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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在停止或限制粉粒体向下

游侧的装置的供给之后，能够无延滞地再次开始

粉粒体的通常的输送作业的输送机。该输送机包

括：壳体，其在内部具有粉粒体输送路径，并且具

有用于将粉粒体排出到下游侧的装置的排出口；

多个输送部，收容在壳体内，通过沿着输送路径

循环而将粉粒体输送到排出口；开闭机构，其对

排出口进行开闭；以及控制部，其控制多个输送

部及开闭机构的动作。控制部在限制粉粒体向下

游侧的装置的供给的情况下，控制开闭机构以关

闭排出口，并且使多个输送部的循环继续进行，

由此使粉粒体继续沿着输送路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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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输送机，其为将粉粒体输送到下游侧的装置的输送机，包括：

壳体，其在内部具有输送路径，并且具有用于将所述粉粒体排出到所述下游侧的装置

的排出口；

多个输送部，收容在所述壳体内，通过沿着所述输送路径循环而将所述粉粒体输送到

所述排出口；

开闭机构，其对所述排出口进行开闭；以及

控制部，其控制所述多个输送部及所述开闭机构的动作，

所述控制部在限制所述粉粒体向所述下游侧的装置的供给的情况下，控制所述开闭机

构使得关闭所述排出口，并且使所述多个输送部的循环继续进行，由此使所述粉粒体继续

沿着所述输送路径移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输送机，其中，

所述控制部在限制所述粉粒体向所述下游侧的装置的供给的情况下，控制所述开闭机

构使得完全关闭所述排出口。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输送机，其中，

所述多个输送部构成为在所述输送路径的至少一部分中沿铅垂方向移动。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输送机，其中，

所述多个输送部分别为刮板。

5.一种输送方法，其为通过具有排出口的输送机将粉粒体输送到下游侧的装置的输送

方法，包括：

将所述粉粒体供给到所述输送机的步骤；

通过使所述输送机包含的多个输送部沿着输送路径循环，从而将所述粉粒体输送到所

述排出口的步骤；

经由所述排出口将所述粉粒体从所述输送机排出到所述下游侧的装置的步骤；以及

在限制所述粉粒体向所述下游侧的装置的供给的情况下，关闭所述排出口，并且使所

述多个输送部的循环继续进行，由此使所述粉粒体继续沿着所述输送路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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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机及输送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输送粉粒体的输送机及输送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以往，为了输送粉粒体，例如使用刮板输送机等各种输送机。刮板输送机通过沿着

