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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教学的啤酒自动化

生产方法。它具体包括如下步骤：(1)理瓶及清洗

工艺；(2)灌装、供盖及打盖工艺；(3)积放台工

艺；(4)异物检测工艺；(5)贴标工艺；(6)自动装

箱工艺；(7)自动移载工艺；(8)立体库及堆垛机

工艺。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学生能够直观的了

解啤酒生产的过程，不需要建设真实对象的啤酒

自动化生产线，减小了设备的投入，同时也降低

了设备所需的占地投入，而且对于相应设备的维

护成本也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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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教学的啤酒自动化生产方法，其特征是，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1)理瓶及清洗工艺：在储瓶库中取出瓶子并控制取瓶的速度，将瓶子送往清洗传送带

上，实现对瓶子的清洗；

(2)灌装、供盖及打盖工艺：实现对啤酒的灌装，同时顺序供应瓶盖，给啤酒瓶装盖；

(3)积放台工艺：实现打盖部分与后续部分的缓冲；

(4)异物检测工艺：检测传送带上是否有异物，有异物则进行异物检测；

(5)贴标工艺：给打盖后的瓶子贴标签；

(6)自动装箱工艺：实现对啤酒的装箱；

(7)自动移载工艺：将啤酒箱送往立体库接送台处；

(8)立体库及堆垛机工艺：对啤酒箱进行入库与出库操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教学的啤酒自动化生产方法，其特征是，在步骤(1)

中，理瓶及清洗工艺具体为：瓶子在储瓶库中经传送带运出，输送途中首先经过光电传感器

的检测，判断瓶口和瓶尾的方向，并将此信息存入队列中并根据传送带上瓶子的数目调控

传送带的速度，若传送带上瓶子较多，则提高速度，否则减小速度，瓶子传送到传送带的末

端时，从队列中取出一个瓶子信息，根据此瓶子信息控制电磁阀进行拔瓶操作，使与瓶口的

方向相一致的拨瓶棒弹出，依次确保瓶子落下是瓶口朝上的；将瓶子运送放置到清洗的气

嘴上，通过光电传感器信号控制输送轴运行到指定位置并将清洗泵开启实现瓶的清洗，到

达出瓶点，通过出瓶位观点传感器信号控制机械手将瓶取出及输送轴的放原点回归，以便

下一次动作的实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教学的啤酒自动化生产方法，其特征是，在步骤(2)

中，灌装、供盖及打盖工艺具体为：将瓶子传送到灌装口下，通过光电传感器信号控制驱动

轴运行到指定位置并将其泵开启实现瓶的罐装，当灌装到指定液位时停止灌装，并将灌装

后瓶子放到传送带上送往打盖部分；与此同时，将要供应瓶盖倒入漏斗里，瓶盖经提升机提

出，在提升过程中由检测设备检测瓶盖的方向是否正确，正确的瓶盖继续经提升机提出，方

向不对的被推出下落到漏斗里，瓶盖提升到指定位置由气体吹入滑道，经滑道送到指定位

置，等待打盖；传送带上的经灌装后的啤酒瓶送往指定位置由夹紧装置夹紧，机械手将上一

部指定位置的瓶盖取过放到啤酒瓶上，拧盖装置将瓶盖拧紧，装完盖的啤酒瓶由另一侧排

出送到传送带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教学的啤酒自动化生产方法，其特征是，在步骤(3)

中，积放台工艺具体为：啤酒瓶由传送带从打盖之后来到隔板处停止，传入位光电传感器得

到信号，随即机械臂气泵控制转动到啤酒瓶上方，机械手下降抓住瓶盖，积放主取位传感器

判断前方有无瓶等待，若有则机械手将传入的啤酒瓶放入积放传送带，实现对啤酒瓶的储

存；若无则机械手将传入的啤酒瓶放入异物检测传送带进入到下一工位；此外，当传送带上

啤酒瓶过少，长时间传送带无来瓶且积放台有瓶时，积放台主取瓶位传感器被触发后，同时

启动计时器，设计倒计时40秒，若入瓶位传感器检测到有来瓶，则此计时器被重置，倒计时

40秒完成后，积放台传送带反转启动，定时器倒计时2秒，积放台始端传感器检测有无瓶经

过，若有瓶经过，机械手下降抓取积放台瓶子，上升后旋转至传送带，并放至传送带上，若无

瓶经过，则继续定时器倒计时2秒，积放台始端传感器检测有无瓶经过，同时入瓶位传感器

实时检测；若积放台没有瓶子，此时机械手无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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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教学的啤酒自动化生产方法，其特征是，在步骤(4)

