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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全自动助剂配料系统包括：上位机获取

所需称配的称配信息，称配信息包括生产订单、

助剂包名、份数和每份所需的小料和对应规格；

控制器基于称配信息生成与份数一一对应的标

签盘并将信息复刻于标签盘；标签盘贴于料桶的

底部，滚柱输送装置输送贴有标签盘的料桶，当

将贴有标签盘的料桶输送至某一工位时，该工位

对应的识别器识别标签盘中的信息，并判断标签

盘中每份所需的小料中是否含有该工位对应的

小料，实时发送需要该工位小料的信息至控制

器；控制器控制螺旋喂料机进行搅拌并输送至称

重装置内进行称重，当称重装置内所称的小料的

重量达到对应规格后控制螺旋喂料机停止运行，

所述控制器控制称重装置将所称的小料倒入料

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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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全自动助剂配料系统，其特征在于，其包括上位机和助剂配料装置，所述助剂配

料装置包括控制器、组合式钢构平台、滚柱输送装置、料桶，所述组合式钢构平台上设置有

多个工位，每一工位对应有为每一小料配备的工位工装，所述组合式钢构平台的底部设置

有滚柱输送装置，所述料桶置于滚柱输送装置上，所述滚柱输送装置的底部设置有与工位

对应的识别器，所述工位工装包括投料站、螺旋喂料机和称重装置，所述投料站置于对应的

工位内，所述螺旋喂料机位于投料站的正下方，所述称重装置位于螺旋喂料机的正下方；

所述上位机用于供科研人员提前录入配方的原始材料牌号信息和材料内部代号信息，

获取所需称配的称配信息，所述称配信息包括生产订单、助剂包名、份数和每份所需的小料

和对应规格，并将称配信息传送给控制器；

所述控制器用于基于称配信息生成与份数一一对应的电子信息并将电子信息复刻在

标签盘上，所述标签盘中含有生产订单、助剂包名、每份所需的小料和对应规格；

所述标签盘附着在料桶的底部，所述滚柱输送装置输送贴有标签盘的料桶，当将贴有

标签盘的料桶输送至某一工位时，该工位对应的识别器识别标签盘中的信息，并判断标签

盘中每份所需的小料中是否含有该工位对应的小料，在为是时发送一需要该工位的小料的

信息至控制器；

投料站将小料投至螺旋喂料机内，所述控制器用于控制螺旋喂料机进行搅拌并输送至

称重装置内进行称重，通过变频控制，螺旋喂料机根据实际称重重量进行实时调节喂料量，

当称重装置内所称的小料的重量达到对应规格后控制螺旋喂料机停止运行，所述控制器控

制称重装置将所称的小料倒入料桶内。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自动助剂配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工位中每两个工位

相对设置并共用一个识别器。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自动助剂配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投料站包括储料柱和储

料座，所述储料座的顶部固定有储料柱，所述储料柱的侧部开设有投料口，所述储料柱的内

部安装有格栅，所述储料柱的顶部安装有除尘口。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全自动助剂配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料座上安装有低料位

传感器，所述储料柱的顶部安装有运行指示灯，所述低料位传感器用于检测储料座内的小

料的料位，所述控制器用于判断小料料位是否低于预设值，在为是时控制运行指示灯运行

报警。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全自动助剂配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旋喂料机包括减速电

机、传动主轴、螺杆、料斗、搅拌桨和出料螺筒；

所述料斗的顶部与储料座的底部固定连通，所述减速电机的输出轴上固定有传动主轴

的一端，所述传动主轴的中心轴上固定有螺杆，所述料斗和搅拌桨均套设在传动主轴上，且

搅拌桨位于料斗内，所述传动主轴的另一端连接有出料螺筒。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全自动助剂配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旋喂料机还包括气

缸、堵盖和排气帽支架，所述气缸穿设固定在出料螺筒的侧壁上，所述堵盖固定在气缸的输

出轴上且堵盖位于出料螺筒内，所述排气帽支架设置于出料螺筒内且延伸出出料螺筒的顶

部。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全自动助剂配料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两个工位相对设置并共用

