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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色母粒加工自动上料装

置，属于色母粒加工技术领域，包括，基座；储料

投放组件，所述储料投放组件包括撑部，所述撑

部设置于所述基座上表面的一侧；上料组件，所

述上料组件包括上料筒，所述上料筒设置于所述

基座上表面远离储料投放组件的一侧；角度调节

组件，所述角度调节组件设置于所述基座和上料

筒之间，用于使所述上料筒产生角度位移。由此，

能够有效的提高对色母粒的加工效率，而且可以

准确的控制各种原料的配比，自动化程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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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色母粒加工自动上料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基座（1）；

储料投放组件（2），所述储料投放组件（2）包括支撑部（21），所述支撑部（21）设置于所

述基座（1）上表面的一侧；

上料组件（4），所述上料组件（4）包括上料筒（401），所述上料筒（401）设置于所述基座

（1）上表面远离储料投放组件（2）的一侧；

角度调节组件（5），所述角度调节组件（5）设置于所述基座（1）和上料筒（401）之间，用

于使所述上料筒（401）产生角度位移；

所述储料投放组件（2）还包括：

储料组件（22），所述储料组件（22）设置于所述基座（1）的一侧；

定量投放组件（23），所述定量投放组件（23）设置于所述储料组件（22）的底部，所述定

量投放组件（23）包括柔性投料管道（2305），所述柔性投料管道（2305）的一端与上料筒

（401）相连接；

缓冲组件（24），所述缓冲组件（24）设置于所述定量投放组件（23）和支撑部（21）之间；

所述储料组件（22）包括储料桶（2201），所述储料桶（2201）内壁底部的中间固定设有支

撑柱（2202），所述支撑柱（2202）与储料桶（2201）的内壁之间等角度固定设有多个隔板

（2203），所述储料桶（2201）的顶部螺纹连接设有顶盖（2204），所述顶盖（2204）上表面的中

间固定设有电机一（2205），所述电机一（2205）的输出轴固定设有传动柱（2206），所述传动

柱（2206）的一端依次贯穿顶盖（2204）、支撑柱（2202）和储料桶（2201）并固定设有挡盘

（2207），所述挡盘（2207）表面的一侧设有下料孔（2208），所述储料桶（2201）内壁的底部等

角度设有多个与下料孔（2208）相对应的贯穿孔，所述顶盖（2204）的上表面等角度固定设有

多个进料漏斗（2209），所述储料桶（2201）与支撑部（21）之间固定设有固定座一（2210），所

述挡盘（2207）的下表面固定设有防堵塞组件；

所述防堵塞组件包括连接座（2211），所述连接座（2211）与挡盘（2207）的下表面固定连

接，所述连接座（2211）的下表面固定设有安装板（2212），所述安装板（2212）上表面的一侧

固定设有电机二（2213），所述电机二（2213）的输出轴固定设有传动盘（2214），所述传动盘

（2214）的一侧固定设有T形柱（2215），所述T形柱（2215）套接设有连接框（2216），所述连接

框（2216）的上表面固定设有顶柱（2217），所述顶柱（2217）套接设有导向板（2218），且导向

板（2218）与连接座（2211）固定连接，所述顶柱（2217）的一端延伸至下料孔（2208）的内部并

固定设有与下料孔（2208）相对应的挡片（2219），所述导向板（2218）固定设有U形斜向下料

板（2220），所述安装板（2212）下表面的一侧固定设有测距仪组件（222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色母粒加工自动上料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多个带锁式万向轮（3），所述带锁式万向轮（3）均设置于所述基座（1）的下表面；

控制器组件（6），所述控制器组件（6）设置于所述支撑部（21）一侧的顶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色母粒加工自动上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定量投放组

件（23）包括固定座二（2301），所述固定座二（2301）与缓冲组件（24）相连接，所述缓冲组件

（24）包括设置于所述支撑部（21）上的多个贯穿滑槽（2401），所述贯穿滑槽（2401）的内壁均

滑动连接设有移动块（2402），所述移动块（2402）均与固定座二（2301）固定连接，所述移动

块（2402）的一侧均固定设有缓冲移动块（2403），所述缓冲移动块（2403）均套接设有导向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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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4），多个所述导向柱（2404）固定设有两个固定板（2405），且固定板（2405）均与支撑部