中，异物检测工艺具体为：啤酒瓶经过异物检测传送带时，检测是否有异物，如果有异物则

将其经机械手转移至金属检测器，如果没有异物则将其经机械手转移至传动带上进入下一

工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教学的啤酒自动化生产方法，其特征是，在步骤(5)

中，贴标工艺具体为：传送带上的瓶子被送到贴标签处，贴标签处瓶子以相应的速度旋转；

与此同时，标签与瓶子相同速度旋转实现贴标，贴标后将瓶子送到传送带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教学的啤酒自动化生产方法，其特征是，在步骤(6)

中，自动装箱工艺具体为：在生产线上将合格的瓶装啤酒送入生产线的末端后，将空箱由空

箱存储台送入转位控制及等待装箱台，然后等待机械手臂抓取瓶子装入空箱内，机械手完

成装箱工作后，将会读取入库信号判断下一工位是否繁忙，若并不繁忙，转位控制及等待装

箱台将装好的完成箱送入手推车，从而进入下一工位；若是繁忙，则将完成箱送入完成箱的

暂放台，暂放台将在其上有完成箱暂放以及下一工位可以送入新的箱子情况下，将暂放台

的完成箱经由转台送入下一工位。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教学的啤酒自动化生产方法，其特征是，在步骤(7)

中，自动移载工艺具体为：将上一工位装有啤酒瓶的箱子通过滚道输送放到自动移栽车上，

并控制自动移栽车将啤酒箱送往立体库接送台上；其中：自动移载车能够自动选择路径运

送啤酒箱，按轨道运动运送啤酒，由光电传感器和接近开关进行定位。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教学的啤酒自动化生产方法，其特征是，在步骤(8)

中，立体库及堆垛机工艺具体为：堆垛机在巷道内进行水平往复直线、垂直升降和货叉伸缩

叉取一系列协调动作，实现货物从巷道端口输送台到指定货位的入库作业，以及从指定货

位到巷道端口输送台的出库作业，从而与巷道端口出入库输送机系统一起实现货物的自动

出入库。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用于教学的啤酒自动化生产方法，其特征是，在步骤(8)

中，堆垛机由两台伺服电机进行定位控制，其中一台伺服电机控制堆垛机的水平运动，另一

台伺服电机控制货叉的升降运动，在两台伺服电机的精确控制下，实现堆垛机对每个货位

的精确定位运行；货叉的伸缩由气动机构控制，当气动电磁阀收到信号后打开，高压空气推

动货叉伸出，当气动电磁阀信号消失后，高压空气推动货叉缩回；当堆垛机上的转台做货物

输入通道使用时，转台将巷道端口输送台上货物接收，然后通过输送带送到接送台上，当堆

垛机上的转台做输出通道使用时，转台将接送台上货物接收，然后转动相应的角度后，输送

到预置的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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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教学的啤酒自动化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啤酒自动化生产相关技术领域，尤其是指一种用于教学的啤酒自动化

生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分步式网络化流程工业自动化生产系统包含可编程控制技术、交流伺服驱动技

术、人机界面技术、多自由度机械臂技术、网络控制技术以及自动化物流管理等多领域知

识。实际啤酒自动化生产线包含制麦、糖化、过滤、发酵、熟化、杀菌、储存、理瓶、清洗、灌装、

封盖、金检、贴标、装箱、移载、入库等全过程，涵盖了过程控制系统、运动控制系统以及自动

化物流系统的所有要素，是分步式网络化流程工业自动化生产系统在工业领域的典型应

用，将其引入到教学，模拟啤酒自动化生产线将是满足学生“基于问题的学习、基于项目的

学习、基于案例的学习的研究性学习方法”的最佳载体之一。

[0003] 但若建真实对象的模拟啤酒自动化生产线实训室，会涉及到设备投入较大，占用

场地大及设备管理维护成本高等问题。当前随着计算机图形图像技术、网络技术、动画技术

的不断发展，基于3D虚拟互动技术实现虚拟啤酒自动化生产仿真工厂成为可能。虚拟啤酒

自动化生产仿真工厂能对企业生产的真实对象工作过程逼真重现，学生通过虚拟对象可以

仔细了解其基本结构、控制原理和工作过程，也可运用交互技术对啤酒自动化生产线上不

同项目进行控制方案设计及系统调试，从而达到技能训练之要求，同时也解决了真实对象

建设投入大、占地多、维护成本高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上述的不足，提供了一种投入小、占地少且维

