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1263817.X

(22)申请日 2020.11.12

(71)申请人 惠州市麒麟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 516000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

鸾岗村

(72)发明人 王海燕　

(74)专利代理机构 惠州市超越知识产权代理事

务所(普通合伙) 44349

代理人 陈文福

(51)Int.Cl.

G05B 19/41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混凝土脱模剂自动化生产系统及其操

作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混凝土脱模剂自动化生产

系统及其操作方法，所述生产系统包括依次分层

级连接的数字化模块、管理模块、操作模块、控制

模块、运行模块；所述数字化模块包括ERP模块、

远程监控模块、成本分析模块、追踪追溯模块、品

质改良模块。本发明可实现数字化、智能化，提升

自动化、实现少人化，提升效率，快速实施，降低

沟通成本，成本精细化管控，解决信息化孤岛，杜

绝浪费及人为不必要损失，提高数据透明度，做

到全生命周期管控及全程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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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混凝土脱模剂自动化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分层级连接的数字化模

块、管理模块、操作模块、控制模块、运行模块；

所述数字化模块包括ERP模块、远程监控模块、成本分析模块、追踪追溯模块、品质改良

模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脱模剂自动化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管理模块包

括原料管理模块、订单计划模块、绩效与派工管理模块、配方管理模块、仓库管理模块、成品

数据模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脱模剂自动化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操作模块包

括设备管理模块、预警维护模块。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脱模剂自动化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模块包

括自动化模块。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脱模剂自动化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运行模块包

括触控屏、设备状态指示模块、设备操作按钮、原料输送、称重配料模块、工艺设备控制模

块。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混凝土脱模剂自动化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触控屏包括

生产任务编辑模块、生产配方编辑模块、参数设置模块、生产数据管理模块。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混凝土脱模剂自动化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上位机，上位机位于控制控制室，管理人员可以通过上位机监视整个生成流

程，并编辑配方及生产任务；

操作触摸屏，每台搅拌设备旁边会配备一台小电箱，安装有触摸屏面板及相关启停按

钮和指示灯，操作员可以方便的在当前触摸屏上监测到该台设备的运行状态及生产信息，

同时也可在触摸屏上查询到该台设备的配方数据及工艺参数；

通过启停按钮来启停配料过程，根据指示灯状态判断手动投入小料，并通过确认按钮

进入下一步骤；

PLC控制柜，系统包括一面PLC柜及3面远程柜；

控制设备连接，控制室的上位机，搅拌设备现场的触摸屏及控制柜内的PLC，远程柜的

接口模块设备通过网线经交换机组成通讯连接，完成数据交换。

8.一种混凝土脱模剂自动化生产系统的操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生产任

务、配方→工艺参数→系统启动→自动、人工配料→数据记录→系统停止。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操作方法，其特征在于，生产任务、配方：生产管理人员上位机

上调用或编辑生产配方及生产任务，并分配到设备，各个搅拌设备的触摸屏上可查询到当

前需生产的配方及任务。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操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工艺参数：操作人员可根据实际工况

调整工艺参数；

系统启动：操作人员根据指示，在触摸屏或柜面按下启动按钮开始配料生产；

自动、人工配料：配料过程中主原料根据生产排序自动判断进料，配料过程将会在触摸

屏及上位机上显示及指引操作人员进行小料加料；

数据记录：配料完成，生产数据将被记录并保存在上位机，以便查询和为信息化提供数

字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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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停止：根据设置模式或工艺，系统配料完成后循环或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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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混凝土脱模剂自动化生产系统及其操作方法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属于化工自动化生产系统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混凝土脱模剂自动化生

产系统及其操作方法。

[0003]

背景技术

[0004] 脱模剂是一种介于模具和成品之间的功能性物质。脱模剂有耐化学性，在与不同

树脂的化学成份(特别是苯乙烯和胺类)接触时不被溶解。脱模剂还具有耐热及应力性能，

不易分解或磨损；脱模剂粘合到模具上而不转移到被加工的制件上，不妨碍喷漆或其他二

次加工操作。由于注塑、挤出、压延、模压、层压等工艺的迅速发展，脱模剂的用量也大幅度

地提高。

[0005] 现有技术中，通常采用人工或半自动化进行脱模剂的稀释、混合等生产。工艺流程

长，生产效率低，且人工劳动强度大，计量准确率低，稀释后的脱模剂浓度与预定浓度值偏

差较大，影响脱模质量，使得产品质量低甚至不达标。

[0006] 为保证生产质量，提供生产效率，提升生产的数字化和自动化程度，需要提出一种

新的自动化生产系统。

[0007]

发明内容

[0008]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一种混凝土脱模剂自动化生产系统及其操作方法。

[0009]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混凝土脱模剂自动化生产系统，包括依次分层级连接的数字化模块、管理模

