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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侧隔离式振动下料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双侧隔离式振动下料系统，

包括机箱底座，安装在机箱底座上的转盘机构、

振动机构和下料机构，转盘机构包括驱动转轴、

上层转盘、下层转盘、瓶体定位器、定量料斗和环

形凸轮，瓶体定位器包括导向轴套、支撑轴、支撑

底板和定位顶板，所述的下料机构包括固定立

柱、安装壳体和储料斗，振动机构位包括振动器、

固定板、安装板、振动板和隔振橡胶条，瓶体放置

在转盘机构上随转盘机构一起转动，当瓶体经过

下料机构下方时，下料机构将粉料灌装至转盘机

构的定量料斗内，定量料斗内的粉料逐渐落入瓶

体内，并经过振动机构进行振动，保证粉料全部

进入瓶体内，本发明对粉料的灌装速度快、灌装

精度高，大幅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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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侧隔离式振动下料系统，包括机箱底座，安装在机箱底座上的转盘机构、振动机构

和下料机构，其特征是：

所述的转盘机构包括驱动转轴、上层转盘、下层转盘、瓶体定位器、定量料斗和环形凸

轮，所述的驱动转轴通过转动副竖直固定在机箱底座的上表面，所述的上层转盘、下层转盘

同轴固定在驱动转轴上，且上层转盘位于下层转盘的正上方，在上层转盘上表面的边沿固

定有若干个沿圆周方向均布的定量料斗，在上层转盘的下表面固定有若干个与定量料斗一

一对应并连通的下料嘴，每个下料嘴的上端与上层转盘之间均密封固定有隔振橡胶环，每

个下料嘴的外侧壁上均固定沿驱动转轴径向向外伸出的连接块，每块连接块上均固定有自

由转动的导振滚轮，导振滚轮的轴向中心线与驱动转轴的轴线中心线垂直相交，在下层转

盘的边沿固定有若干个与下料嘴一一对应的瓶体定位器；

所述的瓶体定位器包括导向轴套、支撑轴、支撑底板和定位顶板，所述的导向轴套竖直

贯穿下层转盘并与之固定，支撑轴从导向轴套内部贯穿并形成竖向的滑动副，在导向轴套

上固定有定位键，该定位键沿导向轴套的径向内伸入支撑轴上开设的键槽内，该键槽与定

位键匹配且为沿支撑轴母线方向设置的长条形，在支撑轴的下端固定自由转动的支撑滚

轮，该支撑滚轮的外侧固定有与其同轴且自由转动的导向滚轮，支撑滚轮的轴线中心线与

驱动转轴的轴线中心线垂直相交，在支撑轴的上端固定有水平的支撑底板，支撑底板的上

表面镶嵌有柱形磁铁，在支撑底板的内端固定有至少两根竖直向上伸出的支撑杆，定位顶

板水平固定在支撑杆的上端，定位顶板前端的下方设有定位台阶，定位台阶上也镶嵌有柱

形磁铁，定位台阶的顶部还设有圆弧形的让位缺口，该让位缺口与瓶体的上端口匹配且与

上方的下料嘴对应，在支撑杆上还固定有水平的定位块，该定位块的外端设有圆弧形的且

与瓶体匹配的定位缺口，所述的环形凸轮为圆环型且水平固定在机箱底座的上表面，该环

形凸轮与驱动转轴同轴心，且所有的支撑滚轮均支撑在环形凸轮的上表面，环形凸轮的上

表面包括平面段和凹陷段，且凹陷段与平面段平滑连接，在环形凸轮凹陷段的进入端的侧

面固定有弧形的导向片，该导向片的进入端设有圆角；

所述的下料机构包括固定立柱、安装壳体和储料斗，所述的固定立柱竖直固定在机箱

底座上，所述的安装壳体的一端的下表面固定在固定立柱的上端，安装壳体的另一端固定

有竖直朝下且为漏斗状的储料斗，储料斗的下端同轴固定有与其连通的导料筒，该导料筒

与其下方的定量料斗对应，储料斗的上端设有进料口，沿储料斗的竖直中心方向设有导料

转轴，该导料转轴的上端与导料电机的输出轴同轴固定，该导料电机固定在安装壳体外部

的上表面，在导料转轴的下端同轴固定有导料螺旋，该导料螺旋与导料筒匹配且导料螺旋

的下端伸入导料筒内，所述的导料转轴的外部还套装有转动套，该转动套通过转动副固定

在安装壳体的底部，该转动套的上端伸入安装壳体内并通过链条与搅拌电机的输出轴形成

链传动，该搅拌电机固定在安装壳体外部的上表面，转动套的下端伸入储料斗内并固定有

搅拌臂和抚平杆，该搅拌臂的下端斜向下弯曲并与搅拌刮板固定，该搅拌刮板与储料斗的

母线平行且靠近储料斗的内壁，抚平杆的下半部弯折呈水平的为L状；

所述的振动机构位于转盘机构的侧面，且振动机构位于上层转盘的转动时逐渐远离下

料机构的方向，该振动机构位包括振动器、固定板、安装板、振动板和隔振橡胶条，所述的安

装板通过固定杆水平固定在机箱底座的上方且与上层转转盘之间设有间隙，安装板的下表