输送路径移动的刮板来输送粉粒体(专利文献1等)。

现有技术文献

专利文献

[0003] 专利文献1：日本实开昭62-124914号公报

发明内容

发明所要解决的问题

[0004] 通常，使用刮板等的输送机输送从上游侧的装置(进料器等)供给的粉粒体，并向

下游侧的装置(包装机等)排出。在这样的生产线中，由于例如粉粒体的供给过多等原因，有

时不得不临时限制粉粒体从输送机向下游侧的装置的供给。在这种情况下，若在输送机内

部残留有粉粒体的状态下直接使输送机的运转停止，则粉粒体彼此之间的间隙由于自重而

紧缩，导致粉粒体的流动性降低。流动性降低的粉粒体成为相对于刮板等的驱动力的阻力，

其结果，由于过载，输送机的运转的再次开始变得困难。若成为这样的状态，则需要进行除

去输送机内的粉粒体的修复作业，粉粒体的输送作业可能产生延迟。

[0005] 为了应对上述问题，在临时限制粉粒体向下游侧的装置的供给的情况下，一般会

在将输送机内的粉粒体排出到下游侧的缓冲器之后，停止输送机的运转。但是，在布局上存

在限制，并不一定能够设置足以收容输送机内部的粉粒体的尺寸的缓冲器。

[0006] 但是，若不限制输送机的运转而继续进行粉粒体向下游侧的装置的供给，则在下

游侧的装置中容易产生溢出、过载引起的设备的损坏等问题，结果，粉粒体的输送作业会延

滞。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在限制粉粒体向下游侧的装置的供给之后，能够无

延滞地再次开始粉粒体的通常的输送作业的输送机及输送方法。

用于解决问题的手段

[0008] 本发明的第一观点所涉及的输送机是将粉粒体输送到下游侧的装置的输送机，包

括：壳体，其在内部具有输送路径，并且具有用于将所述粉粒体排出到下游侧的装置的排出

口；多个输送部，收容在所述壳体内，通过沿着所述输送路径循环而将所述粉粒体输送到所

述排出口；开闭机构，其对所述排出口进行开闭；以及控制部，其控制所述多个输送部及所

述开闭机构的动作。所述控制部在限制所述粉粒体向所述下游侧的装置的供给的情况下，

控制所述开闭机构以关闭所述排出口，并且使所述多个输送部的循环继续进行，由此使所

述粉粒体继续沿着所述输送路径移动。另外，对粉粒体的供给进行限制除了停止粉粒体的

供给之外，还包括减少粉粒体的供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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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本发明的第二观点所涉及的输送机为第一观点所涉及的输送机，其中，所述控制

部在限制所述粉粒体向所述下游侧的装置的供给的情况下，控制所述开闭机构使得完全关

闭所述排出口。

[0010] 本发明的第三观点所涉及的输送机为第一观点或第二观点所涉及的输送机，其

中，所述多个输送部构成为在所述输送路径的至少一部分中沿铅垂方向移动。

[0011] 本发明的第四观点所涉及的输送机为第一观点至第三观点中任一观点所涉及的

输送机，其中，所述多个输送部分别为刮板。

[0012] 本发明的第五观点所涉及的输送方法是通过具有排出口的输送机将粉粒体输送

到下游侧的装置的输送方法，包括以下的步骤(1)～(4)：

(1)将所述粉粒体供给到所述输送机的步骤；

(2)使所述输送机所含的多个输送部沿着输送路径循环，由此将所述粉粒体输送到所

述排出口的步骤；

(3)经由所述排出口将所述粉粒体从所述输送机排出到所述下游侧的装置的步骤；以

及

(4)在限制所述粉粒体向所述下游侧的装置的供给的情况下，关闭所述排出口，并且使

所述多个输送部的循环继续进行，由此使所述粉粒体继续沿着所述输送路径移动的步骤。

发明效果

[0013] 根据本发明，在需要限制粉粒体向下游侧的装置的供给的情况下，通过开闭机构

使输送机的排出口关闭，并且继续进行输送部的循环。由此，粉粒体的至少一部分会在输送

机内的输送路径中循环而不从排出口排出，结果，维持了残留在输送机内的粉粒体的流动

性。因此，即使在再次开始粉粒体的通常的输送作业的情况下，也不会产生粉粒体的阻力所

引起的过载。通过以上，在限制粉粒体向下游侧的装置的供给之后，能够无延滞地再次开始

粉粒体的通常的输送作业。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包括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式所涉及的输送机的粉粒体的生产线系统的概略

结构图。

图2为表示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式所涉及的输送机的内部构造的侧剖视图。

图3为说明通常的工序中的生产线系统的动作状态的图。

图4为说明限制工序中的生产线系统的动作状态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以下，参照附图，对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式所涉及的输送机及输送方法进行说明。

[0016] <1.生产线系统的整体结构>

图1表示包括本实施方式所涉及的输送机1的生产线系统100的概略结构图。输送机1是

用于输送粉粒体H的装置。如该图所示，生产线系统100除了输送机1之外，还具备：向输送机

1供给粉粒体H的上游侧的装置2、和输送机1排出粉粒体H的下游侧的装置3。粉粒体H按照从

上游侧的装置2向输送机1、从输送机1向下游侧的装置3的顺序输送。

[0017] 生产线系统100整体的动作由控制部30控制。控制部30通过通信线L1与输送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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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侧的装置2和下游侧的装置3连接，控制这些装置1～3的动作。由此，输送机1、上游侧的

