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1595203.7

(22)申请日 2020.08.04

(73)专利权人 巩义市宏宇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 451200 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北山口

镇耐材园区银河路

(72)发明人 康晓旭　康晓阳　康世豪　

(74)专利代理机构 郑州图钉专利代理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41164

代理人 赵赞赞

(51)Int.Cl.

B01F 15/04(2006.01)

B01F 15/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耐火浇注料自动配料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耐火浇注料自动配料

装置，它包括储料仓和人机交互控制台，储料仓

下方设置有流量控制阀，流量控制阀下方设置有

螺旋输送机，螺旋输送机下方设置有输料管，输

料管下方设置有配料装置；人机交互控制台前面

上方中部设置有主显示屏，主显示屏下方设置有

操控板，操控板下方设置有电控柜，操控板中部

设置有设置区，设置区前面中部设置有副显示

屏，副显示屏左右两侧以及下方均设置有若干个

设置按键，设置区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有第一操控

区和第二操控区，设置区下方设置有调节区，调

节区前面设置有若干个调节旋钮；本实用新型具

有配料精准且速度快、提高工作效率高、降低劳

动强度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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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耐火浇注料自动配料装置，它包括储料仓和人机交互控制台，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储料仓下方设置有流量控制阀，所述的流量控制阀下方设置有螺旋输送机，所述的螺旋

输送机下方设置有输料管，所述的输料管下方设置有配料装置，所述的配料装置顶部设置

有盖板，所述的盖板上方中部设置有振动电机，所述的振动电机下方设置有振动棒，所述的

振动棒外周均匀设置有若干个计量配料筒，所述的盖板下方设置有配料仓，所述的配料仓

上方左右两侧均设置有安装座，所述的配料仓前面左侧下方设置有控制盒，所述的配料仓

下方设置有出料仓，所述的出料仓下方设置有出料口，所述的出料口中部设置有下料电振

机，所述的下料电振机与出料口连接处的上端设置有上法兰，所述的下料电振机与出料口

连接处的下端设置有下法兰，所述的上法兰与下料电振机连接处、下法兰与下料电振机连

接处均设置有密封圈，所述的下料电振机上方设置有减振器，所述的减振器上方设置有底

座，所述的减振器上下两端均设置有短接杆，所述的减振器上下两端通过短接杆分别与底

座和下料电振机连接；所述的人机交互控制台前面上方中部设置有主显示屏，所述的主显

示屏下方设置有操控板，所述的操控板下方设置有电控柜，所述的操控板中部设置有设置

区，所述的设置区前面中部设置有副显示屏，所述的副显示屏左右两侧以及下方均设置有

若干个设置按键，所述的设置区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有第一操控区和第二操控区，所述的第

一操控区和第二操控区前面分别设置有若干个第一操控按键和第二操控按键，所述的设置

区下方设置有调节区，所述的调节区前面设置有若干个调节旋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耐火浇注料自动配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储料仓、

流量控制阀、螺旋输送机、输料管和计量配料筒均设置有六个，所述的盖板为圆形，所述的

计量配料筒与振动棒均为圆柱形。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耐火浇注料自动配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输料管与

设置在盖板上的计量配料筒一一对应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耐火浇注料自动配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计量配料

筒以盖板中心为阵列点在盖板上阵列设置。

5.根据权利要求2或4所述的一种耐火浇注料自动配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每个

计量配料筒均与振动棒相切。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耐火浇注料自动配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计量

配料筒和振动棒均贯穿盖板伸入到配料仓内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耐火浇注料自动配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下料电振

机为S‑30下料电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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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耐火浇注料自动配料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鞋业用具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耐火浇注料自动配料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耐火浇注料是指由耐火集料、结合剂和外加剂组成的混合料，加水（或液状结合

剂）调和成可用浇注法施工的泥料，外加剂是为了提高耐火浇注料的性能，包括增塑剂、分

散剂、促凝剂、缓凝剂、膨胀剂、解胶‑凝胶剂等，所以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需要将多种物料送

入搅拌装置中均匀混合，但是在送入搅拌装置前需要对这些物料的配比进行控制，但是目

前物料配比采用人工称重配料的方法，这种方法自动化程度低，劳动强度大，配料速度慢且

精准度不高，降低了工作效率；因此，提供一种配料精准且速度快、提高工作效率高、降低劳

动强度的一种耐火浇注料自动配料装置是非常有必要的。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配料精准且速度快、

