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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集成化配料称重包装线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集成化配料称重包

装线，包括多个呈矩阵并行排列的料仓，每个料

仓底部的出料口分别与对应配置的配料秤顶部

的进料口连通，多个配料秤底部的出料口集中连

通至匀料仓顶部，匀料仓内设有锥形导料板，定

量包装秤顶部进料口与匀料仓底部出料口连通，

定量包装秤底部出料口套有物料袋，皮带输送机

承接在物料袋下方，缝包机设置在皮带输送机的

传送方向上。本实用新型最终配料后的物料配比

准确，提高了配料的均匀性。同时也节约了客户

的使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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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集成化配料称重包装线，其特征在于：包括多个呈矩阵并行排列的料仓，多个料

仓分别对应不同品种的物料，每个料仓下方分别配置有配料秤，每个料仓底部的出料口分

别与对应配置的配料秤顶部的进料口连通，还包括设置在配料秤下方的匀料仓、定量包装

秤、皮带输送机、缝包机，多个配料秤底部的出料口集中连通至匀料仓顶部，匀料仓内设有

锥形导料板，锥形导料板其锥顶通过竖直的转轴转动连接在匀料仓内顶部中间位置，匀料

仓顶部设有与转轴传动连接的电机，所述定量包装秤顶部进料口与匀料仓底部出料口连

通，定量包装秤底部出料口套有物料袋，所述皮带输送机承接在物料袋下方，缝包机设置在

皮带输送机的传送方向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集成化配料称重包装线，其特征在于：配料秤出料口的料

门在控制电机的驱动下启闭，利用料门的开合大小来控制流量实现配比的不同。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集成化配料称重包装线，其特征在于：锥形导料板上均匀

设有匀料叶片，且匀料叶片沿锥形导料板其锥面外壁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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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集成化配料称重包装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配料包装线领域，具体是一种集成化配料称重包装线。

背景技术

[0002] 现在市场上有许多五谷杂粮一起包装的产品，都是根据不同的需要对包装里的物

料配比也会不同。这样就需要对这些物料的含量在包装前进行配比输送。当前绝大部分都

是采用配料秤来解决。参考图8所示，早前的五谷杂粮包装方式都是采用不同品种并列排在

输送机上然后按箭头方向向提升机里输送，然后再从提升机导管送到储料斗里进行定量称

重。定量称重后进行缝包输送完成成品。图8  中可以看出由于其多个品种并列向输送机里

投料，这样A品种物料在输送机的最地面，然后是B品种物料、C品种物料和D品种物料依次堆

积在A品种物料上面，这样在经过提升机和称重包装时物料各品种都聚集在一起，无法实现

均匀包装，导致定量包装后的成品里各物料的配比非常不准确。而且从图8中可以看出这样

的包装线会随着品种的增多而逐渐增长，占用场地也逐渐增大。整条线上还需要增加提升

机设备来完成定量包装。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集成化配料称重包装线，以解决现有技术配料包装

线配比不准确、占用场地面积大的问题。

[0004]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集成化配料称重包装线，其特征在于：包括多个呈矩阵并行排列的料仓，多个

料仓分别对应不同品种的物料，每个料仓下方分别配置有配料秤，每个料仓底部的出料口

分别与对应配置的配料秤顶部的进料口连通，还包括设置在配料秤下方的匀料仓、定量包

装秤、皮带输送机、缝包机，多个配料秤底部的出料口集中连通至匀料仓顶部，匀料仓内设

有锥形导料板，锥形导料板其锥顶通过竖直的转轴转动连接在匀料仓内顶部中间位置，匀

料仓顶部设有与转轴传动连接的电机，所述定量包装秤顶部进料口与匀料仓底部出料口连

通，定量包装秤底部出料口套有物料袋，所述皮带输送机承接在物料袋下方，缝包机设置在

皮带输送机的传送方向上。

[0006] 所述的一种集成化配料称重包装线，其特征在于：配料秤出料口的料门在控制电

机的驱动下启闭，利用料门的开合大小来控制流量实现配比的不同。

[0007] 所述的一种集成化配料称重包装线，其特征在于：锥形导料板上均匀设有匀料叶

片，且匀料叶片沿锥形导料板其锥面外壁延伸。

[0008] 本实用新型将多个料仓呈矩阵并行排列分布，每个料仓分别配置配料秤后共同连

通至同一个匀料仓，再通过匀料仓连通至定量包装秤，因此不同品种物料进入时不会依次

层叠堆积，最终配料后的物料配比准确。本实用新型在整条配料称重包装线的定量包装秤

的上部增加一个匀料仓来解决不同配比物料不均匀的问题，提高了配料的均匀性。同时也

节约了客户的使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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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主视图。

[0010] 图2为本实用新型结构左视图。

[0011] 图3为本实用新型结构俯视图。

[0012] 图4为本实用新型结构匀料机构俯视图。

[0013] 图5为本实用新型结构料仓示意图。

[0014] 图6为本实用新型结构定量包装示意图。

[0015] 图7a为本实用新型结构配料秤主视图，图7b为本实用新型结构配料秤侧视图。

[0016] 图8为现有配料包装线原理示意图。

[0017] 附图序号说明：

[0018] A配料秤1、A料门控制电机101、喂料机构102、进料筒103、机架104、计量斗105、右

标定杆106、左标定杆107、下料斗109、控制箱110、传感器密封室一111、传感器密封室二

112、传感器密封室三113、感器组件一114、传感器组件二115、传感器组件三116、配料门

117、传感器一118、传感器一119、放料门120、关门传感器121、开门传感器122、位置检测块

123、安装支架124、法兰一125、法兰二126、立柱127、放料门轴128、联轴器129、减速机130、

固定螺栓131、喂料电机132、B配料秤2、B料门控制电机201、C配料秤3、  C料门控制电机301、

D配料秤4、D料门控制电机401、匀料机构5、匀料叶片  501、锥形导料板502、电机503、匀料仓

6、定量包装秤7、出料口701、放料开关702、前夹带703、后夹袋704、打码机705、A料仓8、B料

仓9、C料仓10、D料仓11、皮带输送机12、缝包机13。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如图1-图7a、图7b所示，一种集成化配料称重包装线，包括多个呈矩阵并行排列的

