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770499.7

(22)申请日 2019.08.2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34202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10.18

(73)专利权人 紫薰堂（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00120 上海市浦东新区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211号302部

位368室

(72)发明人 姚时慧　朱姗姗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高航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530

代理人 刘艳玲

(51)Int.Cl.

B65B 43/52(2006.01)

B65B 43/46(2006.01)

B65B 51/14(2006.01)

B65B 61/24(2006.01)

B65B 39/1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3638219 U,2014.06.11

CN 106864890 A,2017.06.20

CN 105197301 A,2015.12.30

CN 208647268 U,2019.03.26

US 5423216 A,1995.06.13

CN 102390575 A,2012.03.28

审查员 郑云鹏

 

(54)发明名称

一种面膜加液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面膜加液装置，属于面膜

加工技术领域，包括输送组件、转动组件、加液组

件和压平组件，所述转动组件设置在输送组件

上，所述转动组件和输送组件转动连接，所述加

液组件设置在输送组件的旁侧，所述压平组件设

置在输送组件上，所述转动组件包括转动件、移

动件、固定件和封口件，所述转动件设置在输送

组件上，所述移动件设置在转动件上，所述固定

件设置在转动件的一端，所述封口件设置在转动

件上，所述封口件与转动件转动配合。本发明中

两个丝杆滑台的滑块移动带动两个定位板进行

移动，两个定位板移动带动两个压平辊转动对面

膜袋中的精华液进行铺平，在压平后面膜袋内的

面膜就会充分的与精华液的融合，保证面膜的湿

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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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面膜加液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输送组件(1)、转动组件(2)、加液组件(3)和压

平组件(4)，所述转动组件(2)设置在输送组件(1)上，所述转动组件(2)和输送组件(1)转动

连接，所述加液组件(3)设置在输送组件(1)的旁侧，所述加液组件(3)和转动组件(2)对应

设置，所述压平组件(4)设置在输送组件(1)上且位于输送组件(1)的输出端，所述转动组件

(2)包括转动件(21)、移动件(22)、固定件(23)和封口件(24)，所述转动件(21)设置在输送

组件(1)上且与输送组件(1)转动连接，所述移动件(22)设置在转动件(21)上，所述固定件

(23)设置在转动件(21)的一端，所述封口件(24)设置在转动件(21)上，所述封口件(24)与

转动件(21)转动配合；

所述输送组件(1)包括输送架(11)和两个对称设置在输送架(11)上的输送件(12)，每

个所述输送件(12)均与输送架(11)转动连接，每个所述输送件(12)均包括输送电机(121)、

第一转动轮(122)、第二转动轮(123)和若干输送辊(124)，若干所述输送辊(124)等间距设

置在输送架(11)上且与输送架(11)转动连接，所述输送电机(121)设置在输送架(11)的旁

侧，所述第一转动轮(122)设置在输送电机(121)的输出轴上，所述第二转动轮(123)设置在

其中一个输送辊(124)上，所述第一转动轮(122)上套设有与第二转动轮(123)传动配合的

皮带(125)，若干所述输送辊(124)的一端套设有连接带(126)；

所述转动件(21)包括转动电机(211)、第一齿轮(212)、第二齿轮(213)、转动轴(214)和

转动板(215)，所述转动电机(211)设置在输送架(11)的侧壁上且转动电机(211)的输出轴

与输送架(11)转动连接，所述第一齿轮(212)设置在转动电机(211)的输出轴上，所述转动

轴(214)的两端与输送架(11)转动连接，所述第二齿轮(213)和第一齿轮(212)啮合，所述转

动板(215)设置在转动轴(214)上，所述转动板(215)上设有存放槽(21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膜加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件(22)包两个结构

相同的移动组(221)，每个所述移动组(221)均包括移动电机(222)、主动轮(223)、转动座

(224)和副动轮(225)，所述移动电机(222)设置在转动板(215)的顶部一端，所述主动轮

(223)设置在移动电机(222)的输出轴上，所述转动座(224)设置在转动板(215)顶部另一

端，所述副动轮(225)设置在转动座(224)上且与转动座(224)转动连接，所述主动轮(223)

上套设有与副动轮(225)传动配合的移动带(226)，所述移动带(226)上设有移动气夹

(227)。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膜加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件(23)包括固定架

(231)、移动气缸(232)和固定板(233)，所述固定架(231)设置在转动板(215)的顶部一端，

所述移动气缸(232)设置在固定架(231)的顶部，所述移动气缸(232)的输出端竖直向下设

置，所述固定板(233)与移动气缸(232)的输出端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膜加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封口件(24)包括安装座