面高于导振滚轮最高点所在的平面，安装板上靠近上层转盘的侧面设为圆弧面，该圆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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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轴线与驱动转轴的轴线共线，所述的振动器固定在固定板上，固定板的两端均固定有竖

直向下的导振杆，导振杆的下端竖直向下穿过安装板上的隔离孔并与振动板固定，导振杆

与隔离孔之间设有间隙，振动板为与安装板上圆弧面匹配的圆弧形，振动板通过圆弧形的

隔振橡胶条对应固定在安装板的下表面，振动板位于导振滚轮随上层转盘转动所形成的路

径的正上方，振动板的下表面为水平面且略低于导振滚轮最高点所在的平面，振动板的两

端设有上扬的导斜面，位于振动板下方的导振滚轮均与振动板紧密接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侧隔离式振动下料系统，其特征是：所述的隔振橡胶环上设

有若干个第一上台阶孔，第一螺栓穿过第一上台阶孔并旋拧在上层转盘上，第一螺栓将隔

振橡胶环夹紧在上层转盘的下表面。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双侧隔离式振动下料系统，其特征是：所述的隔振橡胶环上设

有若干个第一下台阶孔，第二螺栓穿过第一下台阶孔并旋拧在下料嘴的边沿上，第二螺栓

将隔振橡胶环夹紧在下料嘴的上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侧隔离式振动下料系统，其特征是：所述的隔振橡胶条上设

有若干个第二上台阶孔，第三螺栓穿过第二上台阶孔并旋拧在安装板上，第三螺栓将隔振

橡胶条夹紧在安装板的下表面。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双侧隔离式振动下料系统，其特征是：所述的隔振橡胶条上设

有若干个第二下台阶孔，导振杆的下端穿过隔离孔并伸入第二台阶孔内，第四螺栓向上贯

穿振动板并旋拧在导振杆的下端，第四螺栓和振动板将隔振橡胶条夹紧在振动板的上表

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侧隔离式振动下料系统，其特征是：所述的固定立柱包括套

装的固定筒和升降筒，固定筒的下端竖直固定在机箱底座的上表面，在固定筒的内部固定

有减速机，该减速机的输入轴贯穿固定筒的筒壁向外伸出，减速机的输出轴竖直向上且同

轴固定有丝杆，所述的升降筒的下端从固定筒的上端伸入其内部，丝杆贯穿升降筒的底部

并与其底部固定的螺母旋接形成丝杆螺母传动，升降筒的上端与安装壳体固定。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侧隔离式振动下料系统，其特征是：所述的储料斗的上端设

有排气孔，所述的导料筒的下端口设有防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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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侧隔离式振动下料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装瓶设备的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双侧隔离式振动下料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在灌装机械技术领域，灌装机是将产品(主要含液体，固体两大类)由储料设备定

量灌入各种形状的包装物(瓶、罐、袋等)中，传统上粉料、颗粒料等固态物料是由人工进行

此种操作，此种方式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下，灌装过程中容易出现落料且会产生较大的

粉尘污染，粉尘污染严重损害人体健康，在工业生产中，经常涉及到粉料和固体颗粒的灌

装，灌装效率往往是决定生产效率的关键，虽然粉料状、颗粒状物料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但

是在灌装的过程中粉料需要通过导入斗进入容器罐内，导入斗的下端口径本身就比较小，

且如果下料过急就很容易发生堵塞，极易出现空灌和漏灌，影响产品质量的同时也拉低生

产效率，并且对于流动性较差的粘性粉料，在灌装过程中会有部分物料粘黏在导入斗的内

壁上，影响灌装精度，由于上述情况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对于生产企业来说，灌装效率和灌装精度都是直接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关键因素，如果不