护成本低的用于教学的啤酒自动化生产方法。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用于教学的啤酒自动化生产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07] (1)理瓶及清洗工艺：在储瓶库中取出瓶子并控制取瓶的速度，将瓶子送往清洗传

送带上，实现对瓶子的清洗；

[0008] (2)灌装、供盖及打盖工艺：实现对啤酒的灌装，同时顺序供应瓶盖，给啤酒瓶装

盖；

[0009] (3)积放台工艺：实现打盖部分与后续部分的缓冲；

[0010] (4)异物检测工艺：检测传送带上是否有异物，有异物则进行异物检测；

[0011] (5)贴标工艺：给打盖后的瓶子贴标签；

[0012] (6)自动装箱工艺：实现对啤酒的装箱；

[0013] (7)自动移载工艺：将啤酒箱送往立体库接送台处；

[0014] (8)立体库及堆垛机工艺：对啤酒箱进行入库与出库操作。

[0015] 本发明通过对整个啤酒自动化生产线的模拟教学，使得学生能够直观的了解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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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过程，同时不需要建设真实对象的啤酒自动化生产线，减小了设备的投入，同时也降

低了设备所需的占地投入，而且对于相应设备的维护成本也降低了。

[0016] 作为优选，在步骤(1)中，理瓶及清洗工艺具体为：瓶子在储瓶库中经传送带运出，

输送途中首先经过光电传感器的检测，判断瓶口和瓶尾的方向，并将此信息存入队列中并

根据传送带上瓶子的数目调控传送带的速度，若传送带上瓶子较多，则提高速度，否则减小

速度，瓶子传送到传送带的末端时，从队列中取出一个瓶子信息，根据此瓶子信息控制电磁

阀进行拔瓶操作，使与瓶口的方向相一致的拨瓶棒弹出，依次确保瓶子落下是瓶口朝上的；

将瓶子运送放置到清洗的气嘴上，通过光电传感器信号控制输送轴运行到指定位置并将清

洗泵开启实现瓶的清洗，到达出瓶点，通过出瓶位观点传感器信号控制机械手将瓶取出及

输送轴的放原点回归，以便下一次动作的实现。

[0017] 作为优选，在步骤(2)中，灌装、供盖及打盖工艺具体为：将瓶子传送到灌装口下，

通过光电传感器信号控制驱动轴运行到指定位置并将其泵开启实现瓶的罐装，当灌装到指

定液位时停止灌装，并将灌装后瓶子放到传送带上送往打盖部分；与此同时，将要供应瓶盖

倒入漏斗里，瓶盖经提升机提出，在提升过程中由检测设备检测瓶盖的方向是否正确，正确

的瓶盖继续经提升机提出，方向不对的被推出下落到漏斗里，瓶盖提升到指定位置由气体

吹入滑道，经滑道送到指定位置，等待打盖；传送带上的经灌装后的啤酒瓶送往指定位置由

夹紧装置夹紧，机械手将上一部指定位置的瓶盖取过放到啤酒瓶上，拧盖装置将瓶盖拧紧，

装完盖的啤酒瓶由另一侧排出送到传送带上。

[0018] 作为优选，在步骤(3)中，积放台工艺具体为：啤酒瓶由传送带从打盖之后来到隔

板处停止，传入位光电传感器得到信号，随即机械臂气泵控制转动到啤酒瓶上方，机械手下

降抓住瓶盖，积放主取位传感器判断前方有无瓶等待，若有则机械手将传入的啤酒瓶放入

积放传送带，实现对啤酒瓶的储存；若无则机械手将传入的啤酒瓶放入异物检测传送带进

入到下一工位；此外，当传送带上啤酒瓶过少，长时间传送带无来瓶且积放台有瓶时，积放

台主取瓶位传感器被触发后，同时启动计时器，设计倒计时40秒，若入瓶位传感器检测到有

来瓶，则此计时器被重置，倒计时40秒完成后，积放台传送带反转启动，定时器倒计时2秒，

积放台始端传感器检测有无瓶经过，若有瓶经过，机械手下降抓取积放台瓶子，上升后旋转

至传送带，并放至传送带上，若无瓶经过，则继续定时器倒计时2秒，积放台始端传感器检测

有无瓶经过，同时入瓶位传感器实时检测；若积放台没有瓶子，此时机械手无动作。

[0019] 作为优选，在步骤(4)中，异物检测工艺具体为：啤酒瓶经过异物检测传送带时，检

测是否有异物，如果有异物则将其经机械手转移至金属检测器，如果没有异物则将其经机

械手转移至传动带上进入下一工位

[0020] 作为优选，在步骤(5)中，贴标工艺具体为：传送带上的瓶子被送到贴标签处，贴标

签处瓶子以相应的速度旋转；与此同时，标签与瓶子相同速度旋转实现贴标，贴标后将瓶子

送到传送带上。

