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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灌装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灌装装置，
该灌装装
置包括混合器、截止阀和升降组件，
所述升降组
件设有可做往复直线运动的驱动端，
所述截止阀
固定在升降组件的驱动端上且随驱动端运动，
所
述混合器固定安装在升降组件上，
所述截止阀的
运动范围在重力作用方向上位于混合器前方，
所
述混合器与截止阀之间通过软管连通。
灌装装置
将混合作业和交融作业分开，
从而得到了混合时
间长且连续混合、
混合后的物料交融时间充分的
性能，
使得物料分散均匀、
混合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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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灌装装置，
其特征在于：
该灌装装置包括混合器(1)、截止阀(2)和升降组件，
所
述升降组件设有可做往复直线运动的驱动端，
所述截止阀(2)固定在升降组件的驱动端上
且随驱动端运动，
所述混合器(1)固定安装在升降组件上，
所述截止阀(2)的运动范围在重
力作用方向上位于混合器(1)前方，
所述混合器(1)与截止阀(2)之间通过软管(13)连通，
所
述截止阀(2)包括气缸(6)、
阀体(7)和堵杆(8) ，
所述阀体(7)内设有出料腔(10)和进料腔
(11) ，
所述出料腔(10)呈笔直状结构，
所述进料腔(11)与出料腔(10)连通，
所述堵杆(8)位
于出料腔(10)内，
所述堵杆(8)与阀体(7)在出料腔(10)处的内壁密封连接，
所述气缸(6)安
装在阀体(7)上，
所述阀体(7)固定在驱动端上，
所述气缸(6)的活塞杆与堵杆(8)连接并驱
动堵杆(8)在出料腔(10)内运动，
所述进料腔(11)在阀体(7)表面形成进料口、
所述出料腔
(10)在阀体(7)表面形成出料口，
所述软管(13)连接在阀体(7)的进料口处。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灌装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腔(11)倾斜于出料腔(10)。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灌装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阀体(7)内部设有密封面(12) ，
所述
密封面(12)呈圆台的侧面结构，
所述阀体(7)设有密封面(12)的部位凸出在出料腔(10)内，
所述密封面(12)朝向出料腔(10)所在位置，
所述堵杆(8)一端设有弧面，
所述堵杆(8)设有
弧面的该端通过弧面与密封面(12)接触而与阀体(7)设有密封面(12)的部位密封连接。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灌装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截止阀(2)还包括灭菌仓(9) ，
所述
灭菌仓(9)呈管状结构、
其内部设有灭菌腔，
所述灭菌仓(9)的一端与阀体(7)密封连接且与
堵杆(8)密封连接、
灭菌仓(9)的另一端也与堵杆(8)密封连接，
所述灭菌腔的直径大于堵杆
(8)的直径，
所述灭菌仓(9)上设有通孔，
所述灭菌腔通过通孔与外界连通，
所述气缸(6)通
过灭菌仓(9)安装在阀体(7)上。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灌装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合器(1)的进料通道上都设有调
节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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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灌装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灌装装置，
尤其涉及适用于冰淇淋灌装用的灌装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冰淇淋生产过程中采用人工灌装方式完成冰淇淋到容器中的灌装过程，
因而冰淇
淋的产量有限。尤其是灌装混合有其它口味的冰淇淋或者果粒或者坚果的冰淇淋的操作产
量受到物料混合操作而更低。这是因为冰淇淋胶体性质，
造成冰淇淋与果粒、
坚果混合的，
需要更长的混合时间才能混合均匀或者混合到位。常见的灌装冰淇淋的灌装装置包括一个