装置2及下游侧的装置3能够协作地输送粉粒体H并进行加工，组成一系列的生产线。

[0018] 上游侧的装置2及下游侧的装置3的种类并无特别限定，在本实施方式中，作为上

游侧的装置2而配置有旋转进料器，作为下游侧的装置3而配置有包装机。输送机1具有被供

给粉粒体H的供给口S1和用于排出粉粒体H的排出口S2，旋转进料器连续地或间歇地向该供

给口S1供给粉粒体H。在图1中虽然省略，但在输送机1的排出口S2与包装机之间配置有料斗

4。如图2所示，料斗4配置在包装机的上方。料斗4接收从输送机1的排出口S2排出的粉粒体

H，之后，作为在将粉粒体H供给到包装机之前暂时贮存粉粒体H的缓冲器而发挥功能。包装

机将从料斗4供给的粉粒体H每次以给定量进行包装，然后向下游侧的装置输送。

[0019] 粉粒体是粉末和颗粒的总称。本实施方式所涉及的粉粒体H具有流动性，并具有即

使在静置状态下也会因自重致使彼此之间的间隙紧缩、聚集而变得致密的性质。作为具有

这种性质的粉粒体H的一例，可举出树脂颗粒。另外，虽然不限定于以下，但是在压实密度W1

(g/cc)、松散密度W2(g/cc)、休止角α(°)、压缩度C(％)满足以下的条件C1～C4的情况下，粉

粒体H具有更显著地发挥以上的性质的倾向。另外，满足以下的条件C1～C4中的越多的条

件，粉粒体H越容易具有以上的性质，但是即使仅满足至少1个，也容易具备以上的性质。

C1：0.08≤W1≤5.2，更优选为0.5≤W1≤1.2

C2：0.05≤W2≤5.0，更优选为0.4≤W2≤1.1

C3：15≤α≤70，更优选为25≤α≤45

C4：1≤C≤65，更优选为5≤C≤25

[0020] <2.输送机的结构的详情>

以下，参照图2对输送机1的结构进行详细说明。本实施方式所涉及的输送机1是刮板输

送机，将粉粒体H以主要沿铅垂方向从下方朝上方抬起的方式进行输送。

[0021] 输送机1具有壳体11和收容在壳体11内的多个输送部(刮板14)。在壳体11内形成

有输送这些刮板14的环状的输送路径12，刮板14在输送路径12内沿着输送方向A1循环，由

此输送粉粒体H。

[0022] 壳体11具有：沿铅垂方向延伸的中央部11a；从中央部11a的下端部沿水平方向延

伸的下部11b；以及从中央部11a的上端部沿水平方向延伸的上部11c。上述的供给口S1形成

在下部11b，朝向铅垂上方开口。另外，上述的排出口S2形成在上部11c，朝向铅垂下方开口。

排出口S2位于比供给口S1靠铅垂上方。

[0023] 输送路径12包括从供给口S1朝向排出口S2的去程12a和从排出口S2朝向供给口S1

的回程12b。在壳体11内配置有沿着输送方向A1延伸的底板13使得将壳体11内的空间分隔

为两个，通过该底板13和壳体11的内壁来规定去程12a和回程12b。在去程12a内输送的刮板

14边从壳体11的下部11b向中央部11a并从中央部11a向上部11c弯折边前进。相反地，在回

程12b内输送的刮板14边从壳体11的上部11c向中央部11a并从中央部11a向下部11b弯折边

前进。粉粒体H在从上游侧的装置2投入到供给口S1后，被在去程12a中前进的刮板片14推着

移动而到达排出口S2，从排出口S2放出。

[0024] 多个刮板14分别具有相同的形状，并沿着输送方向A1等间隔地配置。各刮板14为

平板状，其主面(最宽的面)与输送方向A1正交。另外，各刮板14也以与底板13正交的方式立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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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各刮板14固定在沿着底板13的两端循环的2条循环链15、15之间。在壳体11的下部