（21）固定连接，所述缓冲移动块（2403）的上下表面与固定板（2405）之间均固定设有弹簧

（2406），所述固定座二（2301）固定设有投料桶（2302），所述投料桶（2302）的下表面固定设

有多个振动电机（2303），所述投料桶（2302）下表面的中间固定设有U形框（2304），所述U形

框（2304）的下表面与柔性投料管道（2305）相连接，所述U形框（2304）插接设有L形挡片

（2306），所述L形挡片（2306）的一侧固定设有气缸（2307），且气缸（2307）与投料桶（2302）固

定连接，所述L形挡片（2306）和U形框（2304）均设有通孔（2308），所述投料桶（2302）的顶部

固定设有柔性导料筒（2309）。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色母粒加工自动上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料组件

（4）还包括电机三（403），所述电机三（403）设置于所述上料筒（401）的一侧，所述电机三

（403）的输出轴固定设有传动轴（404），所述传动轴（404）的一端贯穿上料筒（401）延伸至上

料筒（401）的内部并固定设有螺旋上料板（405），所述上料筒（401）的一侧固定设有出料管

道（40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色母粒加工自动上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角度调节组

件（5）包括两个支撑臂（501）和设置于所述基座（1）上表面的凸形槽（502），所述支撑臂

（501）均与基座（1）固定连接，两个所述支撑臂（501）通过转轴与上料筒（401）转动连接，所

述凸形槽（502）的内壁滑动连接设有移动座（503），所述移动座（503）螺纹连接设有螺纹丝

杆（504），所述螺纹丝杆（504）的一端贯穿基座（1）与基座（1）转动连接并固定设有电机四

（505），且电机四（505）与基座（1）固定连接，所述移动座（503）的顶部固定设有调节座一

（506），所述调节座一（506）转动连接设有推板（507），所述推板（507）的一侧转动连接设有

调节座二（508），所述调节座二（508）固定设有连接环（509），所述连接环（509）与上料筒

（401）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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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色母粒加工自动上料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上料装置，特别是涉及一种色母粒加工自动上料装置，属于色母

粒加工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色母（Color  Master  Batch）的全称叫色母粒，也叫色种，是一种新型高分子材料

专用着色剂，亦称颜料制备物（Pigment  Preparation）。色母主要用在塑料上，色母由颜料

或染料、载体和添加剂三种基本要素所组成，是把超常量的颜料均匀载附于树脂之中而制

得的聚集体，可称颜料浓缩物，所以它的着色力高于颜料本身。

[0003] 现有的色母加工生产过程中，需要用到上料机对色母粒的原料进行上料，但是现

有的上料机都是传送带形式，在进行上料时需要工作人员对多种原料的配比进行提前混

合，工作效率以及自动化程度均较低。

[0004] 因此，怎样研究出一种色母粒加工自动上料装置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的至少之一，本发明提供一种色母粒加工自动上料装置。

[0006] 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色母粒加工自动上料装置，包括，基座；储料投放组件，所述储料投放组件包

括支撑部，所述支撑部设置于所述基座上表面的一侧；上料组件，所述上料组件包括上料

筒，所述上料筒设置于所述基座上表面远离储料投放组件的一侧；角度调节组件，所述角度

调节组件设置于所述基座和上料筒之间，用于使所述上料筒产生角度位移。

[0008] 优选的，还包括多个带锁式万向轮，所述带锁式万向轮均设置于所述基座的下表

面；控制器组件，所述控制器组件设置于所述支撑部一侧的顶部。

[0009] 优选的，所述储料投放组件还包括：储料组件，所述储料组件设置于所述基座的一

侧；定量投放组件，所述定量投放组件设置于所述储料组件的底部，所述定量投放组件包括

柔性投料管道，所述柔性投料管道的一端与上料筒相连接；缓冲组件，所述缓冲组件设置于

所述定量投放组件和支撑部之间。

[0010] 优选的，所述储料组件包括储料桶，所述储料桶内壁底部的中间固定设有支撑柱，

所述支撑柱与储料桶的内壁之间等角度固定设有多个隔板，所述储料桶的顶部螺纹连接设

有顶盖，所述顶盖上表面的中间固定设有电机一，所述电机一的输出轴固定设有传动柱，所

述传动柱的一端依次贯穿顶盖、支撑柱和储料桶并固定设有挡盘，所述挡盘表面的一侧设

有下料孔，所述储料桶内壁的底部等角度设有多个与下料孔相对应的贯穿孔，所述顶盖的

上表面等角度固定设有多个进料漏斗，所述储料桶与支撑部之间固定设有固定座一，所述

挡盘的下表面固定设有防堵塞组件。

[0011] 优选的，所述防堵塞组件包括连接座，所述连接座与挡盘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