(241)、切断气缸(242)和切断热封板(243)，所述安装座(241)设置在转动板(215)上，所述

切断气缸(242)设置在安装座(241)的顶部，所述切断气缸(242)的输出轴竖直向下设置，所

述切断热封板(243)设置在转动板(215)上，所述转动板(215)上设有与切断热封板(243)转

动配合的转动槽，所述切断热封板(243)的一端与转动板(215)转动连接，所述切断热封板

(243)的一端与切断气缸(242)的输出端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膜加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加液组件(3)包括支撑

架(31)、驱动气缸(32)和固定块(33)，所述支撑架(31)设置在输送架(11)的旁侧，所述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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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缸(32)设置在支撑架(31)的顶部，所述驱动气缸(32)的输出端竖直向下设置，所述固定

块(33)设置在驱动气缸(32)的输出端上，所述固定块(33)上设有两个加液管(34)，每个所

述加液管(34)的一端均设有与其相连通的加液嘴(35)，每个所述加液嘴(35)均呈扁状。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膜加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压平组件(4)包括压平

辊(41)、两个定位板(42)和两个丝杆滑台(43)，两个所述丝杆滑台(43)对称设置在输送架

(11)上，两个所述定位板(42)对称设置在两个丝杆滑台(43)的滑块上，所述压平辊(41)的

两端设置在两个定位板(42)上，所述压平辊(41)与两个定位板(42)转动连接，所述压平辊

(41)的两端与两个定位板(42)转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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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面膜加液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面膜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是涉及一种面膜加液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面膜，是护肤品中的一个类别，是美容保养品的一种载体，敷在脸上用于美容功能

例如补水保湿、美白、抗衰老、平衡油脂等等。

[0003] 如公开号为CN207467024U的专利涉及一种基布面膜精华自动灌装设备，包括底

板，所述底板上表面右侧的前后两端对称固定有出料装置和固定块，底板的上表面通过支

撑架沿左右方向固定有传送带，传送带的右端位于出料装置和固定块之间，传送带左端的

动力输入轴和步进电机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连接，步进电机通过固定架固定在底板上表面

的左前方，传送带上表面左端设有限位装置，实现面膜的灌装、封口和输出自动化生产，自

动化程度高、大大节约劳动力，提高生产效率；通过控制气腔内的气压来控制液腔内面膜精

华液的液压，使得液腔内面膜精华液的液压控制方便且加压稳定，精华液不易浪费，保证了

本基布面膜精华自动灌装设备的灌装效果。

[0004] 但是，上述装置在使用中还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在对面膜进行加液时，不能对面

膜袋的位置进行固定，导致在加工的过程中，面膜袋的位置发生移动影响面膜加液的工作，

影响面膜加液的效果，第二，在面膜加液后，不能将精华液与面膜均匀的融合，影响面膜的

使用。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面膜加液装置，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在对面

膜进行加液时不能对面膜袋的位置进行固定和不能将精华液与面膜均匀的融合的技术问

题。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以下技术方案：一种面膜加液装置，包括输送组

件、转动组件、加液组件和压平组件，所述转动组件设置在输送组件上，所述转动组件和输

送组件转动连接，所述加液组件设置在输送组件的旁侧，所述加液组件和转动组件对应设

置，所述压平组件设置在输送组件上且位于输送组件的输出端，所述转动组件包括转动件、

移动件、固定件和封口件，所述转动件设置在输送组件上且与输送组件转动连接，所述移动

件设置在转动件上，所述固定件设置在转动件的一端，所述封口件设置在转动件上，所述封

口件与转动件转动配合。

[0007] 进一步的，所述输送组件包括输送架和两个对称设置在输送架上的输送件，每个

所述输送件均与输送架转动连接，每个所述输送件均包括输送电机、第一转动轮、第二转动

轮和若干输送辊，若干所述输送辊等间距设置在输送架上且与输送架转动连接，所述输送

电机设置在输送架的旁侧，所述第一转动轮设置在输送电机的输出轴上，所述第二转动轮

设置在其中一个输送辊上，所述第一转动轮上套设有与第二转动轮传动配合的皮带，若干

所述输送辊的一端套设有连接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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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进一步的，所述转动件包括转动电机、第一齿轮、第二齿轮、转动轴和转动板，所述

