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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能够利用饮料供给装置的

结构部件进行贮水器中贮存的水的替换的饮料

供给装置。该饮料供给装置包括：贮存水的贮水

器(1)；与该贮水器(1)经由管道(P1)连接的从贮

水器(1)接受供水的螺旋式制冰机(2)；和从上述

贮水器(1)经由水泵(PMP)接受供水的贮热水箱

(3)，用从上述贮热水箱(3)经由供热水阀(V2、

V3)供给的热水调制饮料以供销售，通过经由作

为饮料供给装置的结构部件的贮热水箱(3)进行

贮水器(1)中贮存的水的排水(替换)，能够不使

成本上升地维持贮水器(1)中贮存的水的卫生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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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饮料供给装置，其包括：贮存水的贮水器；与该贮水器经由管道连接，从贮水器

接受供水的螺旋式制冰机；和从所述贮水器经由水泵接受供水的贮热水箱，用从所述贮热

水箱经由供热水阀供给的热水调制饮料以供销售，该饮料供给装置的特征在于：

将在贮水器中贮存的水经由水泵供给至贮热水箱，再经由该贮热水箱排水，进行所述

贮水器中贮存的水的替换，

将贮水器中贮存的水供给至所述贮热水箱而排水时，打开供热水阀，经由配置至饮料

调制位置的管道排出贮热水箱内的热水，进行所述贮水器中贮存的水的替换，同时，将连接

所述贮水器和所述贮热水箱的管道内贮存的水排出。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饮料供给装置，其特征在于：

饮料供给装置具有饮料搅拌机构，该饮料搅拌机构包括利用具有升降电动机的升降机

构下降而进入杯内和上升而从杯内移动到杯外的搅拌叶片，在用从所述贮热水箱经由供热

水阀供给的热水调制饮料时，使所述搅拌叶片下降而搅拌杯内的饮料，在使贮水器中贮存

的水经由所述贮热水箱排水时，使所述饮料搅拌机构的搅拌叶片下降，用经由供热水阀从

所述贮热水箱供给的热水清洗搅拌叶片。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饮料供给装置，其特征在于：

饮料供给装置具有咖啡冲泡器，该咖啡冲泡器利用咖啡豆粉和从所述贮热水箱经由供

热水阀供给的热水提取咖啡液，在将贮水器中贮存的水向所述贮热水箱供给而排水时，用

从所述贮热水箱经由供热水阀供给的热水清洗咖啡冲泡器。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饮料供给装置，其特征在于：

饮料供给装置具有搅拌碗，该搅拌碗对粉末原料和从所述贮热水箱经由供热水阀供给

的热水进行搅拌、混合而调制饮料，在将贮水器中贮存的水向所述贮热水箱供给而排水时，

用从所述贮热水箱经由供热水阀供给的热水清洗搅拌碗。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饮料供给装置，其特征在于：

贮热水箱具有溢流管，在将贮水器中贮存的水向所述贮热水箱供给而排水时，在关闭

供热水阀的状态下从所述溢流管排水，在贮水器中贮存的水排出后打开供热水阀，使贮热

水箱的水位成为规定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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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式自动售货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具有贮存从供水管供给的水的贮水器的杯式自动售货机等饮料供给