一个称重装置，所述称重装置包括机架，所述机架上设置有防尘罩，所述防尘罩内固定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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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所述防尘罩的顶部开设有两个进料口、底部开设有出料口，所述防尘罩通过出料口连接

料桶，每一进料口与对应的出料螺筒的底部相连通，所述料碗上设置有一翻转轴，所述翻转

轴与旋转气缸的输出轴连接，所述旋转气缸的输出轴上通过轴承座连接有称重模块；

所述称重模块用于对料碗内小料进行称重并将所称重量传输至控制器；

所述控制器用于判断所称重量是否达到对应规格，在为是时控制旋转气缸驱动翻转轴

进行翻转，从而带动料碗进行180度翻转，以使得料碗内的小料倒入料桶内。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全自动助剂配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上还设置有仪表

箱，所述仪表箱内集成有控制器和无线通讯模块，所述控制器通过无线通讯模块与上位机

进行通信。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自动助剂配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助剂配料装置还包括显

示屏，所述显示屏用于显示控制器传输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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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助剂配料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助剂配料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全自动助剂配料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助剂配料系统是一种用于化工(如聚合物配料)、建筑(如混凝土配料)、农业(如饲

料配料)、塑料(如BOPP配料)生产过程自动化的配料设备，通常是由带有自动配料算法软件

的电脑(微机)作为其自动配料的控制系统，通常是由称重系统、控制仪表、PLC系统和上位

机等组成，在化工、化学、油漆、油脂、药品、饲料、日用化工、食品、制药等物品的生产过程，

往往需要将各种原料按一定比例的重量进行混合，而目前现有技术中的助剂配料系统还存

在多种弊端，其不仅工艺控制无法保证，计量精度较低，配方保密性不充分，而且受环境、温

度的影响较大，且运行连续性、稳定性较差，自动化程度低，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供一种新型的全自动助剂配料系统。

[0004] 本发明是通过下述技术方案来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

[0005] 本发明提供一种全自动助剂配料系统，其特点在于，其包括上位机和助剂配料装

置，所述助剂配料装置包括控制器、组合式钢构平台、滚柱输送装置、料桶，所述组合式钢构

平台上设置有多个工位，每一工位对应有为每一小料配备的工位工装，所述组合式钢构平

台的底部设置有滚柱输送装置，所述料桶置于滚柱输送装置上，所述滚柱输送装置的底部

设置有与工位对应的识别器，所述工位工装包括投料站、螺旋喂料机和称重装置，所述投料

站置于对应的工位内，所述螺旋喂料机位于投料站的正下方，所述称重装置位于螺旋喂料

机的正下方。

[0006] 所述上位机用于供科研人员提前录入配方的原始材料牌号信息和材料内部代号

信息，获取所需称配的称配信息，所述称配信息包括生产订单、助剂包名、份数和每份所需

的小料和对应规格，并将称配信息传送给控制器。

[0007] 所述控制器用于基于称配信息生成与份数一一对应的电子信息并将电子信息复

刻在标签盘上，所述标签盘中含有生产订单、助剂包名、每份所需的小料和对应规格。

[0008] 所述标签盘附着在料桶的底部，所述滚柱输送装置输送贴有标签盘的料桶，当将

贴有标签盘的料桶输送至某一工位时，该工位对应的识别器识别标签盘中的信息，并判断

标签盘中每份所需的小料中是否含有该工位对应的小料，在为是时发送一需要该工位的小

料的信息至控制器。

[0009] 投料站将小料投至螺旋喂料机内，所述控制器用于控制螺旋喂料机进行搅拌并输

送至称重装置内进行称重，通过变频控制，螺旋喂料机根据实际称重重量进行实时调节喂

料量，当称重装置内所称的小料的重量达到对应规格后控制螺旋喂料机停止运行，所述控

制器控制称重装置将所称的小料倒入料桶内。

[0010] 较佳地，所述多个工位中每两个工位相对设置并共用一个识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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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较佳地，所述投料站包括储料柱和储料座，所述储料座的顶部固定有储料柱，所述

