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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高精度定量过程称量系统。
该系统包括控制供料到初步设定称量值的第一
供料机构、
以及控制供料到目标设定称量值的第
二供料机构，
所述第二供料机构包括设置在第二
供料通道内且绕第二供料通道径向自转的球形
阀芯部件，
所述球形阀芯部件在距离自转轴最远
的球面上设有用于容纳物料的凹部，
所述凹部容
积的物料质量小于设定称量值的误差范围。
本发
明利用球形阀芯部件的转动实现精细供料，
当目
标设定称量值一到 ，球形阀芯部件马上停止转
动，
设定称量值的误差小于一个凹部容积的重
量，
实现了称量值在设定误差范围内。该过程称
量控制系统使得称量过程精度易于控制，
精度要
求达到了国内行业的高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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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高精度定量过程称量系统 ，
包括控制供料到初步设定称量值的第一供料机构
(11)、
以及控制供料到目标设定称量值的第二供料机构(12)，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供料机
构(12)包括设置在第二供料通道内且绕第二供料通道径向自转的球形阀芯部件(121) ，
所
述球形阀芯部件(121)在距离自转轴最远的球面上设有用于容纳物料的凹部(122)，
所述凹
部(122)容积的物料质量小于设定称量值的误差范围；
该过程称量控制系统还包括用于输送包装容器的第一输送机构(31) ，
所述包装容器由
第一输送机构(31)输送至第二输送机构(32) ；
所述第一输送机构(31)输送方向的前端设有
可上下动作的第一挡板(311) ，
所述第一挡板(311)根据第一光电检测机构检测到第一输送
机构(31)上有在后包装容器(22)的信号而位于上升工位并阻挡在后包装容器(22)通过，
否
则第一挡板(311)位于下降工位；
所述第二输送机构(32)输送方向的前端设有可上下动作
的第二挡板(321)，
所述第二挡板(321)位于上升工位时根据第二光电检测机构检测到第二
输送机构(32)上有在先包装容器(21)的信号而停止运行第二输送机构(32)并实现物料灌
装；
该过程称量控制系统还包括将在先包装容器(21)从第二输送机构(32)的滚筒上顶起
的气缸结构(33)，
所述的气缸结构(33)下方设有用于支撑气缸结构且对在先包装容器(21)
内物料进行振动的振动机构(34)，
所述振动机构(34)下方设有对在先包装容器(21)内物料
进行称量的称重模块(35)。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精度定量过程称量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球形阀芯部件
(121)由使其产生高频震动的动力机构作用；
所述凹部(122)的凹面为圆弧形。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精度定量过程称量系统，
其特征在于：
该过程称量控制系统还
包括将物料控制在设定粒径大小的滤料机构(13) ，
通过所述滤料机构(13)的物料经螺旋粉
碎送料机构(14)输送至第一供料机构(11)以及第二供料机构(12)的进料口，
所述滤料机构
(13)包括相互平行间隔布置的若干滤料辊(131)，
所述滤料辊(131)上设置有叶面与滤料辊
(131)辊轴方向平行的滤料叶片(132)，
所述滤料叶片(132)由位于滤料辊(131)对应两侧且
位于同一平面内的子叶片构成，
所述若干滤料辊(131)上的滤料叶片(132)共同构成百叶帘
结构，
所述若干滤料辊(131)的同步转动通过伺服电机(133)控制调节。
4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精度定量过程称量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供料机构(11)
包括设置在第一供料通道内的下料辊(111) ，
所述下料辊(111)沿辊轴方向均匀设置有若干
下料叶片(112)。
5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精度定量过程称量系统，
其特征在于：
该过程称量控制系统还
包括对在先包装容器(21)内物料是否溢出进行扫描的漫反射光电机构，
所述漫反射光电机
构扫描到物料溢出时由相应的报警机构发出警报。