装置中的水箱的排水。

背景技术

[0002] 这种销售冷饮料和热饮料的杯式自动售货机(饮料供给装置)，构成为在箱体内具

有贮存从供水管供给的水的贮水器，设置有使从该贮水器向杯内或搅拌碗供给的水冷却的

冷却水槽、与上述贮水器经由管道连接并从贮水器接受供水的螺旋式制冰机和从上述贮水

器经由水泵接受供水的贮热水箱，在销售冷饮料时从贮水器经由冷却水槽向杯内排出冷却

至要求的温度的冷水，并且向杯内供给螺旋式制冰机中贮存的冰片，在销售热饮料时向杯

内或搅拌碗排出由贮热水箱加热至要求的温度的热水。因为上述贮水器中贮存的水和使贮

水器与螺旋式制冰机连接的管道内贮存的水，随着时间经过余氯(灭菌效果)减少，会成为

细菌繁殖的环境，所以需要定期地进行排水(替换)。因此，开发了在使贮水器与螺旋式制冰

机连接的管道中设置手动开闭的排水阀，作为贮水器和使贮水器与螺旋式制冰机连接的管

道内贮存的水的排水机构，操作员开闭排水阀将贮水器和管道内贮存的水排出后，对贮水

器内供给供水管的水的售货机。但是，设置了手动的排水阀的售货机中，操作员的作业增

加，并且可能忘记开闭排水阀而没有进行贮水器中贮存的水的替换。因此，考虑将上述手动

的排水阀改为电磁阀来自动地进行贮水器中贮存的水的替换，但是，将来自贮水器的排出

水废弃会产生浪费。于是，已知为了消除将来自贮水器的排出水废弃产生的浪费，而将从贮

水器至螺旋式制冰机的管道内的排出水向冷却水槽供给的杯式自动售货机(例如专利文献

1)。

[0003] 现有技术文献

[0004] 专利文献

[0005] 专利文献1：日本专利第2598150号公报

发明内容

[0006] 发明要解决的课题

[0007] 在上述专利文献1公开的发明中，将贮水器中贮存的水和使贮水器与螺旋式制冰

机连接的管内的水自动地排出，并且向冷却水槽供给来自贮水器的排出水，因此能够有效

利用上述排出水，这一点是优秀的。但是，专利文献1公开的发明中构成为在冷却水槽的水

位降低的情况下仅供给规定量的贮水器中贮存的水，不能将贮水器中贮存的水完全替换，

具有在这一点需要进行改良的课题。

[0008] 本发明鉴于上述问题提出，其目的在于解决上述课题，提供一种能够利用饮料供

给装置的结构部件进行贮水器中贮存的水的替换的饮料供给装置。

[0009] 用于解决课题的技术方案

[0010] 本发明人为了解决上述课题，进行了各种研究，结果着眼于贮热水箱中总是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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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加热至要求的温度的热水，因而具有杀菌效果，在从贮热水箱到杯内或搅拌碗的管道中

也因每当流过加热至要求的温度的热水时都被杀菌的理由而没有实施自动地进行贮热水

箱或从贮热水箱到杯内或搅拌碗的管道中贮存的热水的替换，从而得到了如下所述地经由

贮热水箱进行贮水器中贮存的水的替换的发明。

[0011] 即，为了达成上述目的，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是一种饮料供给装置，其包括：贮存水

的贮水器；与该贮水器经由管道连接，从贮水器接受供水的螺旋式制冰机；和从上述贮水器

经由水泵接受供水的贮热水箱，用从上述贮热水箱经由供热水阀供给的热水调制饮料以供

销售，该饮料供给装置的特征在于：将在贮水器中贮存的水经由水泵供给至贮热水箱，再经

由该贮热水箱排水。

[0012] 此外，本发明的第二方面是，在第一方面所述的饮料供给装置中，特征在于：将贮

水器中贮存的水供给至上述贮热水箱而排水时，打开供热水阀，经由配置至饮料调制位置

的管道排出贮热水箱内的热水。

[0013] 此外，本发明的第三方面是，在第二方面所述的饮料供给装置中，特征在于：饮料

供给装置具有饮料搅拌机构，该饮料搅拌机构包括利用具有升降电动机的升降机构下降而

进入杯内和上升而从杯内移动到杯外的搅拌叶片，在用从上述贮热水箱经由供热水阀供给

的热水调制饮料时，使上述搅拌叶片下降而搅拌杯内的饮料，在使贮水器中贮存的水经由

上述贮热水箱排水时，使上述饮料搅拌机构的搅拌叶片下降，用经由供热水阀从上述贮热

水箱供给的热水清洗搅拌叶片。

[0014] 此外，本发明的第四方面是，在第一方面所述的饮料供给装置中，特征在于：饮料

供给装置具有咖啡冲泡器，该咖啡冲泡器利用咖啡豆粉和从上述贮热水箱经由供热水阀供

给的热水提取咖啡液，在将贮水器中贮存的水向上述贮热水箱供给而排水时，用从上述贮

热水箱经由供热水阀供给的热水清洗咖啡冲泡器。

[0015] 此外，本发明的第五方面是，在第一方面所述的饮料供给装置中，特征在于：饮料

供给装置具有搅拌碗，该搅拌碗对粉末原料和从上述贮热水箱经由供热水阀供给的热水进

行搅拌、混合而调制饮料，在将贮水器中贮存的水向上述贮热水箱供给而排水时，用从上述

贮热水箱经由供热水阀供给的热水清洗搅拌碗。

[0016] 此外，本发明的第六方面是，在第一方面所述的饮料供给装置中，特征在于：贮热

水箱具有溢流管，在将贮水器中贮存的水向上述贮热水箱供给而排水时，在关闭供热水阀

的状态下从上述溢流管排水，在贮水器中贮存的水排出后打开供热水阀，使贮热水箱的水

位成为规定水位。

[0017] 发明效果

[0018] 像本发明的第一方面的饮料供给装置这样，饮料供给装置包括：贮存水的贮水器；

与该贮水器经由管道连接，从贮水器接受供水的螺旋式制冰机；和从上述贮水器经由水泵

接受供水的贮热水箱，用从上述贮热水箱经由供热水阀供给的热水调制饮料以供销售，该

饮料供给装置中，将在贮水器中贮存的水经由上述贮热水箱排水，或者像本发明的第六方

面的饮料供给装置这样，贮热水箱具有溢流管，在将贮水器中贮存的水向上述贮热水箱供

给而排水时，在关闭供热水阀的状态下从上述溢流管排水，在贮水器中贮存的水排出后打

开供热水阀，使贮热水箱的水位成为规定水位，由此，能够经由作为饮料供给装置的结构部

件的贮热水箱进行贮水器中贮存的水的替换，因此当然能够不使成本上升地维持贮水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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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存的水的卫生状态，而且也能够使连接贮水器和贮热水箱的管道内贮存的水排出，因此，