连接座的下表面固定设有安装板，所述安装板上表面的一侧固定设有电机二，所述电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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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输出轴固定设有传动盘，所述传动盘的一侧固定设有T形柱，所述T形柱套接设有连接框，

所述连接框的上表面固定设有顶柱，所述顶柱套接设有导向板，且导向板与连接座固定连

接，所述顶柱的一端延伸至下料孔的内部并固定设有与下料孔相对应的挡片，所述导向板

固定设有U形斜向下料板，所述安装板下表面的一侧固定设有测距仪组件。

[0012] 优选的，所述定量投放组件包括固定座二，所述固定座二与缓冲组件相连接，所述

缓冲组件包括设置于所述支撑部上的多个贯穿滑槽，所述贯穿滑槽的内壁均滑动连接设有

移动块，所述移动块均与固定座二固定连接，所述移动块的一侧均固定设有缓冲移动块，所

述缓冲移动块均套接设有导向柱，多个所述导向柱固定设有两个固定板，且固定板均与支

撑部固定连接，所述缓冲移动块的上下表面与固定板之间均固定设有弹簧，所述固定座二

固定设有投料桶，所述投料桶的下表面固定设有多个振动电机，所述投料桶下表面的中间

固定设有U形框，所述U形框的下表面与柔性投料管道相连接，所述U形框插接设有L形挡片，

所述L形挡片的一侧固定设有气缸，且气缸与投料桶固定连接，所述L形挡片和U形框均设有

通孔，所述投料桶的顶部固定设有柔性导料筒。

[0013] 优选的，所述上料组件还包括电机三，所述电机三设置于所述上料筒的一侧，所述

电机三的输出轴固定设有传动轴，所述传动轴的一端贯穿上料筒延伸至上料筒的内部并固

定设有螺旋上料板，所述上料筒的一侧固定设有出料管道。

[0014] 优选的，所述角度调节组件包括两个支撑臂和设置于所述基座上表面的凸形槽，

所述支撑臂均与基座固定连接，两个所述支撑臂通过转轴与上料筒转动连接，所述凸形槽

的内壁滑动连接设有移动座，所述移动座螺纹连接设有螺纹丝杆，所述螺纹丝杆的一端贯

穿基座与基座转动连接并固定设有电机四，且电机四与基座固定连接，所述移动座的顶部

固定设有调节座一，所述调节座一转动连接设有推板，所述推板的一侧转动连接设有调节

座二，所述调节座二固定设有连接环，所述连接环与上料筒固定连接。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工作人员可以提前将色母粒加工的多

种物料置于储料组件中进行存放，防堵塞组件可以根据控制器组件上输入的相关数据与定

量投放组件相配合，可以有效的控制各种物料的投放比例，提高了加工的准确性，大大降低

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在带锁式万向轮的作用下，便于工作人员对本发明进行移动和固

定，在角度调节组件的驱动下，可以根据需要将物料投放至不同高度的加工设备中，使本发

明的适用范围更广。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按照本发明的色母粒加工自动上料装置的一优选实施例的主视图；

[0017] 图2为按照本发明的色母粒加工自动上料装置的一优选实施例的剖视图；

[0018] 图3为按照本发明的色母粒加工自动上料装置的一优选实施例的储料投放组件拆

分图；

[0019] 图4为按照本发明的色母粒加工自动上料装置的一优选实施例的储料组件拆分

图；

[0020] 图5为图4中A处的结构拆分图；

[0021] 图6为按照本发明的色母粒加工自动上料装置的一优选实施例的定量投放组件和

缓冲组件拆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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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图7为按照本发明的色母粒加工自动上料装置的一优选实施例的上料组件和角度