提高工作效率高、降低劳动强度的一种耐火浇注料自动配料装置。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耐火浇注料自动配料装置，它包括储料仓

和人机交互控制台，所述的储料仓下方设置有流量控制阀，所述的流量控制阀下方设置有

螺旋输送机，所述的螺旋输送机下方设置有输料管，所述的输料管下方设置有配料装置，所

述的配料装置顶部设置有盖板，所述的盖板上方中部设置有振动电机，所述的振动电机下

方设置有振动棒，所述的振动棒外周均匀设置有若干个计量配料筒，所述的盖板下方设置

有配料仓，所述的配料仓上方左右两侧均设置有安装座，所述的配料仓前面左侧下方设置

有控制盒，所述的配料仓下方设置有出料仓，所述的出料仓下方设置有出料口，所述的出料

口中部设置有下料电振机，所述的下料电振机与出料口连接处的上端设置有上法兰，所述

的下料电振机与出料口连接处的下端设置有下法兰，所述的上法兰与下料电振机连接处、

下法兰与下料电振机连接处均设置有密封圈，所述的下料电振机上方设置有减振器，所述

的减振器上方设置有底座，所述的减振器上下两端均设置有短接杆，所述的减振器上下两

端通过短接杆分别与底座和下料电振机连接；所述的人机交互控制台前面上方中部设置有

主显示屏，所述的主显示屏下方设置有操控板，所述的操控板下方设置有电控柜，所述的操

控板中部设置有设置区，所述的设置区前面中部设置有副显示屏，所述的副显示屏左右两

侧以及下方均设置有若干个设置按键，所述的设置区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有第一操控区和第

二操控区，所述的第一操控区和第二操控区前面分别设置有若干个第一操控按键和第二操

控按键，所述的设置区下方设置有调节区，所述的调节区前面设置有若干个调节旋钮。

[0005] 所述的储料仓、流量控制阀、螺旋输送机、输料管和计量配料筒均设置有六个，所

述的盖板为圆形盖板，所述的计量配料筒与振动棒均为圆柱形。

[0006] 所述的输料管与设置在盖板上的计量配料筒一一对应连通。

[0007] 所述的计量配料筒以盖板中心为阵列点在盖板上阵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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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所述的每个计量配料筒均与振动棒相切。

[0009] 所述的计量配料筒和振动棒均贯穿盖板伸入到配料仓内部。

[0010] 所述的下料电振机为S‑30下料电振机。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为对耐火浇注料进行自动配料的设备，配合

人机交互控制台，智能化程度高，使用简单方便，大大降低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在使用中，

首先在六个储料仓中分别储放耐火浇注料所需的物料，然后通过人机交互控制台中的操控

板，预先设置相关比例和参数，或者预先设定相关的配方，人机交互控制台具有全自动控制

功能和称重数据管理功能，可根据预定配方，通过流量控制阀和螺旋输送机以及输料管将

多种物料按固定比例重量值分别加入配料仓内相应的计量配料筒中，并在主显示屏显示到

量后（即完成每一种物料的称重计量），配料精准且配料速度快，再按照卸料程序将物料一

次或分步多次通过下料电振机和出料口卸入混合机入料口内，再进行卸料时，振动电机带

动振动棒对计量配料筒进行振动，使得计量配料筒内的物料能够卸料完全，减振器能够减

轻由于下料电振机工作造成的振动和噪音，提高使用体验和安全性能；人机交互控制台可

根据用户需求进行配方管理，例如，配方输入、存储、调整、删除、修改，且具有保密功能，即

人机交互控制台内的数据不能随便拷贝和下载等，在工作过程中，主显示器可实时显示配

料数据，便于调整，可记录配料数据，人机交互控制台还能提供历史数据或者配方查询，在

授权情况下可查询任一时间段配料参数，提供打印功能，在授权情况下可打印任一时间段

配料参数；本实用新型具有配料精准且速度快、提高工作效率高、降低劳动强度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耐火浇注料自动配料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耐火浇注料自动配料装置的配料装置的正视图。

[0014]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种耐火浇注料自动配料装置的配料装置的俯视图。

[0015] 图4为图2中A处结构放大示意图。

[0016] 图5为图4中局部结构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7]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一种耐火浇注料自动配料装置的人机交互控制台的正视图。

[0018] 图7为本实用新型一种耐火浇注料自动配料装置的操控板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1、储料仓   2、流量控制阀   3、螺旋输送机   4、输料管   5、配料装置   6、盖