具有能够维持使贮水器与贮热水箱连接的管道内的卫生状态的效果。

[0019] 此外，根据本发明的第二方面的饮料供给装置，在第一方面的饮料供给装置中，将

贮水器中贮存的水供给至上述贮热水箱而排水时，打开供热水阀，经由配置至饮料调制位

置的管道排出贮热水箱内的热水，由此，能够排出供热水阀和配管至饮料调制位置的管道

内贮存的热水，抑制细菌的增殖。

[0020] 此外，根据本发明的第三方面的饮料供给装置，在第二方面的饮料供给装置中，饮

料供给装置具有饮料搅拌机构，该饮料搅拌机构包括利用具有升降电动机的升降机构下降

而进入杯内和上升而从杯内移动到杯外的搅拌叶片，在用从上述贮热水箱经由供热水阀供

给的热水调制饮料时，使上述搅拌叶片下降而搅拌杯内的饮料，在使贮水器中贮存的水经

由上述贮热水箱排水时，使上述饮料搅拌机构的搅拌叶片下降，用经由供热水阀从上述贮

热水箱供给的热水清洗搅拌叶片，由此，能够在贮水器的水的替换的同时进行饮料搅拌单

元的搅拌叶片的清洗。

[0021] 此外，根据本发明的第四方面的饮料供给装置，在第一方面的饮料供给装置中，饮

料供给装置具有咖啡冲泡器，该咖啡冲泡器利用咖啡豆粉和从上述贮热水箱经由供热水阀

供给的热水提取咖啡液，在将贮水器中贮存的水向上述贮热水箱供给而排水时，用从上述

贮热水箱经由供热水阀供给的热水清洗咖啡冲泡器，由此，能够将供热水阀和配管至咖啡

冲泡器的管道内贮存的热水排出，抑制细菌的繁殖。

[0022] 此外，根据本发明的第五方面的饮料供给装置，在第一方面的饮料供给装置中，饮

料供给装置具有搅拌碗，该搅拌碗利用粉末原料和从上述贮热水箱经由供热水阀供给的热

水调制饮料，在将贮水器中贮存的水向上述贮热水箱供给而排水时，用从上述贮热水箱经

由供热水阀供给的热水清洗搅拌碗，由此，能够在贮水器的水的替换的同时清洗搅拌碗。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饮料供给装置(杯式自动售货机)的示意图。

[0024] 图2是表示图1的饮料供给装置(杯式自动售货机)的控制结构的控制框图。

[0025] 图3是表示图1的饮料供给装置(杯式自动售货机)的控制方法的时序图。

[0026] 附图标记说明

[0027] 1……贮水器，2……螺旋式制冰机，3……贮热水箱，4……咖啡豆罐，5……粉末原

料罐，6……杯供给机构，7……杯输送机构，8……饮料搅拌装置(饮料搅拌机构)，9……粉

末托盘，10……废液桶，20f……贮水器排水控制部，S1、S2……传感器，S3……供水开始传

感器，S4……供水停止传感器，V1……供水阀，V2、V3……供热水阀，PMP……水泵，C……杯。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基于附图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饮料供给装置。图1是作为本发明的

一个实施方式的饮料供给装置的杯式自动售货机100的示意图。此处，图1所示的杯式自动

售货机100是杯内搅拌方式的自动售货机，其将在移送至饮料调制位置的途中供给到杯C内

的各种粉末原料(例如乳脂、咖啡、砂糖等原料)、或从烘焙咖啡豆提取并且供给至移送至饮

料调制位置的杯内的普通咖啡饮料，在饮料调制位置与向杯内排出的热水搅拌混合而调制

说　明　书 3/10 页

5

CN 105279852 B

5



饮料，但饮料供给装置不限于实施方式的杯式自动售货机。

[0029] 图1所示的杯式自动售货机100具有在前表面开口的售货机主体(未图示)内收纳

的贮水器1、螺旋式制冰机2、贮热水箱3、咖啡豆罐4、粉末原料罐5、杯供给机构6、杯输送机

构7、饮料搅拌装置8、粉末托盘9、废液桶10等，具有在可开闭地安装在售货机主体的前表面

开口的门(未图示)设置的具有自动开闭门的取出口11。

[0030] 上述贮水器1贮存通过供水阀V1的开闭而从供水管供给的水，设置有与根据贮存

的水位上下移动的浮子联动地检测水位的供水传感器S1和异常检测传感器S2。供水传感器

S1包括检测贮水器1中贮存的水的上限水位的微动开关，由于贮水器1中贮存的水位的上

升，微动开关的致动器抵抗弹簧的作用力而转动，按压开关时输出导通信号(开信号)，由于

贮水器1中贮存的水位的降低，微动开关的致动器因弹簧的作用力而转动，离开开关时输出

断开信号(关信号)。异常检测传感器S2包括检测贮水器1中贮存的水的下限水位(异常)的

微动开关，在贮水器1中贮存的水位降低至下限水位时，微动开关的致动器抵抗弹簧的作用

力而转动，按压开关时输出导通信号(开信号)，贮水器1中贮存的水位与下限水位相比上升

时，微动开关的致动器因弹簧的作用力而转动，离开开关时输出断开信号(关信号)。上述供

水阀V1构成为基于供水传感器S1的导通/断开(开/关)信号控制阀的开闭，根据来自供水传

感器S1的断开信号打开阀以开始供水，根据供水传感器S1的导通信号关闭阀以停止供水。

通过这样的供水阀V1的开闭动作，贮水器1中贮存的水被保持在上限水位且为规定范围的

水位。此外，异常检测传感器S2在由于断水等而使贮水器1中贮存的水成为下限水位(异常)