转动电机设置在输送架的侧壁上且转动电机的输出轴与输送架转动连接，所述第一齿轮设

置在转动电机的输出轴上，所述转动轴的两端与输送架转动连接，所述第二齿轮和第一齿

轮啮合，所述转动板设置在转动轴上，所述转动板上设有存放槽。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移动件包两个结构相同的移动组，每个所述移动组均包括移动电

机、主动轮、转动座和副动轮，所述移动电机设置在转动板的顶部一端，所述主动轮设置在

移动电机的输出轴上，所述转动座设置在转动板顶部另一端，所述副动轮设置在转动座上

且与转动座转动连接，所述主动轮上套设有与副动轮传动配合的移动带，所述移动带上设

有移动气夹。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固定件包括固定架、移动气缸和固定板，所述固定架设置在转动板

的顶部一端，所述移动气缸设置在固定架的顶部，所述移动气缸的输出端竖直向下设置，所

述固定板与移动气缸的输出端固定连接。

[0011] 进一步的，所述封口件包括安装座、切断气缸和切断热封板，所述安装座设置在转

动板上，所述切断气缸设置在安装座的顶部，所述切断气缸的输出轴竖直向下设置，所述切

断热封板设置在转动板上，所述转动板上设有与切断热封板转动配合的转动槽，所述切断

热封板的一端与转动板转动连接，所述切断热封板的一端与切断气缸的输出端固定连接。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加液组件包括支撑架、驱动气缸和固定块，所述支撑架设置在输送

架的旁侧，所述驱动气缸设置在支撑架的顶部，所述驱动气缸的输出端竖直向下设置，所述

固定块设置在驱动气缸的输出端上，所述固定块上设有两个加液管，每个所述加液管的一

端均设有与其相连通的加液嘴，每个所述加液嘴均呈扁状。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压平组件包括压平辊、两个定位板和两个丝杆滑台，两个所述丝杆

滑台对称设置在输送架上，两个所述定位板对称设置在两个丝杆滑台的滑块上，所述压平

辊的两端与两个定位板转动连接。

[0014]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的有益效果是：

[0015] 其一，本发明在对面膜袋进行加液前，移动气缸的输出端移动带动固定板移动，固

定板移动将面膜袋的后端进行固定，在固定后有利于将精华液输送至面膜袋内，防止面膜

袋的位置发生偏移，影响加液的正常进行。

[0016] 其二，本发明在将精华液输送至面膜袋中后，通过若干输送辊将面膜袋输送至压

平辊的下方，两个丝杆滑台的滑块移动带动两个定位板进行移动，两个定位板移动带动两

个压平辊转动对面膜袋中的精华液进行铺平，在压平后面膜袋内的面膜就会充分的与精华

液的融合，保证面膜的湿润。

[0017] 其三，本发明在若干输送辊将面膜袋输送至转动板上的存放槽上后，两个移动气

夹将面膜袋的两端进行夹紧固定，防止面膜袋在加液的过程中面膜袋的位置发生移动，影

响加液的进行，在对面膜进行加液后，移动电机工作带动主动轮转动，主动轮通过移动带带

动副动轮在转动座上转动，移动带转动带动移动气夹移动将面膜袋输送至输送架上另外一

端上的若干输送辊上,实现面膜袋的自动移动作业。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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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2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二；

[0020] 图3为本发明的加液组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的转动组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图4中A处的放大图；

[0023] 图6为图4中B处的放大图；

[0024] 图7为本发明的压平组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标号为：

[0026] 输送组件1，输送架11，输送件12，输送电机121，第一转动轮122，第二转动轮123，

输送辊124，皮带125，连接带126，转动组件2，转动件21，转动电机211，第一齿轮212，第二齿

轮213，转动轴214，转动板215，存放槽216，移动件22，移动组221，移动电机222，主动轮223，

转动座224，副动轮225，移动带226，移动气夹227，固定件23，固定架231，移动气缸232，固定

板233，封口件24，安装座241，切断气缸242，切断热封板243，加液组件3，支撑架31，驱动气

缸32，固定块33，加液管34，加液嘴35，压平组件4，压平辊41，定位板42，丝杆滑台43。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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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8]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纵向”、“横向”、“上”、“下”、“前”、“后”、

“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

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

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9] 参照图1至图7可知，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面膜加液装置，包括输送组件1、转动组件