11b内收容有链轮17，在上部11c内收容有链轮18。循环链15、15绕挂在这些链轮17、18上，固

定于循环链15、15的刮板14的输送方向A1在链轮17、18处分别反转。通过以上，粉粒体H成为

被沿着输送方向A1移动的刮板14的主面推着在输送路径12内输送。

[0026] 作为壳体11的材质的优选例，可举出一般结构用轧制钢材(SS)或不锈钢(SUS)等。

作为刮板14的材质的优选例，可举出一般结构用轧制钢材(SS)或不锈钢(SUS)等。作为循环

链15的材质的优选例，可举出一般结构用轧制钢材(SS)、不锈钢(SUS)、或铬钼钢(SCM)等。

[0027] 控制部30控制未图示的电动机等驱动机构对链轮17、18进行旋转驱动。由此，绕挂

在链轮17、18上的循环链15、15进而刮板14在输送路径12内沿着输送方向A1循环。另外，也

可以构成为从驱动机构对链轮17、18双方直接施加驱动力，还可以构成为将一方设为主动

并将另一方设为从动而仅对一方施加驱动力。

[0028] 另外，输送机1在排出口S2的附近具有开闭机构16。开闭机构16是用于对排出口S2

进行开闭的机构，在本实施方式中，是电动阀，配置在排出口S2的下方。控制部30除了能够

如上述那样控制刮板14的动作之外，还能够控制开闭机构16的动作。具体而言，开闭机构16

被控制部30控制成在打开状态和关闭状态之间转变。这里所说的打开状态是指排出口S2最

大程度打开的状态，这里所说的关闭状态是指排出口S2相比于打开状态而被关闭的状态。

在关闭状态下，排出口S2完全或部分地关闭，粉粒体H无法通过排出口S2或者与打开状态相

比能够通过的粉粒体H的量减少，粉粒体H向下游侧的装置3的供给受到限制。即，粉粒体H向

下游侧的装置3的供给停止，或者粉粒体H的供给量减少。

[0029] <3.粉粒体的输送工序>

接着，参照图2、图3及图4，对本实施方式所涉及的粉粒体H的输送工序进行说明。输送

工序包括：通常的工序、和限制粉粒体H从输送机1向下游侧的装置3的供给的工序(以下，称

为限制工序)。以下，依次进行说明。

[0030] 图3为说明通常的工序中的生产线系统100的动作状态的图。在通常的工序中，控

制部30控制上游侧的装置2，以使粉粒体H连续地或间歇地投入到输送机1的供给口S1。这样

依次供给到输送机1的粉粒体H通过刮板14在去程12a内依次被输送。更具体而言，控制部30

在上游侧的装置2驱动的期间，使刮板14沿着输送路径12循环。另外，此时，开闭机构16通过

控制部30而维持在打开状态。粉粒体H被在输送路径12内循环的刮板14推压，在壳体11的下

部11b内沿水平方向移动，接着，在中央部11a内沿铅垂方向朝上方移动，然后在上部11c内

沿水平方向移动。之后，到达排出口S2的粉粒体H从排出口S2落下，依次被供给到下游侧的

装置3。经过排出口S2而排空的刮板14在回程12b内被输送，返回到供给口S1。之后，刮板14

再次接收从供给口S1投入的粉粒体H，反复进行同样的动作。另外，控制部30驱动下游侧的

装置3，对到达下游侧的装置3的粉粒体H进行包装。以上是通常的工序。

[0031] 接着，对限制工序进行说明。图4为说明限制工序中的生产线系统100的动作状态

的图。在判断为需要限制粉粒体H从输送机1向下游侧的装置3的供给的情况下执行限制工

序。具体而言，控制部30在判断为由于粉粒体H的过剩供给致使下游侧的装置3的处理能力

追不上而可能溢出的情况下、或者由于判断为存在某种异常而使下游侧的装置3的动作停

止的情况下等，执行限制工序。并且，在这样的状况下，优选不仅限制输送机1的动作，还限

制粉粒体H从上游侧的装置2向输送机1的供给。因此，控制部30不仅限制输送机1的动作，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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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上游侧的装置2的动作。