的情况下输出导通信号，基于该导通信号强制地使后述的螺旋式制冰机2停止。

[0031] 上述螺旋式制冰机2包括：用从贮水器1经由管道P1供给的水制造冰片的隔热结构

的制冰部21；和在屉上贮存制造出的冰片的隔热结构的贮冰部22。

[0032] 制冰部21构成为，利用在圆筒状的制冰筒的外周面卷绕安装的构成制冷循环的蒸

发管在制冰筒内壁面结冰，另一方面，用配设在制冰筒内、并且利用经由减速器连接的驱动

电动机的作用而旋转的螺旋钻(螺旋状的旋转式切削刃)将在制冰筒内壁面结成的冰切削

为薄片状并向上推，并且用在螺旋钻的上方设置的冰压缩用的推出头压缩固化，然后再用

推出头的前端部切断形成片状的冰片，通过将在制冰筒上卷绕的蒸发管的周围用隔热材料

包围而形成为隔热结构。

[0033] 在制冰部21的上部配设的贮冰部22具有贮冰室，该贮冰室贮存由制冰部21形成的

冰片，由截面为圆形的隔热壁形成并且在底部铺设有冰片载置用的屉，用在贮冰室内部配

设且安装在与螺旋钻同轴的旋转轴的轴上的冰片搅拌用的搅拌器搅拌冰片从而防止冰片

彼此凝结而成为大的冰块。在贮冰室的底部设置有将溶化的水排出的排水口，溶化的水从

该排水口经由管道P2被导入制冰筒21下部，并且管道P1和管道P2经由管道P3与水泵PMP连

接。此外，在贮冰室的侧壁形成冰片排出口(未图示)，具有使该冰片排出口开闭的冰排出门

23。上述冰排出门23由根据与销售动作关联地从后述销售控制部20b(参考图2)输出的冰片

排出指令驱动的螺线管进行开闭控制，构成为当驱动上述螺线管使冰排出门23开放时，被

搅拌器搅拌的冰片经由软管H向被移送至饮料调制位置的杯C供给。此外，在贮冰室内设置

有根据贮冰量的变动上下移动的冰量检测盘，设置有当贮冰量减少而冰量检测盘下降至贮

冰量下限位置时，输出制冰开始信号的制冰开始开关，和当制冰动作进行，冰量检测盘被向

上推至贮冰量上限位置时，输出制冰停止信号的制冰停止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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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上述螺旋式制冰机2中，制冰机自身不具有水位调节功能，而为了制造优质的冰片