块、操作模块、控制模块、运行模块；

所述数字化模块包括ERP模块、远程监控模块、成本分析模块、追踪追溯模块、品质

改良模块。

[0010] 本发明提供一套数字化操作系统，可实现：提高自动化水平，降低人工参与；加强

场内物资管理，减少浪费；建立数字化平台，整合智能设备，消息信息孤岛；利用好平台，提

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形成标准化，可快速复制实施。

[0011] 所述管理模块包括原料管理模块、订单计划模块、绩效与派工管理模块、配方管理

模块、仓库管理模块、成品数据模块。

[0012] 所述操作模块包括设备管理模块、预警维护模块。

[0013] 所述控制模块包括自动化模块。

[0014] 所述运行模块包括触控屏、设备状态指示模块、设备操作按钮、原料输送、称重配

料模块、工艺设备控制模块。

[0015] 所述触控屏包括生产任务编辑模块、生产配方编辑模块、参数设置模块、生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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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模块。

[0016] 本发明提供的运行模块，可实现产线自动化、工艺自动化、配方自动化、生产数据

采集。

[0017] 具体的，产线自动化：PC上位机,HMI监控，设备之间互联互通；达到的效果：提高生

产效率，节省人工。

[0018] 工艺自动化：根据不同产品自动匹配工艺参数，根据工艺需求对设备转速/进料次

序进行自动控制，根据工艺需求将配方设备与生产设备进行自动控制，实现物料配方与工

艺配方的自动化；达到的效果：减少对有经验工人的依赖，避免人为因素的影响，严格按照

工艺要求生产，节省人工，可通过重要工艺参数进行质量控制，提高产品质量和产品一致

性。

[0019] 配方自动化：设定配方，根据不同产品调用配方，根据不同生产模式自动调整配

方，通过物料自动化系统自动执行配方；达到的效果：配方保密，避免人为因素的影响，严格

按照工艺要求生产，节省人工，提高产品质量和产品一致性。

[0020] 生产数据采集：原料数据采集，成品数据采集，设备数据采集，生产过程中的重量，

电机转速等数据采集；达到的效果：生产过程可追溯，为降低成本，改善产品质量和提高生

产效率提供数据支撑。

[0021] 还包括：上位机，上位机位于控制控制室，管理人员可以通过上位机监视整个生成

流程，并编辑配方及生产任务；

操作触摸屏，每台搅拌设备旁边会配备一台小电箱，安装有触摸屏面板及相关启

停按钮和指示灯，操作员可以方便的在当前触摸屏上监测到该台设备的运行状态及生产信

息，同时也可在触摸屏上查询到该台设备的配方数据及工艺参数；

通过启停按钮来启停配料过程，根据指示灯状态判断手动投入小料，并通过确认

按钮进入下一步骤；

PLC控制柜，系统包括一面PLC柜及3面远程柜；现场电机，称重传感器，光电开关，

阀门，按钮，指示灯等通过硬接线连接到各自区域的控制柜的变频器，PLC称重模块，数字量

模块等。

[0022] 控制设备连接，控制室的上位机，搅拌设备现场的触摸屏及控制柜内的PLC，远程

柜的接口模块设备通过网线经交换机组成通讯连接，完成数据交换。

[0023] 与现有技术比较，本发明系统具有以下优势：触摸屏现场显示，指引操作工人规

范，正确的进行生产，提高产品稳定性和生产效率；生产数据采集，为降级成本，改善产品质

量，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数字化生产提供数据支撑；配方储存及工艺参数管理，根据不同工

艺方便调用不同的生产配方，减少对工人生产经验的依赖，提高产品质量和产品一致性；生

产电子看板，方便管理和销售人员实时掌握生产进度，提高沟通效率。全自动化的控制理

念，为进一步全自动化生产打好基础。

[0024]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混凝土脱模剂自动化生产系统的操作方法生产任务，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步骤：生产任务、配方→工艺参数→系统启动→自动、人工配料→数据记录→

系统停止。

[0025] 生产任务、配方：生产管理人员上位机上调用或编辑生产配方及生产任务，并分配

到设备，各个搅拌设备的触摸屏上可查询到当前需生产的配方及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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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工艺参数：操作人员可根据实际工况调整工艺参数，例如转速,时间等；

系统启动：操作人员根据指示，在触摸屏或柜面按下启动按钮开始配料生产；

自动、人工配料：配料过程中主原料根据生产排序自动判断进料，配料过程将会在

触摸屏及上位机上显示及指引操作人员进行小料加料；

数据记录：配料完成，生产数据将被记录并保存在上位机，以便查询和为信息化提

供数字化支撑；

系统停止：根据设置模式或工艺，系统配料完成后循环或停止。

[002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1.实现数字化、智能化–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信息自动采集，打通全产业链；

2.提升自动化、实现少人化–提高自动化水平，降低人工成本；

3.提升效率，快速实施–智能排产派工，作业问题立即知晓、系统操作便利、方便跨

部门协同工作；

4.降低沟通成本–跨部门协同、即时共享数据、异常数据自动提醒；

5.成本精细化管控–真正落实养殖成本精细化、可实现快速结账；

6.解决信息化孤岛–从采购、物资管理…实现全方位管控；

7.杜绝浪费及人为不必要损失–减少人工作业环节、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及人为损