[0021] 作为优选，在步骤(6)中，自动装箱工艺具体为：在生产线上将合格的瓶装啤酒送

入生产线的末端后，将空箱由空箱存储台送入转位控制及等待装箱台，然后等待机械手臂

抓取瓶子装入空箱内，机械手完成装箱工作后，将会读取入库信号判断下一工位是否繁忙，

若并不繁忙，转位控制及等待装箱台将装好的完成箱送入手推车，从而进入下一工位；若是

繁忙，则将完成箱送入完成箱的暂放台，暂放台将在其上有完成箱暂放以及下一工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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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入新的箱子情况下，将暂放台的完成箱经由转台送入下一工位。

[0022] 作为优选，在步骤(7)中，自动移载工艺具体为：将上一工位装有啤酒瓶的箱子通

过滚道输送放到自动移栽车上，并控制自动移栽车将啤酒箱送往立体库接送台上；其中：自

动移载车能够自动选择路径运送啤酒箱，按轨道运动运送啤酒，由光电传感器和接近开关

进行定位。

[0023] 作为优选，在步骤(8)中，立体库及堆垛机工艺具体为：堆垛机在巷道内进行水平

往复直线、垂直升降和货叉伸缩叉取一系列协调动作，实现货物从巷道端口输送台到指定

货位的入库作业，以及从指定货位到巷道端口输送台的出库作业，从而与巷道端口出入库

输送机系统一起实现货物的自动出入库。

[0024] 作为优选，在步骤(8)中，堆垛机由两台伺服电机进行定位控制，其中一台伺服电

机控制堆垛机的水平运动，另一台伺服电机控制货叉的升降运动，在两台伺服电机的精确

控制下，实现堆垛机对每个货位的精确定位运行；货叉的伸缩由气动机构控制，当气动电磁

阀收到信号后打开，高压空气推动货叉伸出，当气动电磁阀信号消失后，高压空气推动货叉

缩回；当堆垛机上的转台做货物输入通道使用时，转台将巷道端口输送台上货物接收，然后

通过输送带送到接送台上，当堆垛机上的转台做输出通道使用时，转台将接送台上货物接

收，然后转动相应的角度后，输送到预置的空区域。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学生能够直观的了解啤酒生产的过程，不需要建设真实对

象的啤酒自动化生产线，减小了设备的投入，同时也降低了设备所需的占地投入，而且对于

相应设备的维护成本也降低了。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描述。

[0027] 一种用于教学的啤酒自动化生产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28] (1)理瓶及清洗工艺：在储瓶库中取出瓶子并控制取瓶的速度，将瓶子送往清洗传

送带上，实现对瓶子的清洗；

[0029] 具体为：瓶子在储瓶库中经传送带运出，输送途中首先经过光电传感器的检测，判

断瓶口和瓶尾的方向，并将此信息存入队列中并根据传送带上瓶子的数目调控传送带的速

度，若传送带上瓶子较多，则提高速度，否则减小速度，瓶子传送到传送带的末端时，从队列

中取出一个瓶子信息，根据此瓶子信息控制电磁阀进行拔瓶操作，使与瓶口的方向相一致

的拨瓶棒弹出，依次确保瓶子落下是瓶口朝上的；将瓶子运送放置到清洗的气嘴上，通过光

电传感器信号控制输送轴运行到指定位置并将清洗泵开启实现瓶的清洗，到达出瓶点，通

过出瓶位观点传感器信号控制机械手将瓶取出及输送轴的放原点回归，以便下一次动作的

实现。

[0030] (2)灌装、供盖及打盖工艺：实现对啤酒的灌装，同时顺序供应瓶盖，给啤酒瓶装

盖；

[0031] 具体为：将瓶子传送到灌装口下，通过光电传感器信号控制驱动轴运行到指定位

置并将其泵开启实现瓶的罐装，当灌装到指定液位时停止灌装，并将灌装后瓶子放到传送

带上送往打盖部分；与此同时，将要供应瓶盖倒入漏斗里，瓶盖经提升机提出，在提升过程

中由检测设备检测瓶盖的方向是否正确，正确的瓶盖继续经提升机提出，方向不对的被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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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下落到漏斗里，瓶盖提升到指定位置由气体吹入滑道，经滑道送到指定位置，等待打盖；