需要使制冰筒21内的水位保持在适当的上限水位和下限水位的范围内，因此，以使制冰筒

21内的水位与贮水器1的水位相同的方式，在售货机主体内将螺旋式制冰机2与贮水器1横

向排列设置。

[0035] 上述贮热水箱3通过基于内部设置的温度传感器S5的输出而对加热器31通电，将

通过水泵PMP的驱动从贮水器1经由管道P4供给的水加热至要求的温度、例如94～97℃并贮

存，设置有与根据贮存的水位上下移动的浮子联动地检测水位的供水开始传感器S3和供水

停止传感器S4。供水开始传感器S3检测贮热水箱3中贮存的热水的下限水位，另一方面，供

水停止传感器S4检测贮热水箱3中贮存的热水的上限水位。基于来自该供水开始传感器S3

和供水停止传感器S4的导通/断开信号(开/关信号)控制水泵PMP的驱动，水泵PMP根据供水

开始传感器S3的导通信号驱动而开始供水，根据供水停止传感器S4的导通信号停止驱动而

停止供水。通过这样的水泵PMP的驱动控制，使贮热水箱3中贮存的热水保持为规定的范围

的水位。此外，贮热水箱3中贮存的热水在饮料调制时经由供热水阀V2、V3每次排出定量例

如150ml。贮热水箱3的容量根据杯式自动售货机100的规格而不同(例如是500ml～10L程

度)，而在本实施方式中构成为能够贮存3L的热水。此外，贮水器1构成为能够贮存1L的水。

上述咖啡豆罐4贮存普通咖啡的原料即烘焙后的咖啡豆。从该咖啡豆罐4送出的咖啡豆经由

滑道(未图示)投入到的咖啡磨12，将投入的咖啡豆用粉碎刃粉碎为规定粒度的粉末状的咖

啡豆粉。

[0036] 被投入用上述咖啡磨12粉碎后的咖啡豆粉的咖啡冲泡器13具有圆筒形状的提取

容器、滤纸、过滤器模块和使提取容器的上端开口开闭的阀机构，在上述提取容器的上下分

别设置有用于对其内部供给空气的空气导入口。为了用该咖啡冲泡器13提取咖啡液，首先，

使提取容器下降，在其下端开口隔着滤纸安装过滤器模块后，在用阀机构使提取容器的上

端开口开放的状态下，从提取容器的上端开口投入咖啡豆粉，并且打开贮热水箱3的供热水

阀V2而经由管道P5供给规定量的热水，接着，用阀机构将提取容器的上端开口关闭后，从提

取容器的下部空气导入口供给空气，对咖啡豆粉与热水的混合液进行搅拌，则能够提取出

用滤纸过滤后的含有咖啡成分的咖啡液，将提取出的咖啡液经由管道P7向移送至饮料调制

位置的杯C内注入。此外，在售货机主体内设置有残渣桶(未图示)，将咖啡残渣和滤纸废弃。

[0037] 上述粉末原料罐5包括：贮存粉末的咖啡原料的咖啡罐51、贮存粉末的乳脂原料的

乳脂罐52、贮存粉末的砂糖原料的砂糖罐53。该粉末原料罐5，通过在销售饮料时根据使用

者的喜好被选择而从各个罐51～53送出粉末原料，向用后述的杯输送机构7移送的杯C内投

入。

[0038] 上述杯供给机构6将容量不同的种类(例如大、中、小3种)的杯按类别堆叠多个而

收纳，在销售饮料时向以下所示的杯输送机构7送出与使用者的选择对应的容量的杯。

[0039] 上述杯输送机构7具有握持从杯供给机构6送出的杯的臂，并且将被臂握持的杯经

由粉末原料罐5、配置有饮料搅拌装置8的饮料调制位置移送至销售口11的售货台，在粉末

原料罐5、配置有饮料搅拌装置8的饮料调制位置暂时停止。

[0040] 在饮料调制位置配置的饮料搅拌装置8具有搅拌叶片82，该搅拌叶片82利用具有

升降电动机的升降机构下降而进入杯C内和上升而从杯C内移动到杯外，并且具有由搅拌电

动机旋转驱动的旋转轴81。饮料搅拌装置8在杯C被杯输送机构7移送至饮料调制位置时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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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升降电动机而使旋转叶片82下降至杯C内，另一方面，当从上述贮热水箱3经由供热水阀