板   7、振动电机   8、配料仓   9、安装座   10、控制盒   11、出料仓   12、振动棒   13、计量

配料筒   14、出料口   15、下料电振机   16、短接杆   17、减振器   18、底座   19、上法兰  

20、下法兰   21、密封圈   22、人机交互控制台   23、主显示屏   24、操控板   25、电控柜  

26、设置区   27、副显示屏   28、设置按键   29、第一操控区   30、第一操控按键   31、第二

操控区   32、第二操控按键   33、调节区   34、调节旋钮。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1] 实施例1

[0022] 如图1‑7所示，一种耐火浇注料自动配料装置，它包括储料仓1和人机交互控制台

22，所述的储料仓1下方设置有流量控制阀2，所述的流量控制阀2下方设置有螺旋输送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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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螺旋输送机3下方设置有输料管4，所述的输料管4下方设置有配料装置5，所述的配

料装置5顶部设置有盖板6，所述的盖板6上方中部设置有振动电机7，所述的振动电机7下方

设置有振动棒12，所述的振动棒12外周均匀设置有若干个计量配料筒13，所述的盖板6下方

设置有配料仓8，所述的配料仓8上方左右两侧均设置有安装座9，所述的配料仓8前面左侧

下方设置有控制盒10，所述的配料仓8下方设置有出料仓11，所述的出料仓11下方设置有出

料口14，所述的出料口14中部设置有下料电振机15，所述的下料电振机15与出料口14连接

处的上端设置有上法兰19，所述的下料电振机15与出料口14连接处的下端设置有下法兰

20，所述的上法兰19与下料电振机15连接处、下法兰20与下料电振机15连接处均设置有密

封圈21，所述的下料电振机15上方设置有减振器17，所述的减振器17上方设置有底座18，所

述的减振器17上下两端均设置有短接杆16，所述的减振器17上下两端通过短接杆16分别与

底座18和下料电振机15连接；所述的人机交互控制台22前面上方中部设置有主显示屏23，

所述的主显示屏23下方设置有操控板24，所述的操控板24下方设置有电控柜25，所述的操

控板24中部设置有设置区26，所述的设置区26前面中部设置有副显示屏27，所述的副显示

屏27左右两侧以及下方均设置有若干个设置按键28，所述的设置区26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有

第一操控区29和第二操控区31，所述的第一操控区29和第二操控区31前面分别设置有若干

个第一操控按键30和第二操控按键32，所述的设置区26下方设置有调节区33，所述的调节

区33前面设置有若干个调节旋钮34。

[0023] 本实用新型为对耐火浇注料进行自动配料的设备，配合人机交互控制台22，智能

化程度高，使用简单方便，大大降低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在使用中，首先在六个储料仓1中

分别储放耐火浇注料所需的物料，然后通过人机交互控制台22中的操控板24，预先设置相

关比例和参数，或者预先设定相关的配方，人机交互控制台22具有全自动控制功能和称重

数据管理功能，可根据预定配方，通过流量控制阀2和螺旋输送机3以及输料管4将多种物料

按固定比例重量值分别加入配料仓8内相应的计量配料筒13中，并在主显示屏23显示到量

后（即完成每一种物料的称重计量），配料精准且配料速度快，再按照卸料程序将物料一次

或分步多次通过下料电振机15和出料口14卸入混合机入料口内，再进行卸料时，振动电机7

带动振动棒12对计量配料筒13进行振动，使得计量配料筒13内的物料能够卸料完全，减振

器17能够减轻由于下料电振机15工作造成的振动和噪音，提高使用体验和安全性能；人机

交互控制台22可根据用户需求进行配方管理，例如，配方输入、存储、调整、删除、修改，且具

有保密功能，即人机交互控制台22内的数据不能随便拷贝和下载等，在工作过程中，主显示

器23可实时显示配料数据，便于调整，可记录配料数据，人机交互控制台22还能提供历史数

据或者配方查询，在授权情况下可查询任一时间段配料参数，提供打印功能，在授权情况下

可打印任一时间段配料参数，而且人机交互控制台22有更新功能，便于跟随工艺的改进及

时更新配方信息；本实用新型具有配料精准且速度快、提高工作效率高、降低劳动强度的优

点。

[0024] 实施例2

[0025] 如图1‑7所示，一种耐火浇注料自动配料装置，它包括储料仓1和人机交互控制台

22，所述的储料仓1下方设置有流量控制阀2，所述的流量控制阀2下方设置有螺旋输送机3，

所述的螺旋输送机3下方设置有输料管4，所述的输料管4下方设置有配料装置5，所述的配

料装置5顶部设置有盖板6，所述的盖板6上方中部设置有振动电机7，所述的振动电机7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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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有振动棒12，所述的振动棒12外周均匀设置有若干个计量配料筒13，所述的盖板6下方