调节组件拆分图。

[0023] 图中：1、基座；2、储料投放组件；21、支撑部；22、储料组件；23、定量投放组件；24、

缓冲组件；3、带锁式万向轮；4、上料组件；5、角度调节组件；6、控制器组件；2201、储料桶；

2202、支撑柱；2203、隔板；2204、顶盖；2205、电机一；2206、传动柱；2207、挡盘；2208、下料

孔；2209、进料漏斗；2210、固定座一；2211、连接座；2212、安装板；2213、电机二；2214、传动

盘；2215、T形柱；2216、连接框；2217、顶柱；2218、导向板；2219、挡片；2220、U形斜向下料板；

2221、测距仪组件；2301、固定座二；2302、投料桶；2303、振动电机；2304、U形框；2305、柔性

投料管道；2306、L形挡片；2307、气缸；2308、通孔；2309、柔性导料筒；2401、贯穿滑槽；2402、

移动块；2403、缓冲移动块；2404、导向柱；2405、固定板；2406、弹簧；401、上料筒；402、出料

管道；403、电机三；404、传动轴；405、螺旋上料板；501、支撑臂；502、凸形槽；503、移动座；

504、螺纹丝杆；505、电机四；506、调节座一；507、推板；508、调节座二；509、连接环。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实施例及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

于此。

[0025] 如图1－图7所示，本实施例提供的色母粒加工自动上料装置，包括基座1以及安装

于基座1上的储料投放组件2和上料组件4，所述基座1上表面一侧立设有支撑部21，所述储

料投放组件2通过支撑部21架装于基座1的上方。所述上料组件4包括上料筒401，所述上料

筒401设置于基座1上表面远离储料投放组件2的一侧，所述上料筒401的底部通过角度调节

组件5与基座1相连，用以使所述上料筒401产生角度位移。

[0026] 本实施例的自动上料装置，还包括多个带锁式万向轮3和控制器组件6，所述带锁

式万向轮3设置于基座1的下表面；所述控制器组件6设置于支撑部21一侧的顶部。

[0027] 具体的，工作人员将本发明在带锁式万向轮3的作用下移动至适当的位置，然后将

多种物料分别注入至储料投放组件2中，在角度调节组件5的驱动下对上料组件4的角度进

行调节，使上料组件4能够将物料准确的注入到后续的加工设备中，然后工作人员在控制器

组件6上输入相关的数据，控制器组件6根据输入的数据控制储料投放组件2中不同物料的

注入量，每次完成一种物料的注料工序后储料投放组件2将物料注入至上料组件4中，上料

组件4再将物料输送至后续的加工设备中，整个流程方便快捷、适用范围较高，大大降低了

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

[0028]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3‑6所示，储料投放组件2包括：储料组件22、定量投放组件23

和缓冲组件24，所述定量投放组件23设置于储料组件22的底部，定量投放组件23的底部连

接有柔性投料管道2305，柔性投料管道2305的下端与上料筒401相连接；所述缓冲组件24设

置于定量投放组件23和支撑部21之间。

[0029] 进一步的，所述储料组件22包括储料桶2201，储料桶2201部的中间部位固定设有

支撑柱2202，支撑柱2202与储料桶2201的内壁之间等角度固定设有多个隔板2203，储料桶

2201的顶部螺纹连接设有顶盖2204，顶盖2204上表面的中间固定设有电机一2205，电机一

2205的输出轴固定设有传动柱2206，传动柱2206的一端依次贯穿顶盖2204、支撑柱2202和

储料桶2201并固定设有挡盘2207，挡盘2207一侧开设有下料孔2208，储料桶2201内壁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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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等角度设有多个与下料孔2208相对应的贯穿孔，顶盖2204的上表面等角度固定设有多个