V3供给的热水对旋转轴81排出时，通过搅拌电动机的驱动使旋转叶片82旋转而对杯C内的

饮料进行搅拌。该饮料搅拌装置8相当于本发明第三方面中记载的饮料搅拌机构。

[0041] 上述粉末托盘9是用于防止粉末原料和咖啡饮料等液体落到售货机主体的下部的

合成树脂的成形品。该粉末托盘9包括上表面开口的浅底的托盘主体部91和与该托盘主体

部91相连的杯收纳部92，将托盘主体部91的周缘部通过钩挂固定或螺栓固定等安装在售货

机主体内的规定位置。托盘主体部91的平面形状形成为比用杯输送机构7移送的杯C的移送

范围的面积大一圈，底面以向杯收纳部92倾斜的方式形成。杯收纳部92向下方形成为具有

规定的深度的凹状，在其底部设置有用于排出液体的废液口92a。为了在销售饮料时使没有

从取出口11取出而被丢弃在售货台上的杯C落下到粉末托盘91上(废弃)从而不会失去销售

机会，杯收纳部92收纳从售货台被废弃的废弃物即杯C和液体，此外，也收纳从饮料调制位

置滴落的液体。关于被丢弃在售货台上的杯C的废弃省略详细说明，主要来说是利用杯输送

机构7使被丢弃在售货台上的杯C从售货台脱离而落下至粉末托盘91上。此外，废液口92a经

由废液管92b与废液桶10连接，使流入杯收纳部92内的液体经由废液口92a和废液管92b回

收至废液桶10。

[0042] 图2是表示图1所示的杯式自动售货机100的控制系统的结构框图。

[0043] 如图2所示，杯式自动售货机100具有统一地控制该杯式自动售货机10的控制装置

20。控制装置20具有销售控制部20a、贮水器控制部20b、制冰机控制部20c、贮热水箱控制部

20d、存储部20e和本发明的贮水器排水控制部20f。在控制装置20连接有包括键盘或数字按

钮等的输入装置(输入机构)21和包括液晶显示器等的显示装置22。

[0044] 销售控制部20a基于来自具有在门的前表面设置的纸币插入口、硬币投入口的钱

款投入部23的钱款投入信号、来自饮料选择按钮24的饮料选择信号、来自杯选择按钮25的

杯种类选择信号、来自粉末原料选择按钮26的原料选择信号等，对螺旋式制冰机2、咖啡豆

罐4、粉末原料罐5、咖啡磨12、咖啡冲泡器13、供热水阀V2、V3、杯供给机构6、杯输送机构7等

进行驱动控制，控制选择的饮料的调制、销售。

[0045] 贮水器控制部20b进行下述控制：监视来自供水传感器S1的导通/断开信号，在从

供水传感器S1输入导通信号时，打开供水阀V1开始从供水管对贮水器1供水；在对贮水器1

的供水不断进行而从供水传感器S1输入断开信号时，关闭供水阀V1停止从供水管向贮水器

1的供水。通过这样的贮水器控制部20b的控制使贮水器1中贮存的水位保持为一定的水位。

[0046] 制冰机控制部20c进行下述控制：监视来自在螺旋式制冰机2的贮冰部22设置的检

测贮冰量下限位置的制冰开始开关SW1和检测贮冰量上限位置的制冰停止开关SW2的导通/

断开信号(开/关信号)以及来自检测贮水器1的下限水位的异常检测传感器S2的导通/断开

信号(开/关信号)，在接收到来自异常检测传感器S2的断开信号的条件下从制冰开始开关

SW1输入导通信号时，驱动用于开始制冰部21的制冰的构成制冷循环的压缩机并且驱动用

于使螺旋钻旋转的电动机，在贮冰部22贮存冰片；当制冰动作不断进行，从制冰停止开关

SW2输入导通信号时，使制冷循环的压缩机和驱动螺旋钻的电动机停止，中断制冰动作。通

过这样的制冰机控制部20c的控制使螺旋式制冰机2的贮冰部22的贮冰量保持在规定的范

围。

[0047] 贮热水箱控制部20d进行下述控制：基于用在贮热水箱3内设置的温度传感器S5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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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水温，对贮热水箱3内设置的加热器31进行通电控制，将贮热水箱3内贮存的水加热至/

保持为要求的水温。此外，贮热水箱控制部20d进行下述控制：监视供水开始传感器S3和供

水停止传感器S4，在从供水开始传感器S3输入导通信号时，驱动水泵PMP开始供水。在该供

水不断进行，从供水停止传感器S4输入导通信号时，停止水泵PMP的驱动而停止供水。通过

这样的水泵PMP的驱动控制使贮热水箱3中贮存的热水保持为规定范围的水位。

[0048] 存储部20e是存储销售控制部20a、贮水器控制部20b、制冰机控制部20c、贮热水箱

控制部20d和后述的贮水器排水控制部20f中的控制程序的存储器，也是存储有贮水器1、贮

热水箱3的控制水位和贮热水箱3内的控制温度等各种数据的存储器，还存储有后述的贮水

器排水控制部20f的控制程序。

[0049] 输入装置21是用于输入各种设定变更、设定数据的输入机构。此外，显示装置22具

有进行规定的饮料的售罄显示的售罄灯，和对于到饮料调制完成所需的时间进行倒计时显

示的倒计时显示器(倒计时显示装置)等。

[0050] 此处，说明通过销售控制部20a的控制，作为咖啡饮料(热)，调制、销售从烘焙咖啡

豆提取咖啡的普通咖啡饮料和使用粉末的咖啡原料的速溶咖啡饮料的动作。另外，以下的

说明中假设下述情况：通过基于钱款投入信号的投入金额与基于商品选择信号的商品金额

的比较判定为“可销售”，而且选择了加入粉末原料(加入乳脂、砂糖)的饮料。

[0051] 在普通咖啡饮料的销售动作中，基于杯种类选择销售信号，从杯供给机构6向已返

回到位于杯供给机构6的下方的杯输送机构7的待机位置的臂的部位送出对应的容量的杯

C。杯输送机构7先用臂握持投入的杯C，再将该杯C向粉末原料罐5的下方开始移送，在上述

杯C到达粉末原料罐5的下方的时刻暂时停止杯C的移送。在该时刻从粉末原料罐5的乳脂罐

52和砂糖罐53排出定量的乳脂和砂糖的粉末原料而投入杯C。当向杯C投入了粉末原料时，

杯输送机构7向饮料搅拌位置即饮料搅拌装置8的下方的售货台继续进行杯C的移送，在上

述杯C到达售货台(饮料调制位置)的时刻再次停止杯C的移送。在该时刻，饮料搅拌装置8通

过升降电动机的驱动而使搅拌叶片82下降进入杯C内。与上述动作并行地从咖啡豆罐4对咖

啡磨12投入适量的咖啡豆，将用咖啡磨12粉碎后的咖啡豆投入咖啡冲泡器13。然后，在饮料

搅拌装置8的搅拌叶片82进入被杯输送机构7移送至售货台的杯C内的时刻，使与贮热水箱3

连接的供热水阀V2打开规定的时间。供热水阀V2打开时，从贮热水箱3内经由管道P5向咖啡

冲泡器13排出规定量的热水，进行普通咖啡饮料的提取。提取后的普通咖啡饮料经由管道

P7向移送至饮料调制位置的杯C注入。当向杯C内供给了普通咖啡饮料时，通过搅拌电动机

的驱动使搅拌叶片82旋转而进行搅拌、混合以调制饮料。在饮料调制后使升降电动机反转

而使搅拌叶片82上升至杯C外。此时，打开供热水阀V3对旋转轴81排出热水从而清洗旋转轴

81和搅拌叶片82。然后，杯输送机构7先将杯C向取出口11移送以提供给购买者，然后使臂返

回待机位置。

[0052] 另一方面，在速溶咖啡饮料的销售动作中，先用杯输送机构7的臂握持从杯供给机

构6排出的杯C，再将其移送至饮料调制位置即售货台的动作与普通咖啡饮料的销售动作相

同，因此省略重复的说明。然后，用杯输送机构7将杯C移送至售货台时，饮料搅拌装置8通过

升降电动机的驱动而使搅拌叶片82下降进入杯C内。在搅拌叶片82进入杯C内的同时，使与

贮热水箱3连接的供热水阀V3打开规定的时间。供热水阀V3打开时，使贮热水箱3内的热水

经由管道P6向已下降的搅拌叶片82的旋转轴81排出，沿着该旋转轴4流下而从搅拌叶片2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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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C供给。当向杯C内供给了规定量的热水时，通过搅拌电动机的驱动使搅拌叶片82旋转进

