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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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152104.X

(22)申请日 2021.01.20

(73)专利权人 贝特瑞(江苏)新能源材料有限公

司

地址 213200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复兴南

路519号

(72)发明人 周方　程兴旺　吴敦勇　李守斌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汇思诚业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444

代理人 钱娴静

(51)Int.Cl.

B01F 15/04(2006.01)

B01F 15/02(2006.01)

B01F 15/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定量投料系统

(57)摘要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定量投料系统，定量投料

系统包括：多个自动上料机，多个自动上料机分

别与对应的物料源连接；多个称重仓，多个称重

仓的进料口与多个自动上料机的出料口一一对

应连接；称重仓与上料机的连接处设有第一卸料

器，且每个称重仓配置有重量传感器；存料仓，存

料仓的进料口与多个称重仓的出料口连接，存料

仓的出料口用于与物料混合机的进料口连接。本

申请提供的定量投料系统，能够适用于大批量、

多批次产品的生产，可实现自动化定量投料，降

低投料过程中异物混入风险，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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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定量投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定量投料系统包括：

多个自动上料机(2)，所述多个自动上料机(2)分别与对应的物料源连接；

多个称重仓(8)，所述多个称重仓(8)的进料口与所述多个自动上料机(2)的出料口一

一对应连接；所述称重仓(8)与所述上料机(2)的连接处设有第一卸料器(61)，且每个所述

称重仓(8)配置有重量传感器(9)；

存料仓(11)，所述存料仓(11)的进料口与所述多个称重仓(8)的出料口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定量投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自动上料机(2)为真空上料

机，所述真空上料机顶部设有风机接口(1)，所述风机接口(1)通过管道与风机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定量投料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自动上料机(2)设有一

个上料机进料口(5)，且每个所述上料机进料口(5)通过第一物料管道与对应一个物料源连

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定量投料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除铁器(7)，所述除铁器

(7)设置于所述第一卸料器(61)和所述称重仓(8)的进料口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定量投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称重仓(8)的中部两侧对称

设有至少两个所述重量传感器(9)。

6.根据权利要求1或5所述的定量投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称重仓(8)与所述存料仓

(11)的连接处设有第二卸料器(62)；

所述定量投料系统还包括用于接收所述重量传感器(9)采集的所述称重仓(8)内的物

料重量数据，并根据所述物料重量数据控制所述第二卸料器(62)的打开或关闭的控制器

(100)，所述重量传感器(9)与所述控制器(100)通信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定量投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称重仓(8)的下部安装有至

少一个反吹气锤(1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定量投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称重仓(8)的顶部安装有除

尘器(3)，所述除尘器(3)通过除尘器接口(4)与所述称重仓(8)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定量投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存料仓(11)的出料口设有第

三卸料器(63)，所述第三卸料器(63)通过第二物料管道(12)与物料混合机的进料口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定量投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物料管道和/或所述第

二物料管道(12)的内壁涂覆有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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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定量投料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定量投料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定量投料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锂离子电池材料的生产过程中，混合工序的原料投料方式多为人工投料，

即根据配比计划预先称重好特定重量的原料，通过负压抽送或投料口直接投料的方式将一

种或多种原料直接投送到混合机中进行混合；这种人工投料方法虽然简单直接，但不适合

同一产品的大批量、多批次生产，同时，人工投料过程中，大大增加异物混入风险，影响成品

性能。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定量投料系统，能够适用于大批量、多批次产品的生产，可实现

自动化定量投料，降低投料过程中异物混入风险，提高生产效率。

[0004]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定量投料系统，所述定量投料系统包括：

[0005] 多个自动上料机，所述多个自动上料机分别与对应的物料源连接；

[0006] 多个称重仓，所述多个称重仓的进料口与所述多个自动上料机的出料口一一对应

连接；所述称重仓与所述上料机的连接处设有第一卸料器，且每个所述称重仓配置有重量

传感器；

[0007] 存料仓，所述存料仓的进料口与所述多个称重仓的出料口连接。

[0008] 在上述方案中，所述自动上料机将原料分别输送至对应的称重仓中，每个称重仓

配有重量传感器，在预先确定好配比重量后，可通过每个称重仓的重量传感器分别精确称

量原料，然后输送至存料仓中，进而转入物料混合机中进行混合；剩余的原料可暂时存储在

对应的称重仓内，供下一批次混合使用；本申请的定量投料系统能够适用于大批量、多批次

产品的生产，可实现自动化定量投料，提高生产效率。

[0009] 在一种可行的实施方式中，所述自动上料机为真空上料机，所述真空上料机顶部

设有风机接口，所述风机接口通过管道与风机连接。

[0010] 在上述方案中，采用真空上料机，通过负压输送物料，从而实现自动化上料，降低

人工投料时异物混入风险。

[0011] 在一种可行的实施方式中，每个所述自动上料机设有一个上料机进料口，且每个

所述上料机进料口通过第一物料管道与对应一个物料源连接。

[0012] 在上述方案中，每种物料对应设有一个自动上料机，进而通过自动上料机输入称

重仓，实现称重仓对各种物料的暂存、称重，有利于多批次、循环投料。

[0013] 在一种可行的实施方式中，还包括除铁器，所述除铁器设置于所述第一卸料器和

所述称重仓的进料口之间。

[0014] 在上述方案中，通过设置除铁器，可以进一步减少物料中的磁性物质含量，提高成

品的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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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在一种可行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称重仓的中部两侧对称设有至少两个所述重量传