能有效解决上述难题，将严重制约企业的健康发展。因此，亟需设计一种全新的粉料灌装设

备。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双侧隔离式振动下料系统。

[0004] 具体内容如下：双侧隔离式振动下料系统，包括机箱底座，安装在机箱底座上的转

盘机构、振动机构和下料机构，其特征是：

所述的转盘机构包括驱动转轴、上层转盘、下层转盘、瓶体定位器、定量料斗和环形凸

轮，所述的驱动转轴通过转动副竖直固定在机箱底座的上表面，所述的上层转盘、下层转盘

同轴固定在驱动转轴上，且上层转盘位于下层转盘的正上方，在上层转盘上表面的边沿固

定有若干个沿圆周方向均布的定量料斗，在上层转盘的下表面固定有若干个与定量料斗一

一对应并连通的下料嘴，每个下料嘴的上端与上层转盘之间均密封固定有隔振橡胶环，每

个下料嘴的外侧壁上均固定沿驱动转轴径向向外伸出的连接块，每块连接块上均固定有自

由转动的导振滚轮，导振滚轮的轴向中心线与驱动转轴的轴线中心线垂直相交，在下层转

盘的边沿固定有若干个与下料嘴一一对应的瓶体定位器；

所述的瓶体定位器包括导向轴套、支撑轴、支撑底板和定位顶板，所述的导向轴套竖直

贯穿下层转盘并与之固定，支撑轴从导向轴套内部贯穿并形成竖向的滑动副，在导向轴套

上固定有定位键，该定位键沿导向轴套的径向内伸入支撑轴上开设的键槽内，该键槽与定

位键匹配且为沿支撑轴母线方向设置的长条形，在支撑轴的下端固定自由转动的支撑滚

轮，该支撑滚轮的外侧固定有与其同轴且自由转动的导向滚轮，支撑滚轮的轴线中心线与

驱动转轴的轴线中心线垂直相交，在支撑轴的上端固定有水平的支撑底板，支撑底板的上

表面镶嵌有柱形磁铁，在支撑底板的内端固定有至少两根竖直向上伸出的支撑杆，定位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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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水平固定在支撑杆的上端，定位顶板前端的下方设有定位台阶，定位台阶上也镶嵌有柱