行搅拌、混合以调制饮料。在饮料调制后使升降电动机反转而使搅拌叶片82上升至杯C外。

此时，打开供热水阀V3向旋转轴81排出热水从而清洗旋转轴81和搅拌叶片82。然后，杯输送

机构7先将杯C向取出口11移送而提供给购买者提供，然后使臂返回待机位置。

[0053] 此外，销售冷饮料的情况下，排出比调制上述热饮料时打开供热水阀V2、V3排出的

热水量少的热水并用搅拌叶片82搅拌后，对使在螺旋式制冰机2的贮冰部22设置的冰排出

门23开闭的螺线管发出冰片排出指令以使该冰排出门开放，从而经由软管H对被移送至饮

料调制位置的杯C供给冰片，之后再将杯C向取出口11移送而提供给购买者。从而，本实施方

式的杯式自动售货机100不需要在现有装置中销售冷饮料时所需的冷却水槽(使来自贮水

器的水冷却而成为冷水的部件)。

[0054] 本发明中，具有经由作为饮料供给装置的结构部件的贮热水箱3进行贮水器1中贮

存的水的替换的贮水器排水控制部20f，以下参考图3所示的时序图说明该贮水器排水控制

部20f进行的贮水器1中贮存的水的替换控制。另外，上述贮水器排水控制部20f进行的贮水

器1中贮存的水的替换控制，在本实施方式中在销售机会较少的夜间例如夜间零时进行，此

时销售控制部20a在显示装置22显示“销售中止”的文字并且禁止钱款投入部23接受钱款投

入，图3中的横轴的时刻t0表示夜间零时，“开(ON)”表示工作中，“关(OFF)”表示不在工作。

此外，图3中表示在时刻t0在贮水器1和贮热水箱3中使水和热水贮存至上限水位，并且贮热

水箱3中贮存的水被加热至要求的温度(例如94～97℃)，且螺旋式制冰机2的贮冰室22内贮

存有规定量的冰片的情况，进而例示了来自贮热水箱3的排水经由供热水阀V2、V3排出时，

用来自供热水阀V2的排出水清洗咖啡冲泡器13，用来自供热水阀V3的排出水清洗饮料搅拌

装置8的搅拌叶片82的情况。即，在时刻t0，检测贮水器1的上限水位的供水传感器S1断开，

供水阀V1关闭，检测贮热水箱3的下限水位的供水开始传感器S3断开(关)，检测上限水位的

供水停止传感器S4导通(开)，水泵PMP关闭，螺旋式制冰机2的压缩机关闭，贮热水箱3的加

热器31关闭。

[0055] 在这样的状态下到达时刻t0时，使供水阀V1、螺旋式制冰机2的压缩机和贮热水箱

3的加热器31强制地关闭，并且使咖啡冲泡器13和饮料搅拌装置8并行地动作(同时进行动

作)。即，在咖啡冲泡器13中，到达时刻t0时，使其提取容器下降并使提取容器的上端开口开

放。在提取容器的上端开口开放了的时刻t1打开贮热水箱3的供热水阀V2供给规定量(例如

200ml)的热水。然后，在咖啡冲泡器13中，从贮热水箱3经由管道P5被供给了规定量的热水

时，通过阀机构关闭提取容器的上端开口后，从提取容器的下部空气导入口供给空气以对

热水进行搅拌。通过该热水的搅拌对提取容器内进行清洗。接着，上述搅拌结束时，经由管

道P7向饮料调制位置排出清洗提取容器内之后的清洗液。该情况下，经由管道P7排出的液

体向粉末托盘9的托盘主体部91落下并流入杯收纳部92，经由杯收纳部92的废液口92a和废

液管92b回收至废液桶10。

[0056] 另一方面，饮料搅拌装置8，在到达时刻t0时，驱动使旋转叶片82升降的升降电动

机而使旋转叶片82下降。在该旋转叶片82下降了的时刻t3打开贮热水箱3的供热水阀V3供

给热水。该情况下，在饮料搅拌装置8中，使从贮热水箱3经由管道P6供给的热水向搅拌叶片

82的旋转轴81排出，因此向该旋转轴81排出的热水经由该旋转轴81沿着搅拌叶片8流下。用

从该旋转轴81和搅拌叶片8流下的热水清洗旋转轴81和搅拌叶片8。像这样，对旋转轴8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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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叶片8进行清洗之后的清洗水，向粉末托盘9的托盘主体部91流下，经由杯收纳部92的