感器。

[0016] 在上述方案中，通过在称重仓的两侧对称设置重量传感器，可以通过两个重量传

感器的数据对投料量进行精准把控，保证物料配比的准确性。

[0017] 在一种可行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称重仓与所述存料仓的连接处设有第二卸料器；

所述定量投料系统还包括用于接收所述重量传感器采集的所述称重仓内的物料重量数据，

并根据所述物料重量数据控制所述第二卸料器的打开或关闭的控制器，所述重量传感器与

所述控制器通信连接。

[0018] 在上述方案中，通过设置控制器，控制器根据所述物料重量数据控制第二卸料器

的打开或关闭，从而实现自动化定量投料，降低投料过程中异物混入风险，提高生产效率。

[0019] 在一种可行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称重仓的下部安装有至少一个反吹气锤。

[0020] 在上述方案中，通过设置反向气锤，可以对称重仓内的物料进行周期性反吹，防止

物料堵塞出料口。

[0021] 在一种可行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称重仓的顶部安装有除尘器，所述除尘器通过除

尘器接口与所述称重仓连接。

[0022] 在上述方案中，在称重仓顶部设置除尘器，可以降低生产环境中的粉尘。

[0023] 在一种可行的实施方式中，所述存料仓的出料口设有第三卸料器，所述第三卸料

器通过第二物料管道与物料混合机的进料口连接。

[0024] 在上述方案中，通过第二物料管道连接存料仓与混合机，可以灵活控制第二物料

管道与混合机的对接与分离。

[0025] 在一种可行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物料管道和/或所述第二物料管道的内壁涂

覆有陶瓷。

[0026] 在上述方案中，第一物料管道和/或第二物料管道内涂覆有陶瓷，可以降低物料输

送过程中磁性异物混入的风险。

[0027] 应当理解的是，以上的一般描述和后文的细节描述仅是示例性的，并不能限制本

申请。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申请实施例所提供一种定量投料系统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9] 附图标记：

[0030] 1‑风机接口；2‑自动上料机；3‑除尘器；4‑除尘器接口；

[0031] 5‑上料机进料口；61‑第一卸料器；62‑第二卸料器；63‑第三卸料器；7‑除铁器；

[0032] 8‑称重仓；

[0033] 9‑重量传感器；10‑反吹气锤；

[0034] 11‑存料仓；12‑第二物料管道；

[0035] 100‑控制器。

[0036] 此处的附图被并入说明书中并构成本说明书的一部分，示出了符合本申请的实施

例，并与说明书一起用于解释本申请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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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为了使本申请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申请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申请，并

不用于限定本申请。

[0038] 在本说明书的描述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描

述的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除非另有规定或说明，术语“多个”是指两

个或两个以上；术语“连接”、“固定”等均应做广义理解，例如“连接”可以是固定连接或者是

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或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

[0039] 本说明书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本申请实施例所描述的“上”、“下”等方位词是

以附图所示的角度来进行描述的，不应理解为对本申请实施例的限定。此外，在上下文中，

还需要理解的是，当提到一个元件连接在另一个元件“上”或者“下”时，其不仅能够直接连

接在另一个元件“上”或者“下”，也可以通过中间元件间接连接在另一个元件“上”或者

“下”。

[0040] 实施例1

[0041] 图1为本申请实施例所提供一种定量投料系统的整体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定