形磁铁，定位台阶的顶部还设有圆弧形的让位缺口，该让位缺口与瓶体的上端口匹配且与

上方的下料嘴对应，在支撑杆上还固定有水平的定位块，该定位块的外端设有圆弧形的且

与瓶体匹配的定位缺口，所述的环形凸轮为圆环型且水平固定在机箱底座的上表面，该环

形凸轮与驱动转轴同轴心，且所有的支撑滚轮均支撑在环形凸轮的上表面，环形凸轮的上

表面包括平面段和凹陷段，且凹陷段与平面段平滑连接，在环形凸轮凹陷段的进入端的侧

面固定有弧形的导向片，该导向片的进入端设有圆角；

所述的下料机构包括固定立柱、安装壳体和储料斗，所述的固定立柱竖直固定在机箱

底座上，所述的安装壳体的一端的下表面固定在固定立柱的上端，安装壳体的另一端固定

有竖直朝下且为漏斗状的储料斗，储料斗的下端同轴固定有与其连通的导料筒，该导料筒

与其下方的定量料斗对应，储料斗的上端设有进料口，沿储料斗的竖直中心方向设有导料

转轴，该导料转轴的上端与导料电机的输出轴同轴固定，该导料电机固定在安装壳体外部

的上表面，在导料转轴的下端同轴固定有导料螺旋，该导料螺旋与导料筒匹配且导料螺旋

的下端伸入导料筒内，所述的导料转轴的外部还套装有转动套，该转动套通过转动副固定

在安装壳体的底部，该转动套的上端伸入安装壳体内并通过链条与搅拌电机的输出轴形成

链传动，该搅拌电机固定在安装壳体外部的上表面，转动套的下端伸入储料斗内并固定有

搅拌臂和抚平杆，该搅拌臂的下端斜向下弯曲并与搅拌刮板固定，该搅拌刮板与储料斗的

母线平行且靠近储料斗的内壁，抚平杆的下半部弯折呈水平的为L状；

所述的振动机构位于转盘机构的侧面，且振动机构位于上层转盘的转动时逐渐远离下

料机构的方向，该振动机构位包括振动器、固定板、安装板、振动板和隔振橡胶条，所述的安

装板通过固定杆水平固定在机箱底座的上方且与上层转转盘之间设有间隙，安装板的下表

面高于导振滚轮最高点所在的平面，安装板上靠近上层转盘的侧面设为圆弧面，该圆弧面

的轴线与驱动转轴的轴线共线，所述的振动器固定在固定板上，固定板的两端均固定有竖

直向下的导振杆，导振杆的下端竖直向下穿过安装板上的隔离孔并与振动板固定，导振杆

与隔离孔之间设有间隙，振动板为与安装板上圆弧面匹配的圆弧形，振动板通过圆弧形的

隔振橡胶条对应固定在安装板的下表面，振动板位于导振滚轮随上层转盘转动所形成的路

径的正上方，振动板的下表面为水平面且略低于导振滚轮最高点所在的平面，振动板的两

端设有上扬的导斜面，位于振动板下方的导振滚轮均与振动板紧密接触。

[0005] 优选的，所述的隔振橡胶环上设有若干个第一上台阶孔，第一螺栓穿过第一上台

阶孔并旋拧在上层转盘上，第一螺栓将隔振橡胶环夹紧在上层转盘的下表面。

[0006] 优选的，所述的隔振橡胶环上设有若干个第一下台阶孔，第二螺栓穿过第一下台

阶孔并旋拧在下料嘴的边沿上，第二螺栓将隔振橡胶环夹紧在下料嘴的上端。

[0007] 优选的，所述的隔振橡胶条上设有若干个第二上台阶孔，第三螺栓穿过第二上台

阶孔并旋拧在安装板上，第三螺栓将隔振橡胶条夹紧在安装板的下表面。

[0008] 优选的，所述的隔振橡胶条上设有若干个第二下台阶孔，导振杆的下端穿过隔离

孔并伸入第二台阶孔内，第四螺栓向上贯穿振动板并旋拧在导振杆的下端，第四螺栓和振

动板将隔振橡胶条夹紧在振动板的上表面。

[0009] 优选的，所述的固定立柱包括套装的固定筒和升降筒，固定筒的下端竖直固定在

机箱底座的上表面，在固定筒的内部固定有减速机，该减速机的输入轴贯穿固定筒的筒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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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伸出，减速机的输出轴竖直向上且同轴固定有丝杆，所述的升降筒的下端从固定筒的

上端伸入其内部，丝杆贯穿升降筒的底部并与其底部固定的螺母旋接形成丝杆螺母传动，

升降筒的上端与安装壳体固定。

[0010] 优选的，所述的储料斗的上端设有排气孔，所述的导料筒的下端口设有防漏网。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本发明是一种双侧隔离式振动下料系统，转盘机构上设

有环形凸轮，使瓶体定位器在竖向上实现高低位的变化，瓶体定位器的支撑滚轮支撑在环

形凸轮的凹陷段上时，瓶体定位器的上端距离下料嘴较远，使空的罐体能够安全平顺地进

入瓶体定位器的定位位置上，使灌装粉料的瓶体能够安全平顺地从瓶体定位器上拨离下

来，瓶体定位器的支撑滚轮支撑在环形凸轮的平面段上时，支撑轴向上移动将支撑底板上

承载的瓶体向上移动，使瓶体的上端口与其上方的下料嘴靠近，形成合适的灌装高度便于

粉料灌装，瓶体灌装粉料过程中经过振动机构，振动器产生的振动经导振杆传递至振动板

上，振动板上的振动经导振滚轮及连接块最终传递至下料嘴上，使下料嘴产生振动，通过振

动使定量料斗内的粉料逐渐经过下料嘴进入瓶体内，使粉料不会在下料嘴内发生堵塞，同

时避免粉料与下料嘴内壁之间发生粘黏，提高粉料灌装效率和灌装精度，并且振动板与安

装板之间设有隔振橡胶条，下料嘴与上层转盘之间设有隔振橡胶环，使振动器产生的振动

不会传递至其他零部件上，提高振动的传递效率，使下料嘴的振动更加集中更加高效，且降

低设备整体的噪音，同时避免因振动使其他零部件之间的连接发生松动，避免影响设备的

正常运行以及不必要的维修，因此，本发明对粉料的灌装速度快、灌装精度高，大幅提高企

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双侧隔离式振动下料系统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2为转盘机构和振动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3为瓶体定位器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4为导向轴套与支撑轴之间安装关系的剖视图；