废液口92a和废液管92b被回收至废液桶10。另外，贮热水箱3的供热水阀V3保持打开直至如

后所述贮水器1中贮存的水的排出完成的时刻t7。

[0057] 如上所述，打开贮热水箱3的供热水阀V2排出热水时，在贮热水箱3中贮存的热水

的水位下降，在检测贮热水箱3的上限水位的供水停止传感器S4从导通成为断开的时刻t2，

强制地驱动水泵PMP。由此使贮水器1中贮存的水经由管道P4向贮热水箱3供给，因此贮水器

1的水位逐渐下降。水泵PMP和贮热水箱3的供热水阀V2、V3的流量，在本实施方式中规定为

(水泵PMP)＞(贮热水箱3的供热水阀V2、V3)，因此贮热水箱3的水位上升，供水停止传感器

S4导通时，暂时停止水泵PMP的驱动(时刻t4)。但是，贮热水箱3的供热水阀V3打开，贮热水

箱3内的热水被持续排出，因此在贮热水箱3的水位再次下降，供水停止传感器S4从导通成

为断开的时刻t5再次驱动水泵PMP，由此贮热水箱3的水位上升，供水停止传感器S4导通时，

暂时停止水泵PMP的驱动，反复进行这样的动作(图中用虚线表示)。通过像这样驱动水泵

PMP，贮水器1内的水位降低，从检测贮水器1的下限水位的异常检测传感器S2导通的时刻t6

起经过规定时间T后(时刻t7)打开供水阀V1对贮水器1供给来自供水管的水。

[0058] 此处，在检测贮水器1的下限水位的异常检测传感器S2导通时，贮水器1和管道P1、

P2、P3内还残留有水，上述规定时间T是直到该残留的水利用水泵PMP被供给至贮热水箱3的

时间。从而，打开供水阀V1向贮水器1供给来自供水管的水时，贮水器1和管道P1、P2、P3内的

水被全部排出而替换。

[0059] 上述时刻t7的贮热水箱3的水位是自然变化的，图3中表示在时刻t7没有到达上限

水位的情况，该情况下使水泵PMP在时刻t7暂时停止驱动后，在异常检测传感器S2成为断开

的时刻再次开始驱动，驱动至供水停止传感器S4成为导通。

[0060] 此外，在时刻t7贮热水箱3的供热水阀V3是关闭的，因此在饮料搅拌装置8中，反转

驱动使旋转叶片82升降的升降电动机而使旋转叶片82上升。此外，在时刻t7，在检测贮热水

箱3的下限水位的供水开始传感器S3断开(关)的条件下开启加热器31，此外，在检测贮水器

1的下限水位的异常检测传感器S2断开(关)，检测螺旋式制冰机2的贮冰室内的贮冰量下降

至贮冰量下降位置的制冰开始开关导通的条件下，驱动螺旋式制冰机2的压缩机开始制冰。

[0061] 此外，图3中，检测贮热水箱3的下限水位的供水开始传感器S3保持断开的状态，状

态没有变为导通。这是因为，在本实施方式中将贮水器1和贮热水箱3的容量规定为贮水器1

＜贮热水箱3，因此进行贮水器1内的水的替换时贮热水箱3内的热水不会被全部排出而变

空。在进行贮水器1内的水的替换的同时也将贮热水箱3内的热水排水而进行替换的情况

下，在时刻t7后反复进行先停止水泵PMP的驱动再使贮热水箱3的供热水阀V2、V3开放而进

行排水的上述动作，直至供水开始传感器S3的状态变化为导通之后，驱动水泵PMP从贮水器

1向贮热水箱3供给水即可。

[0062] 另外，上述实施方式的饮料供给装置中，对于在杯C内搅拌饮料的杯内搅拌方式的

杯式自动售货机进行了说明，但也能够应用于使用未图示的搅拌碗，在该搅拌碗内对作为

粉末原料的咖啡、乳脂、砂糖等与从贮热水箱经由供热水阀供给的热水搅拌、混合而调制要

求的饮料的自动售货机，该情况下能够在进行贮水器内的水的替换时，用从贮热水箱经由

供热水阀排出的热水清洗搅拌碗。

[0063] 此外，上述实施方式的饮料供给装置中，对于在进行贮水器1内的水的替换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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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热水箱3经由供热水阀V2、V3排水的内容进行了说明，但也能够不经由供热水阀V2、V3排

水而是经由在贮热水箱3设置的溢流管30(参考图2)排水。进而，也能够经由溢流管30和供

热水阀V2、V3排水。

[0064] 如上所述，在本实施方式的饮料供给装置(杯式自动售货机100)中，在具有贮存水

的贮水器1、与该贮水器1经由管道P1连接的从贮水器1接受供水的螺旋式制冰机2和从上述

贮水器1经由水泵PMP接受供水的贮热水箱3，用从上述贮热水箱3经由供热水阀V2、V3供给

的热水调制饮料以供销售的饮料供给装置(杯式自动售货机100)中，将贮水器1中贮存的水

经由上述贮热水箱3排水，或者贮热水箱3具有溢流管30，将贮水器1中贮存的水向上述贮热

水箱1供给而排水时，在关闭供热水阀V2、V3的状态下从上述溢流管30排水，在贮水器1中贮

存的水排出后驱动水泵PMP使贮热水箱3的水位成为规定的水位，由此能够经由作为饮料供

给装置(杯式自动售货机100)的结构部件的贮热水箱3进行贮水器1中贮存的水的替换，因

此，当然能够不使成本上升地维持贮水器1中贮存的水的卫生状态，并且也能够将连接贮水

器1和贮热水箱3的管道P4内贮存的水排出，由此具有能够维持使贮水器1与贮热水箱3连接

的管道P4内的卫生状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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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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