进料漏斗2209，储料桶2201通过固定座一2210与支撑部21之间固定连接，挡盘2207的下表

面固定设有防堵塞组件。

[0030] 进一步的，防堵塞组件包括连接座2211，连接座2211与挡盘2207的下表面固定连

接，连接座2211的下表面固定设有安装板2212，安装板2212上表面的一侧固定设有电机二

2213，电机二2213的输出轴固定设有传动盘2214，传动盘2214的一侧固定设有T形柱2215，T

形柱2215套接设有连接框2216，连接框2216的上表面固定设有顶柱2217，顶柱2217套接设

有导向板2218，且导向板2218与连接座2211固定连接，顶柱2217的一端延伸至下料孔2208

的内部并固定设有与下料孔2208相对应的挡片2219，导向板2218固定设有U形斜向下料板

2220，安装板2212下表面的一侧固定设有测距仪组件2221。

[0031] 进一步的，定量投放组件23经由固定座二2301和缓冲组件24与支撑部21相连接，

所述缓冲组件24包括设置于支撑部21上的多个贯穿滑槽2401，贯穿滑槽2401的内壁均滑动

连接设有移动块2402，移动块2402均与固定座二2301固定连接，移动块2402的一侧均固定

设有缓冲移动块2403，缓冲移动块2403均套接设有导向柱2404，多个导向柱2404固定设有

两个固定板2405，且固定板2405均与支撑部21固定连接，缓冲移动块2403的上下表面与固

定板2405之间均固定设有弹簧2406，固定座二2301固定设有投料桶2302，投料桶2302的下

表面固定设有多个振动电机2303，投料桶2302下表面的中间固定设有U形框2304，U形框

2304的下表面与柔性投料管道2305相连接，U形框2304插接设有L形挡片2306，L形挡片2306

的一侧固定设有气缸2307，且气缸2307与投料桶2302固定连接，L形挡片2306和U形框2304

均设有通孔2308，投料桶2302的顶部固定设有柔性导料筒2309。

[0032] 具体的，在进行投料工作时，控制器组件6根据输入的相关的数据控制电机一2205

开始工作使传动柱2206带动挡盘2207开始旋转，在挡片2219的作用下可以防止物料洒出，

当挡盘2207旋转至指定的位置时下料孔2208与储料桶2201底部的贯穿孔重合，电机二2213

开始工作使传动盘2214开始旋转，在T形柱2215和连接框2216配合以及导向板2218的导向

下顶柱2217推动挡片2219开始进行上下往复运动，在进行下料的同时可以避免物料在下料

的过程中出现堵塞的现象，物料通过下料孔2208并在U形斜向下料板2220的导向下注入到

投料桶2302的内部，同时振动电机2303开始工作使投料桶2302产生抖动使物料能够分散平

铺在投料桶2302的底部，在此过程中固定座二2301带动移动块2402和缓冲移动块2403开始

移动，弹簧2406受力产生形变进行缓冲吸能工作，在测距仪组件2221的作用下当物料达到

指定的高度后，顶柱2217带动挡片2219复位停止注料工作，气缸2307开始工作使L形挡片

2306开始移动，使L形挡片2306上的通孔2308与U形框2304上的通孔2308相重合，物料通过

柔性投料管道2305注入到上料组件4中进行上料工作。

[0033]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7所示，上料组件4包括电机三403，电机三403设置于上料筒

401的一侧，电机三403的输出轴固定设有传动轴404，传动轴404的一端贯穿上料筒401延伸

至上料筒401的内部并固定设有螺旋上料板405，上料筒401的一侧固定设有出料管道402。

[0034] 进一步的，角度调节组件5包括两个支撑臂501和设置于基座1上表面的凸形槽

502，支撑臂501均与基座1固定连接，两个支撑臂501通过转轴与上料筒401转动连接，凸形

槽502的内壁滑动连接设有移动座503，移动座503螺纹连接设有螺纹丝杆504，螺纹丝杆504

的一端贯穿基座1与基座1转动连接并固定设有电机四505，且电机四505与基座1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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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座503的顶部固定设有调节座一506，调节座一506转动连接设有推板507，推板507的一

侧转动连接设有调节座二508，调节座二508固定设有连接环509，连接环509与上料筒401固

定连接。

[0035] 具体的，当需要对上料筒401的角度进行调节时，控制器组件6控制电机四505开始

工作使螺纹丝杆504开始旋转，在螺纹的作用下移动座503带动调节座一506开始移动，在推

板507、调节座二508和连接环509的配合下使上料筒401以支撑臂501上的转轴为圆心开始

转动，直至将上料筒401上的出料管道402移动至指定的高度，在进行上料工作时，电机三

403开始工作使传动轴404带动螺旋上料板405开始旋转，在螺旋上料板405的作用下将物料

通过出料管道402注入到加工设备中进行后续的加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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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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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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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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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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