图5为定量料斗与下料嘴安装在上层转盘上的剖视图；

图6为环形凸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7为振动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8为图7的俯视图；

图9为图8中A-A方向的剖视图；

图10为下料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11为下料机构的剖视图；

图12为图11中B的放大示意图；

图中：11.机箱底座、20.瓶体、40.转盘机构、50.振动机构、60.下料机构、42.上层转盘、

46.下层转盘、41.定量料斗、43.下料嘴、432.隔振橡胶环、431.连接块、433.导振滚轮、445.

导向轴套、446.支撑轴、444.支撑底板、441.定位顶板、4451.定位键、4461.键槽、447.支撑

滚轮、448.导向滚轮、4441.柱形磁铁、442.支撑杆、4412.定位台阶、4411.让位缺口、443.定

位块、4431 .柱形磁铁、4431 .定位缺口、452.环形凸轮的平面段、451.环形凸轮的凹陷段、

453.导向片、63.安装壳体、66.储料斗、663.导料筒、661.进料口、655.导料转轴、65.导料电

说　明　书 3/6 页

6

CN 111152984 A

6



机、656.导料螺旋、651.转动套、641.链条、64.搅拌电机、653.搅拌臂、654.搅拌刮板、652.

抚平杆、53.振动器、54.固定板、51.安装板、57.振动板、56.隔振橡胶条、55.导振杆、511.隔

离孔、571.振动板上的导斜面、437.第一上台阶孔、434.第一螺栓、436.第一下台阶孔、435.

第二螺栓、562.第二上台阶孔、561.第三螺栓、552.第二下台阶孔、551.第四螺栓、61.固定

筒、62.升降筒、67.减速机、68.丝杆、671.减速机的输入轴、69.螺母、662.排气孔、664.防漏

网。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实施例一，参见图1-12，双侧隔离式振动下料系统，包括机箱底座，安装在机箱底