6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精度定量过程称量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输送机构(32)
和振动机构(34)由同一电机(36)进行控制，
所述电机(36)的第一动力输出轴(361)通过第
一链轮(362)带动第二输送机构(32)运动，
所述电机(36)的第一动力输出轴(361)通过电磁
离合器(363)与第二动力输出轴(364)连接，
所述第二动力输出轴(364)通过第二链轮(365)
带动振动机构(34)的偏心轮(341)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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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精度定量过程称量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物料称量控制领域，
具体是涉及一种高精度定量过程称量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用于生产的称量系统经历了由手动到半自动，
再到全自动的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
国内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
以及企业成本的控制，
全自动称量控制系统的比例还比较
小，
智能化的过程称量控制系统基本还处于空白状态。
[0003] 目前，
对物理特性比较好的物料：
例如粘性较小的液体，
颗粒均匀、无粘性的流动
性好的块状或者粉末状固体，
他们的自动化过程称量控制已经到了比较成熟的程度了。主
要的称量控制流程为：
外包装容器运行到工位并定位→称量系统去皮→给料接口下探到合
适位置→粗给料到设定的初步重量值→细给料到设定的目标重量值→给料接口回到初始
位置→定位松开→装有物料的外包装容器放行到下一工位。
[0004] 针对上述现有的过程称量控制系统综合误差及精度要求一般只能控制在5‰，
少
数要求高的场合会达到2‰左右。但是常规的螺旋给料或者是细供料配合切断阀的给料方
式重复性不够好，
容易导致一定比例的称量值超出控制范围；
如果我们能把精度控制在2‰
以内，
并确保所有称量值都在这个范围内，
就是达到了国内行业的高精度要求，
而现有的过
程称量控制系统还并不能达到这个标准。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高精度定量过程称量系统，
该系统中称
量控制系统综合误差及精度要求可以控制在1 .5‰以内，
达到了国内行业的高精度要求。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采用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高精度定量过程称量系统，
包括控制供料到初步设定称量值的第一供料机
构、
以及控制供料到目标设定称量值的第二供料机构，
所述第二供料机构包括设置在第二
供料通道内且绕第二供料通道径向自转的球形阀芯部件，
所述球形阀芯部件在距离自转轴
最远的球面上设有用于容纳物料的凹部，
所述凹部容积的物料质量小于设定称量值的误差
范围。
[0008] 优选方案：
所述球形阀芯部件由使其产生高频震动的动力机构作用；
所述凹部的
凹面为圆弧形。
[0009]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
该过程称量控制系统还包括将物料控制在设定粒径大小的滤
料机构，
通过所述滤料机构的物料经螺旋粉碎送料机构输送至第一供料机构以及第二供料
机构的进料口，
所述滤料机构包括相互平行间隔布置的若干滤料辊，
所述滤料辊上设置有
叶面与滤料辊辊轴方向平行的滤料叶片，
所述滤料叶片由位于滤料辊对应两侧且位于同一
平面内的子叶片构成，
所述若干滤料辊上的滤料叶片共同构成百叶帘结构，
所述若干滤料
辊的同步转动通过伺服电机控制调节。
[0010]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
所述第一供料机构包括设置在第一供料通道内的下料辊，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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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下料辊沿辊轴方向均匀设置有若干叶片。