失；

8.提高数据透明度–数据实时共享，根据上下游产业的数据形成联动；

9.做到全生命周期管控及全程追溯–提供生产数据管理，做到质量追溯和排产管

理。

[0028]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但不应该将此理解为本发明的

范围仅限于以下的实例。

实施例

[0030] 一种混凝土脱模剂自动化生产系统，包括依次分层级连接的数字化模块、管理模

块、操作模块、控制模块、运行模块；

所述数字化模块包括ERP模块、远程监控模块、成本分析模块、追踪追溯模块、品质

改良模块。

[0031] 本发明提供一套数字化操作系统，可实现：提高自动化水平，降低人工参与；加强

场内物资管理，减少浪费；建立数字化平台，整合智能设备，消息信息孤岛；利用好平台，提

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形成标准化，可快速复制实施。

[0032] 所述管理模块包括原料管理模块、订单计划模块、绩效与派工管理模块、配方管理

模块、仓库管理模块、成品数据模块。

[0033] 所述操作模块包括设备管理模块、预警维护模块。

[0034] 所述控制模块包括自动化模块。

[0035] 所述运行模块包括触控屏、设备状态指示模块、设备操作按钮、原料输送、称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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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模块、工艺设备控制模块。

[0036] 所述触控屏包括生产任务编辑模块、生产配方编辑模块、参数设置模块、生产数据

管理模块。

[0037] 本发明提供的运行模块，可实现产线自动化、工艺自动化、配方自动化、生产数据

采集。

[0038] 具体的，产线自动化：PC上位机,HMI监控，设备之间互联互通；达到的效果：提高生

产效率，节省人工。

[0039] 工艺自动化：根据不同产品自动匹配工艺参数，根据工艺需求对设备转速/进料次

序进行自动控制，根据工艺需求将配方设备与生产设备进行自动控制，实现物料配方与工

艺配方的自动化；达到的效果：减少对有经验工人的依赖，避免人为因素的影响，严格按照

工艺要求生产，节省人工，可通过重要工艺参数进行质量控制，提高产品质量和产品一致

性。

[0040] 配方自动化：设定配方，根据不同产品调用配方，根据不同生产模式自动调整配

方，通过物料自动化系统自动执行配方；达到的效果：配方保密，避免人为因素的影响，严格

按照工艺要求生产，节省人工，提高产品质量和产品一致性。

[0041] 生产数据采集：原料数据采集，成品数据采集，设备数据采集，生产过程中的重量，

电机转速等数据采集；达到的效果：生产过程可追溯，为降低成本，改善产品质量和提高生

产效率提供数据支撑。

[0042] 还包括：上位机，上位机位于控制控制室，管理人员可以通过上位机监视整个生成

流程，并编辑配方及生产任务；

操作触摸屏，每台搅拌设备旁边会配备一台小电箱，安装有触摸屏面板及相关启

停按钮和指示灯，操作员可以方便的在当前触摸屏上监测到该台设备的运行状态及生产信

息，同时也可在触摸屏上查询到该台设备的配方数据及工艺参数；

通过启停按钮来启停配料过程，根据指示灯状态判断手动投入小料，并通过确认

按钮进入下一步骤；

PLC控制柜，系统包括一面PLC柜及3面远程柜；现场电机，称重传感器，光电开关，

阀门，按钮，指示灯等通过硬接线连接到各自区域的控制柜的变频器，PLC称重模块，数字量

模块等。

[0043] 控制设备连接，控制室的上位机，搅拌设备现场的触摸屏及控制柜内的PLC，远程

柜的接口模块设备通过网线经交换机组成通讯连接，完成数据交换。

[0044] 与现有技术比较，本发明系统具有以下优势：触摸屏现场显示，指引操作工人规

范，正确的进行生产，提高产品稳定性和生产效率；生产数据采集，为降级成本，改善产品质

量，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数字化生产提供数据支撑；配方储存及工艺参数管理，根据不同工

艺方便调用不同的生产配方，减少对工人生产经验的依赖，提高产品质量和产品一致性；生

产电子看板，方便管理和销售人员实时掌握生产进度，提高沟通效率。全自动化的控制理

念，为进一步全自动化生产打好基础。

[0045]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混凝土脱模剂自动化生产系统的操作方法生产任务，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步骤：生产任务、配方→工艺参数→系统启动→自动、人工配料→数据记录→

系统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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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生产任务、配方：生产管理人员上位机上调用或编辑生产配方及生产任务，并分配

到设备，各个搅拌设备的触摸屏上可查询到当前需生产的配方及任务。

[0047] 工艺参数：操作人员可根据实际工况调整工艺参数，例如转速,时间等；

系统启动：操作人员根据指示，在触摸屏或柜面按下启动按钮开始配料生产；

自动、人工配料：配料过程中主原料根据生产排序自动判断进料，配料过程将会在

触摸屏及上位机上显示及指引操作人员进行小料加料；

数据记录：配料完成，生产数据将被记录并保存在上位机，以便查询和为信息化提

供数字化支撑；

系统停止：根据设置模式或工艺，系统配料完成后循环或停止。

[0048]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

[0049]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需注意的是，本发明中所未详细描述的技术特征，均可以通过本

领域任一现有技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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