2、加液组件3和压平组件4，所述转动组件2设置在输送组件1上，所述转动组件2和输送组件

1转动连接，所述加液组件3设置在输送组件1的旁侧，所述加液组件3和转动组件2对应设

置，所述压平组件4设置在输送组件1上且位于输送组件1的输出端，所述转动组件2包括转

动件21、移动件22、固定件23和封口件24，所述转动件21设置在输送组件1上且与输送组件1

转动连接，所述移动件22设置在转动件21上，所述固定件23设置在转动件21的一端，所述封

口件24设置在转动件21上，所述封口件24与转动件21转动配合。

[0030] 在对面膜进行加液时，通过输送组件1将面膜袋向前输送，在输送至转动件21上

后，移动件22将面膜袋的端夹住固定，固定组件移动对面膜袋的后端进行固定，在将面膜袋

进行固定后，转动件21转动带动面膜袋转动，将面膜袋转动至加液组件3的下方，加液组件3

将精华液输送至面膜袋内，在加液完成后，封口件24转动对面膜袋进行封口作业，在封口后

转动件21转动带动面膜袋转动，转动件21转动至水平位置，固定件23移动将面膜袋的后端

松开，移动件22移动将面膜袋向前移动至输送组件1的另一端，输送组件1将面膜袋输送时

压平组件4的下方，压平组件4对面膜袋内的精华液进行充分地均匀压平作业，在压平后面

膜袋内的面膜就会充分的与精华液的融合，保证面膜的湿润。

[0031] 所述输送组件1包括输送架11和两个对称设置在输送架11上的输送件12，每个所

述输送件12均与输送架11转动连接，每个所述输送件12均包括输送电机121、第一转动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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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第二转动轮123和若干输送辊124，若干所述输送辊124等间距设置在输送架11上且与