[0011]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
该过程称量控制系统还包括用于输送包装容器的第一输送机
构，
所述包装容器由第一输送机构输送至第二输送机构；
所述第一输送机构输送方向的前
端设有可上下动作的第一挡板，
所述第一挡板根据第一光电检测机构检测到第一输送机构
上有在后包装容器的信号而位于上升工位并阻挡在后包装容器通过，
否则第一挡板位于下
降工位；
所述第二输送机构输送方向的前端设有可上下动作的第二挡板，
所述第二挡板位
于上升工位时根据第二光电检测机构检测到第二输送机构上有在先包装容器的信号而停
止运行第二输送机构并实现物料灌装。
[0012]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
该过程称量控制系统还包括将在先包装容器从第二输送机构
的滚筒上顶起的气缸结构，
所述的气缸结构下方设有用于支撑气缸结构且对在先包装容器
内物料进行振动的振动机构，
所述振动机构下方设有对在先包装容器内物料进行称量的称
重模块。
[0013]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
该过程称量控制系统还包括对在先包装容器内物料是否溢出
进行扫描的漫反射光电机构，
所述漫反射光电机构扫描到物料溢出时由相应的报警机构发
出警报。
[0014]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
所述第二输送机构和振动机构由同一电机进行控制，
所述电
机的第一动力输出轴通过第一链轮带动第二输送机构运动，
所述电机的第一动力输出轴通
过电磁离合器与第二动力输出轴连接，
所述第二动力输出轴通过第二链轮带动振动机构的
偏心轮运动。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0016]
(1)本发明利用球形阀芯部件的转动实现精细供料，
由于凹部容积的物料质量大
小根据设定称量值的误差范围设置为小于设定称量值的误差范围 ，
当目标设定称量值一
到，
球形阀芯部件马上停止转动，
设定称量值的误差小于一个凹部容积的重量，
实现了称量
值在设定误差范围内。该过程称量控制系统使得称量过程精度易于控制，
实践证明该过程
称量控制系统综合误差及精度要求可以控制在1 .5‰以内，
达到了国内行业的高精度要求。
[0017]
(2)本发明中利用滤料叶片的角度可以调节来实现控制过滤物料粒径的大小，
使
小于某个直径大小的物料可以过滤到下个工序，
往下通过一个螺旋粉碎送料机构，
使得进
入第一供料机构、
第二供料机构的物料都足够细腻。
[0018]
(3)本发明中第一输送机构、第二输送机构可以实现包装容器的输送，
第一挡板、
第二挡板可以防止在后包装容器对在先包装容器的干扰，
利于建立流畅生产线，
保障物料
灌装过程精确，
且易于操作控制。
[0019]
(4)本发明中所述漫反射光电机构在扫描到物料溢出时由相应的报警机构发出警
报，
可以及时进行处理。
[0020]
(5)本发明特别适合应用于高危物料的称量和包装，
如毒性颗粒物及粉料等自动
包装生产线中。本发明精确称量控制系统能保障的物料灌装过程安全，
且操作智能化，
进一
步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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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是本发明中球形阀芯部件的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中滤料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4是图3的仰视图。
图5是本发明中电机与第二输送机构、
振动机构的连接作用示意图。
图6是本发明工作流程示意图。
附图中附图标记的含义如下：
11-第一供料机构 111-下料辊 112-下料叶片 12-第二供料机构
121-球形阀芯部件 122-凹部 13-滤料机构 131-滤料辊
132-滤料叶片 133-伺服电机 14-螺旋粉碎送料机构
21-在先包装容器 22-在先包装容器 31-第一输送机构
311-第一挡板 32-第二输送机构 321-第二挡板 33-气缸结构
34-振动机构 341-偏心轮 35-称重模块 36-电机
361-第一动力输出轴 362-第一链轮 363-电磁离合器
364-第二动力输出轴 365-第二链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现结合附图详细说明本发明的结构特点，
如附图所示：
[0037] 本发明在供料时，