储料柱的侧部开设有投料口，所述储料柱的内部安装有格栅，所述储料柱的顶部安装有除

尘口。

[0012] 较佳地，所述储料座上安装有低料位传感器，所述储料柱的顶部安装有运行指示

灯，所述低料位传感器用于检测储料座内的小料的料位，所述控制器用于判断小料料位是

否低于预设值，在为是时控制运行指示灯运行报警。

[0013] 较佳地，所述螺旋喂料机包括减速电机、传动主轴、螺杆、料斗、搅拌桨和出料螺

筒；所述料斗的顶部与储料座的底部固定连通，所述减速电机的输出轴上固定有传动主轴

的一端，所述传动主轴的中心轴上固定有螺杆，所述料斗和搅拌桨均套设在传动主轴上，且

搅拌桨位于料斗内，所述传动主轴的另一端连接有出料螺筒。

[0014] 较佳地，所述螺旋喂料机还包括气缸、堵盖和排气帽支架，所述气缸穿设固定在出

料螺筒的侧壁上，所述堵盖固定在气缸的输出轴上且堵盖位于出料螺筒内，所述排气帽支

架设置于出料螺筒内且延伸出出料螺筒的顶部。

[0015] 较佳地，每两个工位相对设置并共用一个称重装置，所述称重装置包括机架，所述

机架上设置有防尘罩，所述防尘罩内固定有料碗，所述防尘罩的顶部开设有两个进料口、底

部开设有出料口，所述防尘罩通过出料口连接料桶，每一进料口与对应的出料螺筒的底部

相连通，所述料碗上设置有一翻转轴，所述翻转轴与旋转气缸的输出轴连接，所述旋转气缸

的输出轴上通过轴承座连接有称重模块；

[0016] 所述称重模块用于对料碗内小料进行称重并将所称重量传输至控制器；

[0017] 所述控制器用于判断所称重量是否达到对应规格，在为是时控制旋转气缸驱动翻

转轴进行翻转，从而带动料碗进行180度翻转，以使得料碗内的小料倒入料桶内。

[0018] 较佳地，所述机架上还设置有仪表箱，所述仪表箱内集成有控制器和无线通讯模

块，所述控制器通过无线通讯模块与上位机进行通信。

[0019] 较佳地，所述助剂配料装置还包括显示屏，所述显示屏用于显示控制器传输来的

信息。

[0020] 在符合本领域常识的基础上，上述各优选条件，可任意组合，即得本发明各较佳实

例。

[0021] 本发明的积极进步效果在于：

[0022] 本发明的助剂配料系统，解决了目前助剂配料系统存在的工艺控制无法保证，计

量精度低，受环境温度影响较大，运行连续性、稳定性较差，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高等问

题，运行连续稳定，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弥补了这些计量方法上的缺失，从而

保证工艺，减少损失。

附图说明

[0023] 图1和2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组合式钢构平台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投料站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螺旋喂料机的立体图。

[0026] 图5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螺旋喂料机的剖视图。

[0027] 图6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称重装置的立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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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7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称重装置的剖视图。

[0029] 图8和9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全自动助剂配料系统的立体图。

[0030] 图10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称配报表图。

[0031] 图11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历史称配精度报表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

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

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3] 如图1-9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全自动助剂配料系统，其包括上位机和助剂配料