混合仓、进料仓，
一种物料直接输入混合仓、另一种物料直接输入进料仓。混合仓和进料仓
之间通过输料管连接，
该输料管以自转方式运动，
输料管一端连通进料仓、另一端位于混合
仓，
物料先进入进料仓内、
然后通过输料管进入混合仓，
由于输料管在输出物料的时候做自
转运动，
所以在混合仓内两种物料得到混合操作。混合后的物料即刻就被输出，
混合时间较
短且混合后的交融时间也短，
使得两种物料分散程度有限。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提高冰淇淋灌装装置的物料分散程度，
由此
得到一种混合效果好、
持续出料的灌装装置。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该灌装装置包括混合器、
截
止阀和升降组件，
所述升降组件设有可做往复直线运动的驱动端，
所述截止阀固定在升降
组件的驱动端上且随驱动端运动，
所述混合器固定安装在升降组件上，
所述截止阀的运动
范围在重力作用方向上位于混合器前方，
所述混合器与截止阀之间通过软管连通，
所述截
止阀包括气缸、
阀体和堵杆，
所述阀体内设有出料腔和进料腔，
所述出料腔呈笔直状结构，
所述进料腔与出料腔连通，
所述堵杆位于出料腔内，
所述堵杆与阀体在出料腔处的内壁密
封连接，
所述气缸安装在阀体上，
所述阀体固定在驱动端上，
所述气缸的活塞杆与堵杆连接
并驱动堵杆在出料腔内运动，
所述进料腔在阀体表面形成进料口、所述出料腔在阀体表面
形成出料口，
所述软管连接在阀体的进料口处。
[0005] 混合器的作用在于混合物料，
并摒弃了作为灌装装置的出料部位的功能，
使得混
合器可以不受灌装出料作业的需求而放缓或者停止混合操作，
混合器可持续进行混合作
业，
延长物料在混合器内的混合进度。混合器与截止阀之间通过软管连通，
在软管处形成了
用于储存混合后的物料的空间，
输送物料的同时也是物料混合后进行交融的过程，
通过截
止阀输出物料，
不仅起到了分担混合器在现有技术中的出料功能，
还提供了物料交融的时
间，
这有助于物料混合更加均匀。
[0006] 使用过程中冰淇淋和其它固体物料混合后形成的新的冰淇淋的物理特征更趋向
于胶状，
在管道内输送时收到的阻力会明显变大。为了降低输送管路对混合后的新的冰淇
淋阻力，
尽量扩大输送管路在弯折部位处的拐弯角度，
由此，
进料腔倾斜于出料腔。
[0007] 为截止阀更具稳定可靠的关断效果，
所述阀体内部设有密封面，
所述密封面呈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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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侧面结构，
所述阀体设有密封面的部位凸出在出料腔内，
所述密封面朝向出料腔所在
位置，
所述堵杆一端设有弧面，
所述堵杆设有弧面的该端通过弧面与密封面接触而与阀体
设有密封面的部位密封连接。
[0008] 作为食品灌装设备，
截止阀上的堵杆往复运动而不断进出阀体内部的，
使得堵杆
易于外界接触的部位极易滋生菌落，
为了能够保证堵杆进入阀体时处于不被污染的状态，
在本技术方案中，
所述截止阀还包括灭菌仓，
所述灭菌仓呈管状结构、其内部设有灭菌腔，
所述灭菌仓的一端与阀体密封连接且与堵杆密封连接、灭菌仓的另一端也与堵杆密封连
接，
所述灭菌腔的直径大于堵杆的直径，
所述灭菌仓上设有通孔，
所述灭菌腔通过通孔与外
界连通，
所述气缸通过灭菌仓安装在阀体上。
灭菌仓内可以通入高温蒸汽，
灭菌仓内可以维
持不受污染的环境，
让脱离阀体的堵杆进入灭菌仓后始终保持干净的状态。
[0009] 为了能够匹配工艺上游设备的产量，
所述混合器的进料通道上都设有调节阀。这
样当工艺上游设备的产量过大时，
可以通过调节阀控制流量，
以使灌装装置的产量匹配到
工艺上游设备的产量。
[0010] 本实用新型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灌装装置将混合作业和交融作业分开，
从而得到
了混合时间长且连续混合、
混合后的物料交融时间充分的性能，
使得物料分散均匀、
混合效
果好。
附图说明
[001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具体说明。
[0012]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灌装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图1在A处的局部放大图；
[0014] 图3为图1在B处的局部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如图1、
2、
3所示，
灌装装置包括混合器1、
截止阀2和升降组件。
[0016] 升降组件包括支撑架、
安装板、
电机、
同步带。支撑架为框架结构，
安装板两端分别
通过滑动导轨活动安装支撑架上，
安装板可以在支撑架上以滑动方式做直线往复运动。
同
步带通过同步带轮安装支撑架上，
