单元102，
对满盘进行卸盘，
卸空的灭菌盘经回盘线104输送至装
盘单元101。
[0029] 本实施例中，
实时监控回盘线104上灭菌盘的数量，
当灭菌盘数量达到预设值时，
将进入至回盘线104的空盘输送至空盘缓存区106；
否则将空盘缓存区106的空盘输送至回
盘线104上。
[0030] 本实施例中，
实时监控回车线203上灭菌车的数量，
当灭菌车数量达到预设值时，
将进入至回车线203的空车输送至空车缓存区204；
否则将空车缓存区204的空车输送至回
车线203上。
[0031] 下面结合输送系统对本发明的输送方法做进一步说明：
空灭菌盘由装盘单元101下层进盘区输入，
经内部升降组件提升至上层装盘区进行装
盘；
5

CN 109533856 A

说

明

书

4/4 页

装盘后，
满盘由上层的第一输送轨道103输送至装车单元201，
装车单元201将满盘逐排
逐层装入至空灭菌车；
装车后，
满载的灭菌车由第二输送轨道205输送入灭菌柜3进行灭菌，
灭菌后输送至卸
车单元202；
卸车单元202将满盘逐排逐层推出灭菌车，
满盘经上层的第一输送轨道103输送至卸盘
单元102，
卸空的灭菌车由空车回车线203输送至装车单元201等待装车；
卸盘单元102进行卸盘，
卸空的灭菌盘经卸盘单元102内部升降组件下降至下层出盘区
输出，
经下层空盘回盘线104输送至装盘单元101，
等待装盘。
[0032] 以上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上述实施例，
凡属于本发明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指出，
对于本技术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润饰，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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