量投料系统包括多个自动上料机2，所述多个自动上料机2分别与对应的物料源连接；

[0042] 多个称重仓8，所述多个称重仓8的进料口与所述多个自动上料机2的出料口一一

对应连接；所述称重仓8与所述上料机2的连接处设有第一卸料器61，且每个所述称重仓8配

置有重量传感器9；

[0043] 存料仓11，所述存料仓11的进料口与所述多个称重仓8的出料口连接，所述存料仓

11的出料口用于与物料混合机的进料口连接。

[0044] 在上述方案中，所述自动上料机将原料分别输送至对应的称重仓中，每个称重仓

配有重量传感器，在预先确定好配比重量后，可通过每个称重仓的重量传感器分别精确称

量原料，然后输送至存料仓中，进而转入物料混合机中进行混合；剩余的原料可暂时存储在

对应的称重仓内，供下一批次混合使用；本申请的定量投料系统能够适用于大批量、多批次

产品的生产，可实现自动化定量投料，降低投料过程中异物混入风险，提高生产效率。

[0045] 在一些具体的实施方式中，所述自动上料机2为真空上料机，所述真空上料机顶部

设有风机接口1，所述风机接口1通过管道与风机连接。具体地，风机可以是罗茨鼓风机、透

平鼓风机等等，在此不做限定。这里的管道可以是玻璃纤维风管、铁皮风管、塑胶风管等等。

[0046] 在风机的作用下，自动上料机2内形成负压状态，物料粉末可以通过自动上料机2

输入对应的称重仓8内。可以理解地，采用真空上料机，通过负压输送物料，从而实现自动化

上料，可以降低人工投料时异物混入风险。

[0047] 在一些具体的实施方式中，每个所述自动上料机2设有一个上料机进料口5，且每

个所述上料机进料口5通过第一物料管道(图未示)与对应一个物料源连接；第一物料管道

的内壁涂覆有陶瓷，可以降低物料输送过程中磁性异物混入的风险。

[0048] 在本实施例中，定量投料系统包括三个自动上料机2(即需要3种原料)，每个自动

上料机2通过第一物料管道与对应一个物料源连接，可以理解地，自动上料机2的数量可以

根据原料的种类进行设置。

[0049] 在上述方案中，每种物料对应设有一个自动上料机2，进而通过自动上料机2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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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重仓8，实现称重仓8对各种物料的暂存、称重，有利于多批次、循环投料。

[0050] 相对应地，定量投料系统包括三个称重仓8，每个称重仓8的进料口与对应一个自

动上料机2的出料口对应连接，物料通过自动上料机2即可进入称重仓8内。

[0051] 在本实施例中，为了提高进料速度及进料均匀度，自动上料机2的出料口设有第一

卸料器61，第一卸料器61可以是电磁振动卸料器等等，在此不做限定。

[0052] 进一步地，为了减少物料中的磁性物质含量对负极材料成品的品质影响，定量投

料系统还包括除铁器7，除铁器7设置于所述第一卸料器61和所述称重仓8的进料口之间。除

铁器7具有强大磁场吸引力，能够对经过除铁器的负极材料颗粒中的磁性物质进行吸附、去

除，从而提高负极材料成品的合格率。

[0053]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称重仓8的顶部安装有除尘器3，所述除尘器3通过除尘器接口

4与所述称重仓8连接，以降低生产环境中的粉尘。

[0054] 进一步地，所述称重仓8的中部两侧对称设有至少两个所述重量传感器9，对称设

置的重量传感器9可以提高采集到的物料重量数据的准确性，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可以利用

两个重量传感器9采集的数据计算平均值，进而得到物料重量数据，从而实现对投料量进行

精准把控，保证物料配比的准确性。

[0055] 所述定量投料系统还包括控制器100，所述重量传感器9与所述控制器100通信连

接，所述称重仓8与所述存料仓11的连接处设有第二卸料器62。具体地，控制器100可以是可

编程逻辑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PLC)。

[0056] 重量传感器9可以将称重仓8内的物料重量实时发送给控制器100，控制器100用于

接收所述重量传感器9采集的所述称重仓8内的物料重量数据，并根据所述物料重量数据控

制第二卸料器62的打开或关闭。通过设置控制器100控制所述第二卸料器62的打开或关闭，

从而实现自动化定量投料，降低投料过程中异物混入风险，提高生产效率。

[0057] 进一步地，所述称重仓8的下部安装有至少一个反吹气锤10。在本实施例中，称重

仓8的下部安装有两个反吹气锤。可以理解地，通过设置反向气锤10，可以对称重仓8内的物

料进行周期性反吹，防止物料堵塞出料口。

[0058] 在本实施例中，存料仓11的进料口与三个称重仓8的出料口连接，存料仓11内的物

料是根据预设的物料比例关系配比好的，存料仓11内的混合物料进入物料混合机进行混

合，可以实现多批次、大批量的连续生产。

[0059] 当需要对物料进行混合时，可以通过控制器100控制存料仓11底部的第二卸料器

62打开，存料仓11内的混合物料即可进入物料混合机，进行进一步地混合，提高物料混合均

匀度。

[0060]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存料仓11的出料口设有第三卸料器63，所述第三卸料器63的

出料口通过第二物料管道12与所述物料混合机的进料口连接。所述第二物料管道12的内壁

涂覆有陶瓷，可以降低物料输送过程中磁性异物混入的风险。

[0061] 可以理解地，通过第二物料管道连接存料仓与混合机，可以灵活控制第二物料管

道与混合机的对接与分离。

[0062]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卸料器61、第二卸料器62及第三卸料器63均与控制器通信连

接，控制可以预设的计算机程序控制第一卸料器61、第二卸料器62及第三卸料器63的打开

或关闭，从而实现全投料过程的自动化，整个投料、混合过程中物料始终与外界隔绝，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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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了异物混入风险，提高生产效率，提高成品的品质。

[0063] 以上仅为本申请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申请，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来说，本申请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申请的精神和原则下，所作的任何修改、等

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申请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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