由两个同步带轮展开同步带，
同步带展开后形成两端为
弧形、
中间为笔直状态的展开结构。
同步带上展开形成笔直状的部位平行于安装板的直线
往复运动方向，
并且安装板与同步带上展开形成笔直状的部位连接。
电机安装在支撑架上，
电机与其中一个同步带轮连接，
电机工作后便可带动同步带轮运动，
进而驱动同步带转动。
同步带转动的，
则可以带动安装板做直线运动，
同步带朝着不同方向运动就能促使安装板
在支撑架上做直线往复运动。
[0017] 混合器1安装支撑架上，
截止阀2固定在安装板上。安装板作为升降组件的驱动端
驱动截止阀2以整体方式做直线往复运动。
[0018] 混合器1包括混合仓3和进料仓4，
两者之间通过输料管5连通。混合仓3和进料仓4
内部都设有腔室。输料管5一端在侧壁设有多个错位排列的通孔，
通孔使输料管5内部空间
与输料管5外部空间连通，
输料管5设有通孔的该端全部位于进料仓4内。输料管5另一端位
于的侧壁也设有通孔，
但数量只有两个，
这两个通孔相对于输料管5的中心线对称分布，
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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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管5只设有两个通孔的该端位于混合仓3内且端部封闭。输料管5只设有两个通孔的该端
的外部还设有两个相对于输料管5的中心线对称分布的搅拌棒。进料仓4与混合仓3之间只
通过输料管5连通。混合器1外部设有电机，
电机与输料管5连接，
输料管5工作时始终以自转
方式运动，
其外部的搅拌棒在混合仓3内做回转运动。混合器1在进料仓4处设有进料管，
进
料管与进料仓4内部腔室连通；
混合器1在混合仓3处也设有进料管，
进料管与混合仓3内部
腔室连通；
与进料仓4连接的进料管、与混合仓3连接的进料管上都安装有调节阀，
调节阀的
阀门开启程度可控制每个进料管内的物料流量。混合仓3在输料管5的中心线延伸方向上设
有出料口。
[0019] 截止阀2包括气缸6、
阀体7、
堵杆8、
灭菌仓9。灭菌仓9与阀体7连接，
堵杆8一端穿入
灭菌仓9、
阀体7而位于灭菌仓9和阀体7内。
阀体7与安装板固定连接，
阀体7内设有出料腔10
和进料腔11，
进料腔11与出料腔10连通，
进料腔11倾斜于出料腔10，
出料腔10呈笔直状结
构。
堵杆8与阀体7在出料腔10处的内壁密封连接。当堵杆8完全阻挡在进料腔11的一端时堵
杆8就阻断了进料腔11与出料腔10的连通关系，
使得进料腔11与出料腔10不连通。除此之
外，
阀体7内部设有密封面12，
密封面12呈圆台的侧面结构，
阀体7设有密封面12的部位凸出
在出料腔10内，
密封面12朝向出料腔10所在位置，
堵杆8一端设有弧面，
当堵杆8设有弧面的
该端与阀体7内的密封面12紧密接触后堵杆8的端部和阀体7之间也会形成密封连接关系。
进料腔11在阀体7表面形成进料口、
出料腔10在阀体7表面形成出料口。密封面12与出料腔
10在阀体7表面形成的出料口分开，
密封面12位于阀体7内部、而出料口位于阀体7表面。混
合器1与截止阀2之间通过软管13连接，
软管13的一端连接在混合仓3的出料口上、
软管13的
另一端连接阀体7的进料口上，
这样来自混合器1的物料通过软管13输送到截止阀2内。
灭菌
仓9安装阀体7上，
灭菌仓9呈管状结构、
其内部设有灭菌腔，
灭菌腔与阀体7内部的出料腔10
不连通。
灭菌仓9的一端与阀体7密封连接且与堵杆8密封连接、
灭菌仓9的另一端也与堵杆8
密封连接。灭菌腔的直径大于堵杆8的直径，
灭菌腔与堵杆8之间形成空隙，
灭菌仓9上设有
通孔，
灭菌腔通过通孔与外界连通。使用时，
外部提供蒸汽的管路连接在灭菌仓9的通孔处，
让灭菌腔里充满高温蒸汽，
以此实现灭菌的目的。气缸6安装在灭菌仓9上，
气缸6的活塞杆
与堵杆8连接并驱动堵杆8在出料腔10内运动。初始状态下，
气缸6的活塞杆伸出，
堵杆8直至
运动到被密封面12阻挡为止，
此时进料腔11与出料腔10隔绝，
截止阀2处于关断状态。
[0020] 工作时，
灌装装置竖直放置，
混合器1位于截止阀2上方，
截止阀2的运动范围在重
力作用方向上位于混合器1前方即截止阀2的运动范围位于混合器1下方，
截止阀2做竖直升
降运动。两种物料先是输入混合器1内，
混合器1连续混合物料；
混合后的物料通过软管13输
入截止阀2的进料腔11内。容器可以放置在截止阀2下方，
灌装时升降组件先下降截止阀2，
使截止阀2的出料口伸入容器。气缸6的活塞杆收缩，
堵杆8脱离密封面12且脱离进料腔11，
这样物料直接流入出料腔10内，
最后从阀体7的出料口灌入容器内。待容器灌满物料后，
截
止阀2恢复到初始状态，
升降组件抬升截止阀2而脱离容器。混合器1内输料管5继续转动，
保
持混合器1连续的混合工作状态。灭菌腔内始终通有高温蒸汽，
故进出出料腔10的堵杆8表
面能够维持无污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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