座上的转盘机构、振动机构和下料机构；

所述的转盘机构包括驱动转轴、上层转盘、下层转盘、瓶体定位器、定量料斗和环形凸

轮，所述的驱动转轴通过转动副竖直固定在机箱底座的上表面，所述的上层转盘、下层转盘

同轴固定在驱动转轴上，且上层转盘位于下层转盘的正上方，在上层转盘上表面的边沿固

定有若干个沿圆周方向均布的定量料斗，在上层转盘的下表面固定有若干个与定量料斗一

一对应并连通的下料嘴，每个下料嘴的上端与上层转盘之间均密封固定有隔振橡胶环，隔

振橡胶环用于隔开振动，每个下料嘴的外侧壁上均固定沿驱动转轴径向向外伸出的连接

块，每块连接块上均固定有自由转动的导振滚轮，导振滚轮的轴向中心线与驱动转轴的轴

线中心线垂直相交，在下层转盘的边沿固定有若干个与下料嘴一一对应的瓶体定位器；

所述的瓶体定位器包括导向轴套、支撑轴、支撑底板和定位顶板，所述的导向轴套竖直

贯穿下层转盘并与之固定，支撑轴从导向轴套内部贯穿并形成竖向的滑动副，在导向轴套

上固定有定位键，该定位键沿导向轴套的径向内伸入支撑轴上开设的键槽内，防止支撑轴

发生转动，该键槽与定位键匹配且为沿支撑轴母线方向设置的长条形，在支撑轴的下端固

定自由转动的支撑滚轮，该支撑滚轮的外侧固定有与其同轴且自由转动的导向滚轮，支撑

滚轮的轴线中心线与驱动转轴的轴线中心线垂直相交，在支撑轴的上端固定有水平的支撑

底板，支撑底板的上表面镶嵌有柱形磁铁，在支撑底板的内端固定有至少两根竖直向上伸

出的支撑杆，定位顶板水平固定在支撑杆的上端，定位顶板前端的下方设有定位台阶，定位

台阶上也镶嵌有柱形磁铁，定位台阶的顶部还设有圆弧形的让位缺口，该让位缺口与瓶体

的上端口匹配且与上方的下料嘴对应，在支撑杆上还固定有水平的定位块，该定位块的外

端设有圆弧形的且与瓶体匹配的定位缺口，瓶体进入瓶体定位器后，瓶体支撑在支撑底板

上，并通过上下两端的磁铁将其吸住，瓶体的上端对应卡在定位台阶上，且瓶体的上端口与

让位缺口对应，瓶体的下端卡在定位块的定位缺口内，保证瓶体整体的稳定性，所述的环形

凸轮为圆环型且水平固定在机箱底座的上表面，该环形凸轮与驱动转轴同轴心，且所有的

支撑滚轮均支撑在环形凸轮的上表面，环形凸轮的上表面包括平面段和凹陷段，且凹陷段

与平面段平滑连接，在环形凸轮凹陷段的进入端的侧面固定有弧形的导向片，该导向片的

进入端设有圆角，支撑滚轮在由环形凸轮的平面段进入凹陷段时，通过导向片与导向滚轮

配合能迫使支撑轴向下移动，避免因其他原因使瓶体定位器在其自重作用下无法下降，影

响整个灌装过程的运行。

[0014] 所述的下料机构包括固定立柱、安装壳体和储料斗，所述的固定立柱竖直固定在

机箱底座上，所述的安装壳体的一端的下表面固定在固定立柱的上端，安装壳体的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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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有竖直朝下且为漏斗状的储料斗，储料斗的下端同轴固定有与其连通的导料筒，该导