[0032] 控制部30在决定执行限制工序时，经由通信线L1控制上游侧的装置2的动作，限制

粉粒体H向输送机1的供给。此时，既可以暂时停止粉粒体H从上游侧的装置2向输送机1的供

给，也可以减少粉粒体H的供给量。另外，在减少粉粒体H的供给量的情况下，根据下游侧的

装置3的状况，由控制部30适当判断减少何种程度。

[0033] 同样地，控制部30在决定执行限制工序时，经由通信线L1控制开闭机构16使得关

闭排出口S2，从而使开闭机构16成为关闭状态。此时，排出口S2可以完全关闭，也可以部分

地关闭。另外，所谓“完全关闭排出口S2”，是指将排出口S2关闭至粉粒体H实质上不能通过

排出口S2的程度。在关闭状态下关闭排出口S2的程度既可以预先统一决定，也可以根据下

游侧的装置3的状况进行调节。另外，控制部30进行控制使得开闭机构16成为关闭状态，另

一方面，使刮板14的循环继续进行，由此使粉粒体H继续沿着输送路径12移动。其结果，由于

排出口S2关闭而未能从排出口S2排出的粉粒体H维持被刮板14输送的状态返回到回程12b，

在输送路径12中开始循环。

[0034] 另外，如果在使开闭机构16成为关闭状态的同时并使刮板14的循环停止，则输送

路12内的粉粒体H因重力而落下，粉粒体H彼此之间的间隙紧缩而变密，流动性降低。此时，

可以预想到粉粒体H尤其会集中于壳体11的下部11b和中央部11a的下部。在这样的状态下，

当试图再次开始通常的工序时，流动性降低的粉粒体会成为阻力，从而刮板14的再启动时

的负荷变得过大。结果，以刮板14为首的输送机1的各部有可能损坏。

[0035] 但是，在本实施方式中，在限制工序中，与通常的工序同样地，使残留在壳体11内

的粉粒体H继续移动而不静置，从而能够防止粉粒体H的流动性的降低。因此，即使在再次开

始通常的工序的情况下，刮板14的再启动也不会变为过载，能够从限制工序无延滞地恢复

到通常的工序。

[0036] 另外，在控制部30决定解除限制工序的情况下，进行从限制工序向通常的工序的

恢复。在进入限制工序的理由已解除的情况下等，控制部30决定解除限制工序。

[0037] 控制部30在决定解除限制工序时，经由通信线L1使上游侧的装置2执行通常的工

序。同样地，控制部30经由通信线L1使输送机1执行通常的工序。

[0038] 另外，一般地，刮板14的启动所需的电力比使刮板14持续循环所需的电力多。关于

这一点，在本实施方式中，由于即使在限制工序中也不停止刮板14的循环，因而不会不必要

地重复运转的停止和再次开始。因此，从节能的观点出发，限制工序也是优异的。

[0039] <4.变形例>

以上，对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式进行了说明，但本发明并不限定于上述实施方式，只要

不脱离其主旨，就可以进行各种变更。另外，以下的变形例的主旨可适当组合。

[0040] <4-1>

上述实施方式的输送机1构成为将粉粒体H主要沿铅垂方向从下方向上方进行输送，但

是粉粒体H的输送方向不限于此，例如也可以是将粉粒体H主要沿水平方向进行输送的类型

的装置。

[0041] <4-2>

在上述实施方式中，开闭机构16构成为电动阀，但其结构只要能够对排出口S2进行开

闭，就没有特别限定。例如，作为能够对排出口S2进行开闭的铰链式门或滑动式门，也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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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开闭机构16。

[0042] <4-3>

限制工序的开始条件不限于上述的条件。例如，也可以在下游侧的装置3的处理能力追

不上而可能溢出的情况下，或者在由于某种异常而使下游侧的装置3的动作停止的情况下，

从下游侧的装置3向控制部30发送限制指令，接收到限制指令的控制部30执行限制工序。

[0043] <4-4>

在上述实施方式中，输送机1为刮板输送机，但包括上述限制工序在内的各种动作并不

限定于刮板输送机，也能够应用于其他种类的输送机。特别是具有在输送过程中推压粉粒

体H等对粉粒体H施加力的刮板那样的多个输送部的输送机的情况下，在不实施上述限制工

序的情况下，当输送机的运转停止时，粉粒体有可能会变密。因此，通过对这样的输送机实

施上述限制工序，能够无延滞地再次开始输送机的运转。

符号说明

[0044] 100生产线系统

1输送机

2上游侧的装置

3下游侧的装置

4料斗

11壳体

12输送路径

12a去程

12b回程

13底板

14刮板

15循环链

16开闭机构

17上游侧的链轮

18下游侧的链轮

30控制部

H粉粒体

S1供给口

S2排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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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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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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