装置。

[0034] 其中，所述助剂配料装置包括控制器、组合式钢构平台1、滚柱输送装置2和料桶3

(见图8和9)，所述组合式钢构平台1上设置有多个工位11  (见图1和图2，图中示出18个工

位)，每一工位11对应有为每一小料配备的工位工装，所述组合式钢构平台1的底部设置有

滚柱输送装置2，所述料桶3置于滚柱输送装置2上，所述滚柱输送装置2的底部设置有与工

位对应的识别器，且所述多个工位中每两个工位相对设置并共用一个识别器。

[0035] 所述工位工装包括投料站4、螺旋喂料机5、称重装置6和显示屏，所述投料站4置于

对应的工位内，所述螺旋喂料机5位于投料站4的正下方，所述称重装置6位于螺旋喂料机5

的正下方。

[0036] 具体地，如图3所示，所述投料站4包括储料柱41和储料座42，所述储料座42的顶部

固定有储料柱41，所述储料柱41的侧部开设有投料口43，所述储料柱41的内部安装有格栅

44，所述储料柱41的顶部安装有除尘口  45，所述储料座42上安装有低料位传感器46，所述

储料柱41的顶部安装有运行指示灯47。所述低料位传感器46用于检测储料座42内的小料的

料位，所述控制器用于判断小料料位是否低于预设值，在为是时控制运行指示灯运行报警。

[0037] 如图4和5所示，所述螺旋喂料机5包括减速电机51、传动主轴52、螺杆53、料斗54、

搅拌桨55、出料螺筒56、气缸57、堵盖58和排气帽支架59；所述料斗54的顶部与储料座42的

底部固定连通，所述减速电机51 的输出轴上固定有传动主轴52的一端，所述传动主轴52的

中心轴上固定有螺杆53，所述料斗54和搅拌桨55均套设在传动主轴52上，且搅拌桨55  位于

料斗54内，所述传动主轴52的另一端连接有出料螺筒56，所述气缸  57穿设固定在出料螺筒

56的侧壁上，所述堵盖58固定在气缸57的输出轴上且堵盖58位于出料螺筒56内，所述排气

帽支架59设置于出料螺筒56内且延伸出出料螺筒56的顶部，所述搅拌桨55上固定有破拱器

511，所述料斗上开设有料口，所述料口上盖设有盖板513，所述盖板513通过夹具512  与料

斗相固定。

[0038] 如图6和7所示，每两个工位相对设置并共用一个称重装置6，所述称重装置6包括

机架61，所述机架61上设置有防尘罩62和仪表箱69，所述防尘罩62内固定有料碗63，所述防

尘罩62的顶部开设有两个进料口64、底部开设有出料口，所述防尘罩62通过出料口连接料

桶3，每一进料口与对应的出料螺筒56的底部相连通，所述料碗63上设置有一翻转轴65，所

述翻转轴65与旋转气缸66的输出轴连接，所述旋转气缸66的输出轴上通过轴承座67连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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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重模块68。所述仪表箱69内集成有控制器和无线通讯模块，所述控制器通过无线通讯模

块与上位机进行通信。

[0039] 所述上位机用于获取所需称配的称配信息，所述称配信息包括生产订单、助剂包

名、份数和每份所需的小料和对应规格，并将称配信息传送给控制器。

[0040] 所述控制器用于基于称配信息生成与份数一一对应的电子信息并将电子信息复

刻在标签盘上，所述标签盘中含有生产订单、助剂包名、每份所需的小料和对应规格。

[0041] 所述标签盘贴于料桶3的底部，所述滚柱输送装置2输送贴有标签盘的料桶，当将

贴有标签盘的料桶3输送至某一工位时，该工位对应的识别器识别标签盘中的信息，并判断

标签盘中每份所需的小料中是否含有该工位对应的小料，在为是时发送一需要该工位的小

料的信息至控制器。

[0042] 投料站将小料投至螺旋喂料机5内，所述控制器用于控制螺旋喂料机5  进行搅拌

并输送至称重装置6内进行称重，当称重装置6内所称的小料的重量达到对应规格后控制螺

旋喂料机5停止运行，所述控制器控制称重装置6  将所称的小料倒入料桶3内，所述显示屏

用于显示控制器传输来的信息。

[0043] 具体地，所述称重模块68用于对料碗63内小料进行称重并将所称重量传输至控制

器；所述控制器用于判断所称重量是否达到对应规格，在为是时控制旋转气缸66驱动翻转

轴65进行翻转，从而带动料碗63进行180度翻转，以使得料碗63内的小料倒入料桶3内。

[0044] 系统支持Excel格式导入上位机，将当天所称物料信息(助剂包名、份数、规格、对

应生产订单等)集中导入系统内。系统自动生成当天称配汇总表。同时，系统也支持人工输

入助剂包称量信息，见图10。

[0045] 如图11所示，为采用本发明的全自动助剂配料系统所称出的20份助剂包，每份需

要5中小料。

[0046] 虽然以上描述了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是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当理解，这些

仅是举例说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是由所附权利要求书限定的。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背

离本发明的原理和实质的前提下，可以对这些实施方式做出多种变更或修改，但这些变更

和修改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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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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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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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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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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