输送架11转动连接，所述输送电机121设置在输送架11的旁侧，所述第一转动轮122设置在

输送电机121的输出轴上，所述第二转动轮123设置在其中一个输送辊124上，所述第一转动

轮122上套设有与第二转动轮123传动配合的皮带125，若干输送辊124的一端套设有连接带

126；在面膜向前输送时，输送电机121工作带动第一转动轮122转动，第一转动轮122通过皮

带125带动第二转动轮123转动，第二转动轮123转动带动其中一个输送辊124转动，一个输

送辊124转动通过连接带126带动另外的输送辊124转动，若干所述输送辊124转动将面膜袋

向前输送。

[0032] 所述转动件21包括转动电机211、第一齿轮212、第二齿轮213、转动轴214和转动板

215，所述转动电机211设置在输送架11的侧壁上且转动电机211的输出轴与输送架11转动

连接，所述第一齿轮212设置在转动电机211的输出轴上，所述转动轴214的两端与输送架11

转动连接，所述第二齿轮213和第一齿轮212啮合，所述转动板215设置在转动轴214上，所述

转动板215上设有存放槽216；在将面膜袋输送至转动板215上的存放槽216内后，将面膜袋

进行固定后转动电机211工作带动第一齿轮212转动，第一齿轮212转动带动第二齿轮213转

动，第二齿轮213转动带动转动轴214转动，转动轴214转动带动转动板215转动，转动板215

转动带动面膜袋转动至加液组件3的下方。

[0033] 所述移动件22包两个结构相同的移动组221，每个所述移动组221均包括移动电机

222、主动轮223、转动座224和副动轮225，所述移动电机222设置在转动板215的顶部一端，

所述主动轮223设置在移动电机222的输出轴上，所述转动座224设置在转动板215顶部另一

端，所述副动轮225设置在转动座224上且与转动座224转动连接，所述主动轮223上套设有

与副动轮225传动配合的移动带226，所述移动带226上设有移动气夹227；在若干输送辊124

将面膜袋输送至转动板215上的存放槽216上后，两个移动气夹227将面膜袋的两端进行夹

紧固定，防止面膜袋在加液的过程中面膜袋的位置发生移动，影响加液的进行，在对面膜进

行加液后，移动电机222工作带动主动轮223转动，主动轮223通过移动带226带动副动轮225

在转动座224上转动，移动带226转动带动移动气夹227移动将面膜袋输送至输送架11上另

外一端上的若干输送辊124上。

[0034] 所述固定件23包括固定架231、移动气缸232和固定板233，所述固定架231设置在

转动板215的顶部一端，所述移动气缸232设置在固定架231的顶部，所述移动气缸232的输

出端竖直向下设置，所述固定板233与移动气缸232的输出端固定连接；在对面膜袋进行加

液前，移动气缸232的输出端移动带动固定板233移动，固定板233移动将面膜袋的后端进行

固定，在固定后有利于将精华液输送至面膜袋内，防止面膜袋的位置发生偏移，影响加液的

正常进行。

[0035] 所述封口件24包括安装座241、切断气缸242和切断热封板243，所述安装座241设

置在转动板215上，所述切断气缸242设置在安装座241的顶部，所述切断气缸242的输出轴

竖直向下设置，所述切断热封板243设置在转动板215上，所述转动板215上设有与切断热封

板243转动配合的转动槽，所述切断热封板243的一端与转动板215转动连接，所述切断热封

板243的一端与切断气缸242的输出端固定连接；安装座241用于对切断气缸242进行固定和

安装，在将精华液输入面膜袋内后，切断气缸242的输出端移动带动切断热封板243在转动

板215上转动，切断热封板243转动对面膜袋进行封口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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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所述加液组件3包括支撑架31、驱动气缸32和固定块33，所述支撑架31设置在输送

架11的旁侧，所述驱动气缸32设置在支撑架31的顶部，所述驱动气缸32的输出端竖直向下

设置，所述固定块33设置在驱动气缸32的输出端上，所述固定块33上设有两个加液管34，每

个所述加液管34的一端均设有与其相连通的加液嘴35，每个所述加液嘴35均呈扁状；在转

动板215将面膜袋转动至固定块33的下方后，在加液的过程中驱动气缸32的输出端移动带

动固定块33移动，固定块33移动带动两个加液嘴35移动将两个加液嘴35输送至面膜袋中，

通过两个加液管34将精华液输送至两个加液嘴35上，两个加液嘴35将精华液输送至面膜袋

中，对面膜袋进行加液，加液嘴35均呈扁状可以更好的精华液输送至面膜袋内。

[0037] 所述压平组件4包括压平辊41、两个定位板42和两个丝杆滑台43，两个所述丝杆滑

台43对称设置在输送架11上，两个所述定位板42对称设置在两个丝杆滑台43的滑块上，所

述压平辊41的两端与两个定位板42转动连接；在将精华液输送至面膜袋中后，通过若干输

送辊124将面膜袋输送至压平辊41的下方，两个丝杆滑台43的滑块移动带动两个定位板42

进行移动，两个定位板42移动带动两个压平辊41转动对面膜袋中的精华液进行铺平，在压

平后面膜袋内的面膜就会充分的与精华液的融合，保证面膜的湿润。

[0038]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本发明在使用时，在面膜向前输送时，输送电机121工作带动

第一转动轮122转动，第一转动轮122通过皮带125带动第二转动轮123转动，第二转动轮123

转动带动其中一个输送辊124转动，一个输送辊124转动通过连接带126带动另外的输送辊

124转动，若干输送辊124转动将面膜袋向前输送，在将面膜袋输送至转动板215上的存放槽

216内后，移动气缸232的输出端移动带动固定板233移动，固定板233移动将面膜袋的后端

进行固定，两个移动气夹227将面膜袋的两端进行夹紧固定，在固定后有利于将精华液输送

至面膜袋内，防止面膜袋的位置发生偏移，影响加液的正常进行，将面膜袋进行固定后，转

动电机211工作带动第一齿轮212转动，第一齿轮212转动带动第二齿轮213转动，第二齿轮

213转动带动转动轴214转动，转动轴214转动带动转动板215转动，转动板215转动带动面膜

袋转动至固定块33的下方后，在加液的过程中驱动气缸32的输出端移动带动固定块33移

动，固定块33移动带动两个加液嘴35移动将两个加液嘴35输送至面膜袋中，通过两个加液

管34将精华液输送至两个加液嘴35上，两个加液嘴35将精华液输送至面膜袋中，对面膜袋

进行加液，加液嘴35均呈扁状可以更好的精华液输送至面膜袋内，在将精华液输入面膜袋

内后，切断气缸242的输出端移动带动切断热封板243在转动板215上转动，切断热封板243

转动对面膜袋进行封口作业，转动电机211工作带动第一齿轮212转动，第一齿轮212转动带

动第二齿轮213转动，第二齿轮213转动带动转动轴214转动，转动轴214转动带动转动板215

转动将面膜袋转动至水平位置，移动电机222工作带动主动轮223转动，主动轮223通过移动

带226带动副动轮225在转动座224上转动，移动带226转动带动移动气夹227移动将面膜袋

输送至输送架11上另外一端上的若干输送辊124上，通过若干输送辊124将面膜袋输送至压

平辊41的下方，两个丝杆滑台43的滑块移动带动两个定位板42进行移动，两个定位板42移

动带动两个压平辊41转动对面膜袋中的精华液进行铺平，在压平后面膜袋内的面膜就会充

分的与精华液的融合，保证面膜的湿润。

[0039]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

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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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

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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