料筒与其下方的定量料斗对应，储料斗的上端设有进料口，沿储料斗的竖直中心方向设有

导料转轴，该导料转轴的上端与导料电机的输出轴同轴固定，该导料电机固定在安装壳体

外部的上表面，在导料转轴的下端同轴固定有导料螺旋，该导料螺旋与导料筒匹配且导料

螺旋的下端伸入导料筒内，所述的导料转轴的外部还套装有转动套，该转动套通过转动副

固定在安装壳体的底部，该转动套的上端伸入安装壳体内并通过链条与搅拌电机的输出轴

形成链传动，该搅拌电机固定在安装壳体外部的上表面，转动套的下端伸入储料斗内并固

定有搅拌臂和抚平杆，该搅拌臂的下端斜向下弯曲并与搅拌刮板固定，该搅拌刮板与储料

斗的母线平行且靠近储料斗的内壁，抚平杆的下半部弯折呈水平的为L状；

所述的振动机构位于转盘机构的侧面，且振动机构位于上层转盘的转动时逐渐远离下

料机构的方向，该振动机构位包括振动器、固定板、安装板、振动板和隔振橡胶条，所述的安

装板通过固定杆水平固定在机箱底座的上方且与上层转转盘之间设有间隙，安装板的下表

面高于导振滚轮最高点所在的平面，安装板上靠近上层转盘的侧面设为圆弧面，该圆弧面

的轴线与驱动转轴的轴线共线，所述的振动器固定在固定板上，固定板的两端均固定有竖

直向下的导振杆，导振杆的下端竖直向下穿过安装板上的隔离孔并与振动板固定，导振杆

与隔离孔之间设有间隙，避免振动器产生的振动传递至安装板上，振动板为与安装板上圆

弧面匹配的圆弧形，振动板通过圆弧形的隔振橡胶条对应固定在安装板的下表面，振动板

位于导振滚轮随上层转盘转动所形成的路径的正上方，振动板的下表面为水平面且略低于

导振滚轮最高点所在的平面，振动板的两端设有上扬的导斜面，位于振动板下方的导振滚

轮均与振动板紧密接触。

[0015] 所述的隔振橡胶环上设有若干个第一上台阶孔，第一螺栓穿过第一上台阶孔并旋

拧在上层转盘上，第一螺栓将隔振橡胶环夹紧在上层转盘的下表面。

[0016] 所述的隔振橡胶环上设有若干个第一下台阶孔，第二螺栓穿过第一下台阶孔并旋

拧在下料嘴的边沿上，第二螺栓将隔振橡胶环夹紧在下料嘴的上端。

[0017] 所述的隔振橡胶条上设有若干个第二上台阶孔，第三螺栓穿过第二上台阶孔并旋

拧在安装板上，第三螺栓将隔振橡胶条夹紧在安装板的下表面。

[0018] 所述的隔振橡胶条上设有若干个第二下台阶孔，导振杆的下端穿过隔离孔并伸入

第二台阶孔内，第四螺栓向上贯穿振动板并旋拧在导振杆的下端，第四螺栓和振动板将隔

振橡胶条夹紧在振动板的上表面。隔振橡胶条与隔振橡胶环均通过相同的固定方式与对应

的零件连接，使需要隔振的两个零件之间没有导振的刚性材料，即保证了隔振橡胶条或隔

振橡胶环安装的稳定形，保证了必要的隔振效果，安全可靠。

[0019] 所述的固定立柱包括套装的固定筒和升降筒，固定筒的下端竖直固定在机箱底座

的上表面，在固定筒的内部固定有减速机，该减速机的输入轴贯穿固定筒的筒壁向外伸出，

减速机的输出轴竖直向上且同轴固定有丝杆，所述的升降筒的下端从固定筒的上端伸入其

内部，丝杆贯穿升降筒的底部并与其底部固定的螺母旋接形成丝杆螺母传动，升降筒的上

端与安装壳体固定，通过驱动减速机的输入轴使丝杆转动，从而调节升降筒的高度，进而调

节储料斗的高度，以适应使用要求以及安装、检修的需要。

[0020] 所述的储料斗的上端设有排气孔，使储料斗内部始终与外界连通，避免其内部产

生负压，影响粉料的灌装，所述的导料筒的下端口设有防漏网，在储料斗不需要向下出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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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防漏网可以防止导料筒下端口处的物料不会掉落，同时导料筒在出料时，防漏网可以破

碎结团的物料。

[0021] 所述的机箱底座上还设置有控制箱，用于集中安装控制元件，便于整个设备的操

控与使用。

[0022] 本发明的工作过程及原理：

本发明是一种双侧隔离式振动下料系统，将待灌装的空瓶体依次放入处于环形凸轮凹

陷段的瓶体定位器，在磁铁的作用下将瓶体固定在瓶体定位器上，此时瓶体定位器的支撑

滚轮支撑在环形凸轮的凹陷段上，是保证瓶体定位器的支撑底板与运送瓶体的机构等高，

使瓶体能够正好被拨送至瓶体定位器的定位位置上，随着转盘机构的转动，瓶体定位器上

的支撑滚轮由环形凸轮的凹陷段逐渐滚动至平面段上，从而使支撑轴向上移动将支撑底板

上承载的瓶体向上移动，使瓶体的上端口与其上方的下料嘴靠近，形成合适的灌装高度便

于粉料灌装，环形凸轮的设置使瓶体定位器在竖向实现高低位的变化，使罐体能够平顺地

进入瓶体定位器的定位位置上，又保证瓶体定位器上的瓶体与下料嘴之间保持合适的灌装

高度，转盘机构继续转动，当携有空瓶体的瓶体定位器转动至下料机构的下方时，一定量的

粉料从导料筒的下端进入其正下方的定量料斗内，定量料斗内的粉料逐渐缓慢地经下料嘴

进入其下方的瓶体内，然后瓶体定位器经过振动机构，下料嘴上的导振滚轮沿振动板的导

斜面逐渐与振动板接触，振动器产生的振动经导振杆传递至振动板上，振动板上的振动经

导振滚轮及连接块最终传递至下料嘴上，使下料嘴产生振动，通过振动使定量料斗内的粉

料逐渐经过下料嘴进入瓶体内，使粉料不会在下料嘴内发生堵塞，同时避免粉料与下料嘴

内壁之间发生粘黏，提高粉料灌装效率和灌装精度，并且振动板与安装板之间设有隔振橡

胶条，下料嘴与上层转盘之间设有隔振橡胶环，使振动器产生的振动不会传递至其他零部

件上，提高振动的传递效率，使下料嘴的振动更加集中更加高效，且降低设备整体的噪音，

同时避免因振动使其他零部件之间的连接发生松动，避免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以及不必要

的维修，转盘机构继续转动，定量料斗以及下料嘴内的粉料全部进入瓶体内，在导向片与导

向滚轮配合的作用下以及自重的作用下，瓶体定位器由环形凸轮的平面段再进入凹陷段，

瓶体定位器的支撑底板与运送瓶体的机构再次等高，运送瓶体的机构将灌满粉料的瓶体从

瓶体定位器上拨离并运送至下一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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