首先通过第一供料机构11进行供料，
当在先包装容器21内物料
重量到达初步设定称量值时第一供料机构11停止供料，
插板阀机构执行关闭动作，
防止落
料。然后启动第二供料机构12进行供料，
当先包装容器21内物料重量到达目标设定称量值
时第二供料机构11停止供料，
本发明第二供料机构11通过球形阀芯部件111在转动的时候，
带动凹部112转动进行输送物料，
球形阀芯部件111转一圈，
相应位于凹部112内的物料由第
二供料通道进入下一工序，
由于凹部112容积的物料质量大小根据设定称量值的误差范围
设置为小于设定称量值的误差范围，
当目标设定称量值一到，
球形阀芯部件111马上停止转
动，
设定称量值的误差小于一个凹部112容积的重量，
使得称量值在设定误差范围内。所述
的球形阀芯部件111通过一般的伺服电机控制转速，
易于控制，
同时可实现对物料的定量补
充。为了能尽可能填满凹部112的容积，
需要进行高频振动。为了物料可以顺畅通过第二供
料通道，
优选所述凹部122的凹面为圆弧形。
[0038] 本发明中物料在进入第一供料机构11、
第二供料机构12之前设置了相应的滤料机
构13，
所述滤料机构13包括相互平行间隔布置的若干滤料辊131，
所述滤料辊131上设置有
叶面与滤料辊131辊轴方向平行的滤料叶片132，
所述滤料叶片132由位于滤料辊131对应两
侧且位于同一平面内的子叶片构成，
所述若干滤料辊131上的滤料叶片132共同构成百叶帘
结构，
所述若干滤料辊131的同步转动通过伺服电机133控制调节。该系统可以根据控制终
端的触摸屏来设定输入物料种类及物块的大小，
并由伺服电机进行自动控制若干滤料辊
131的转动，
相应百叶帘结构的帘片即滤料叶片132的转动角度就会被调整，
帘片与帘片之
间所形成的物料通道的大小就会被相应调整，
以便于使小于某个直径大小的物料可以过滤
到下个工序，
往下通过一个螺旋粉碎送料机构14，
使得进入第一供料机构11、第二供料机构
12的物料都足够细腻。
[0039] 本发明称量控制系统还包括用于输送包装容器20的第一输送机构31，
所述包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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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20由第一输送机构31输送至第二输送机构32。在称重开始时，
需要将相应的包装容器20
输送至灌装工位，
即相应第二输送机构32的滚筒上。所述第一挡板311、第二挡板321的工作
过程是：
首先，
第一挡板311处于下降工位，
第一输送机构31的滚筒转动，
第一光电检测机构
检测第一输送机构31上是否有在后包装容器22，
当检测到有在后包装容器22时第一挡板
311调整为上升工位，
否则滚筒继续转动直至检测到有在后包装容器22；
第二挡板321一开
始位于上升工位，
同时第二输送机构32的滚筒转动，
第二光电检测机构检测第二输送机构
32上是否有在先包装容器21，
当检测到有在先包装容器21时，
第二输送机构32的滚筒停止
转动，
同时气缸机构33将在先包装容器21顶起进行物料灌装。
[0040] 本发明利用气缸结构33将包装容器20顶起，
一方面便于灌装操作，
另一方面便于
称重模块35进行称重。当包装容器20由第一供料机构11供料至一定重量时，
停止供料，
同时
启动振动机构34若干时间，
便可以将包装容器20内物料振动严实，
振动结束继续启动第一
供料机构11供料，
直至包装容器20内物料的重量到达设定的称量值，
再次启动振动机构34，
振动结束然后开启第二供料机构12供料至包装容器20内物料重量到达目标称量值，
第二供
料机构12停止下料，
气缸结构33将包装容器20放下，
第二输送机构32的滚筒转动将灌装好
物料的包装容器20输送至下个工位。
[0041] 本发明还包括对位于第二输送机构32上的包装容器20内物料是否溢出进行扫描
的漫反射光电机构，
确保物料没有发生溢出，
所述漫反射光电机构扫描到物料溢出时由相
应的报警机构发出警报，
并可以及时进行处理。
[0042] 本发明中，
如图5所示，
所述第二输送机构32和振动机构34由同一电机36进行控
制，
所述电机36的第一动力输出轴361通过第一链轮362带动第二输送机构32运动，
所述电
机36的第一动力输出轴361通过电磁离合器363与第二动力输出轴364连接，
所述第二动力
输出轴364通过第二链轮365带动振动机构34的偏心轮341运动。该结构使得本发明中电机
的使用数量得到减少，
相应结构更为紧凑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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