传送带上的经灌装后的啤酒瓶送往指定位置由夹紧装置夹紧，机械手将上一部指定位置的

瓶盖取过放到啤酒瓶上，拧盖装置将瓶盖拧紧，装完盖的啤酒瓶由另一侧排出送到传送带

上。

[0032] (3)积放台工艺：实现打盖部分与后续部分的缓冲；

[0033] 具体为：啤酒瓶由传送带从打盖之后来到隔板处停止，传入位光电传感器得到信

号，随即机械臂气泵控制转动到啤酒瓶上方，机械手下降抓住瓶盖，积放主取位传感器判断

前方有无瓶等待，若有则机械手将传入的啤酒瓶放入积放传送带，实现对啤酒瓶的储存；若

无则机械手将传入的啤酒瓶放入异物检测传送带进入到下一工位；此外，当传送带上啤酒

瓶过少，长时间传送带无来瓶且积放台有瓶时，积放台主取瓶位传感器被触发后，同时启动

计时器，设计倒计时40秒，若入瓶位传感器检测到有来瓶，则此计时器被重置，倒计时40秒

完成后，积放台传送带反转启动，定时器倒计时2秒，积放台始端传感器检测有无瓶经过，若

有瓶经过，机械手下降抓取积放台瓶子，上升后旋转至传送带，并放至传送带上，若无瓶经

过，则继续定时器倒计时2秒，积放台始端传感器检测有无瓶经过，同时入瓶位传感器实时

检测；若积放台没有瓶子，此时机械手无动作。

[0034] (4)异物检测工艺：检测传送带上是否有异物，有异物则进行异物检测；

[0035] 具体为：啤酒瓶经过异物检测传送带时，检测是否有异物，如果有异物则将其经机

械手转移至金属检测器，如果没有异物则将其经机械手转移至传动带上进入下一工位。

[0036] (5)贴标工艺：给打盖后的瓶子贴标签；

[0037] 具体为：传送带上的瓶子被送到贴标签处，贴标签处瓶子以相应的速度旋转；与此

同时，标签与瓶子相同速度旋转实现贴标，贴标后将瓶子送到传送带上。

[0038] (6)自动装箱工艺：实现对啤酒的装箱；

[0039] 具体为：在生产线上将合格的瓶装啤酒送入生产线的末端后，将空箱由空箱存储

台送入转位控制及等待装箱台，然后等待机械手臂抓取瓶子装入空箱内，机械手完成装箱

工作后，将会读取入库信号判断下一工位是否繁忙，若并不繁忙，转位控制及等待装箱台将

装好的完成箱送入手推车，从而进入下一工位；若是繁忙，则将完成箱送入完成箱的暂放

台，暂放台将在其上有完成箱暂放以及下一工位可以送入新的箱子情况下，将暂放台的完

成箱经由转台送入下一工位。

[0040] (7)自动移载工艺：将啤酒箱送往立体库接送台处；

[0041] 具体为：将上一工位装有啤酒瓶的箱子通过滚道输送放到自动移栽车上，并控制

自动移栽车将啤酒箱送往立体库接送台上；其中：自动移载车能够自动选择路径运送啤酒

箱，按轨道运动运送啤酒，由光电传感器和接近开关进行定位。

[0042] (8)立体库及堆垛机工艺：对啤酒箱进行入库与出库操作；；

[0043] 具体为：堆垛机在巷道内进行水平往复直线、垂直升降和货叉伸缩叉取一系列协

调动作，实现货物从巷道端口输送台到指定货位的入库作业，以及从指定货位到巷道端口

输送台的出库作业，从而与巷道端口出入库输送机系统一起实现货物的自动出入库。

[0044] 其中：堆垛机由两台伺服电机进行定位控制，其中一台伺服电机控制堆垛机的水

平运动，另一台伺服电机控制货叉的升降运动，在两台伺服电机的精确控制下，实现堆垛机

对每个货位的精确定位运行；货叉的伸缩由气动机构控制，当气动电磁阀收到信号后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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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空气推动货叉伸出，当气动电磁阀信号消失后，高压空气推动货叉缩回；当堆垛机上的

转台做货物输入通道使用时，转台将巷道端口输送台上货物接收，然后通过输送带送到接

送台上，当堆垛机上的转台做输出通道使用时，转台将接送台上货物接收，然后转动相应的

角度后，输送到预置的空区域。

[0045] 本发明通过对整个啤酒自动化生产线的模拟教学，使得学生能够直观的了解啤酒

生产的过程，同时不需要建设真实对象的啤酒自动化生产线，减小了设备的投入，同时也降

低了设备所需的占地投入，而且对于相应设备的维护成本也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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