料仓，多个料仓分别对应不同品种的物料，每个料仓下方分别配置有配料秤，每个料仓底部

的出料口分别与对应配置的配料秤顶部的进料口连通，还包括设置在配料秤下方的匀料仓

6、定量包装秤7、皮带输送机12、缝包机13，多个配料秤底部的出料口集中连通至匀料仓6顶

部，匀料仓6内设有锥形导料板  502，锥形导料板502其锥顶通过竖直的转轴转动连接在匀

料仓6内顶部中间位置，匀料仓6顶部设有与转轴传动连接的电机503，定量包装秤7顶部进

料口与匀料仓6底部出料口连通，定量包装秤7底部出料口套有物料袋，皮带输送机  12承接

在物料袋下方，缝包机13设置在皮带输送机12的传送方向上。

[0020] 配料秤出料口的料门在控制电机的驱动下启闭，利用料门的开合大小来控制流量

实现配比的不同。

[0021] 锥形导料板502上均匀设有匀料叶片501，且匀料叶片501沿锥形导料板502  其锥

面外壁延伸。

[0022] 当需要进行定量包装时，将物料袋套到定量包装秤7的出料口701处并触动放料开

关702,此时前夹带703、后夹袋704以及打码机705同时工作完成夹袋和打码，物料流淌到物

料袋里。然后用输送机12将物料包装输送到缝包机13里进行缝包完成成品。

[0023] 根据实际需求将不同的物料仓如A料仓8、B料仓9、C料仓10、D料仓11  (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增加和减少)矩阵式排列，同时在不同物料仓的下端安装了配料秤即图示中的A配料

秤1、B配料秤2、C配料秤3、D配料秤4(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加和减少)随物料仓矩阵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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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将配料秤的储料口集中到匀料仓6里并将物料投放到匀料机构5上锥形导料板502上。

匀料机构5上的电机  503旋转带动匀料机构5转动，这样在锥形导料板502上的匀料叶片501

会将不同配比的匀料搅拌均匀地流淌到匀料仓6里。均匀配比后的物料从匀料仓6流淌到定

量包装秤7进行定量包装。

[0024] 不同物料配比在配料秤料门控制电机的驱动下，利用料门的开合大小来控制流量

实现配比的不同。

[0025] 为了便于理解下面为配料秤工作原理：

[0026] 如图7a、图7b所示。本实用新型配料秤为电动式失重秤，电动式失重秤主要包括设

备系统(喂料机构102、计量斗105、机架104等组成)和控制系统(逻辑编辑器、固态继电器、

减速电机132、伺服电机108、传感器等组成)。

[0027] 物料通过法兰一125和法兰二126流入到喂料机构102中的进料筒103中。此时配料

门117和放料门120关闭即关门传感器一118和关门传感器二121工作。当设备开始工作时减

速电机132的转动带动配料门117转动并将配料检测块转动到开门传感器一119的位置，设

备开始对计量斗105进行喂料,此时逻辑编辑器  PLC对计量斗进行不间断的检测、采样，当

物料投放到额定重量(此时的重量为计量斗102的容重)后计量斗105中的放料门120在电机

101的控制下开始打开放料。此时喂料机构102中的配料门117关闭停止放料。放料的过程中

通过对传感器组件一114、传感器组件二115和传感器组件三116中的传感器进行检测、采

样，当重量减少到额定重量(此时的重量为计量斗102内保留的物料的下限值) 时喂料机构

102又开始对计量斗105进行喂料。由于失重秤工作原理的需求，喂料机构102在进行喂料时

计量斗105始终都在放料，这样在从第二次喂料的瞬间总是会有微量的误差。通过喂料的检

测和放料检测所得出的重量差值算出流量。差值与流量给定值误差在下一周期内进行补

偿。物料通过出料斗109流入下一道工序。

[0028] 图中喂料机构102通过螺栓固定在机架104上；计量斗105通过三个传感器吊杆与

固定在机架104上的三个传感器组件进行连接；机架104与计量斗105  之间用防尘圈进行软

连接同时计量斗105与下料斗109之间用防尘圈进行连接这样就防止了灰尘或物料粉尘的

外泄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

[0029] 计量斗105通过设置在筒体上的右标定杆106和左标定杆107上悬挂的额定重量的

砝码进行额定标定。运输或移动失重秤时计量斗105用三颗运输用固定螺栓固定在机架104

上，保证三个传感器组件中的传感器不受过载。

[0030] 为了保证失重秤对物料配置量大小的不同，在计量斗105放料控制上采用了电机

101驱动的方式，由于电机101在可编程伺服控制器和逻辑控制器PLC的双重控制下对放料

门120开合大小进行实时控制；电机101通过减速器130和联轴器129与放料门轴128连接并

驱动控制放料门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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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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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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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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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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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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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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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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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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