设置有配料仓8，所述的配料仓8上方左右两侧均设置有安装座9，所述的配料仓8前面左侧

下方设置有控制盒10，所述的配料仓8下方设置有出料仓11，所述的出料仓11下方设置有出

料口14，所述的出料口14中部设置有下料电振机15，所述的下料电振机15与出料口14连接

处的上端设置有上法兰19，所述的下料电振机15与出料口14连接处的下端设置有下法兰

20，所述的上法兰19与下料电振机15连接处、下法兰20与下料电振机15连接处均设置有密

封圈21，所述的下料电振机15上方设置有减振器17，所述的减振器17上方设置有底座18，所

述的减振器17上下两端均设置有短接杆16，所述的减振器17上下两端通过短接杆16分别与

底座18和下料电振机15连接；所述的人机交互控制台22前面上方中部设置有主显示屏23，

所述的主显示屏23下方设置有操控板24，所述的操控板24下方设置有电控柜25，所述的操

控板24中部设置有设置区26，所述的设置区26前面中部设置有副显示屏27，所述的副显示

屏27左右两侧以及下方均设置有若干个设置按键28，所述的设置区26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有

第一操控区29和第二操控区31，所述的第一操控区29和第二操控区31前面分别设置有若干

个第一操控按键30和第二操控按键32，所述的设置区26下方设置有调节区33，所述的调节

区33前面设置有若干个调节旋钮34。

[0026] 为了更好的效果，所述的储料仓1、流量控制阀2、螺旋输送机3、输料管4和计量配

料筒13均设置有六个，所述的盖板6为圆形，所述的计量配料筒13与振动棒12均为圆柱形。

[0027] 为了更好的效果，所述的输料管4与设置在盖板6上的计量配料筒13一一对应连

通。

[0028] 为了更好的效果，所述的计量配料筒13以盖板6中心为阵列点在盖板6上阵列设

置。

[0029] 为了更好的效果，所述的每个计量配料筒13均与振动棒12相切。

[0030] 为了更好的效果，所述的计量配料筒13和振动棒12均贯穿盖板6伸入到配料仓8内

部。

[0031] 为了更好的效果，所述的下料电振机15为S‑30下料电振机，采用S‑30下料电振机

15目的是：体积小，重量轻，结构简单，安装方便，运行稳定可靠。

[0032] 本实用新型为对耐火浇注料进行自动配料的设备，配合人机交互控制台22，智能

化程度高，使用简单方便，大大降低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在使用中，首先在六个储料仓1中

分别储放耐火浇注料所需的物料，然后通过人机交互控制台22中的操控板24，预先设置相

关比例和参数，或者预先设定相关的配方，人机交互控制台22具有全自动控制功能和称重

数据管理功能，可根据预定配方，通过流量控制阀2和螺旋输送机3以及输料管4将多种物料

按固定比例重量值分别加入配料仓8内相应的计量配料筒13中，并在主显示屏23显示到量

后（即完成每一种物料的称重计量），配料精准且配料速度快，再按照卸料程序将物料一次

或分步多次通过下料电振机15和出料口14卸入混合机入料口内，再进行卸料时，振动电机7

带动振动棒12对计量配料筒13进行振动，使得计量配料筒13内的物料能够卸料完全，减振

器17能够减轻由于下料电振机15工作造成的振动和噪音，提高使用体验和安全性能；人机

交互控制台22可根据用户需求进行配方管理，例如，配方输入、存储、调整、删除、修改，且具

有保密功能，即人机交互控制台22内的数据不能随便拷贝和下载等，在工作过程中，主显示

器23可实时显示配料数据，便于调整，可记录配料数据，人机交互控制台22还能提供历史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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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或者配方查询，在授权情况下可查询任一时间段配料参数，提供打印功能，在授权情况下

可打印任一时间段配料参数，而且人机交互控制台22有更新功能，便于跟随工艺的改进及

时更新配方信息；本实用新型具有配料精准且速度快、提高工作效率高、降低劳动强度的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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