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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便于计量的智能土特产包

装设备，包括机箱、产品送料装置、产品集料装

置、热熔封口装置、包装袋输送装置、包装袋夹持

装置、包装成品输送装置、抽真空装置、计量装

置、控制装置；首先将产品和包装袋放在产品计

量装置和包装袋输送装置上，通过计量装置将产

品进行称重后送到产品送料装置，再产品送料装

置将产品送至产品集料装置下方，热熔封口装置

与包装袋输送装置配合将包装袋展开，使产品掉

落到包装袋内，将包装袋袋口夹紧，同时对包装

袋进行抽真空，再将包装袋进行热熔封口，再落

在包装成品输送装置并输送到成品箱，这样能方

便快捷的对产品计量的同时，能自动将多个产品

封装在包装袋内，具有封装效率高，封装效果好

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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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于计量的智能土特产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机箱，所述机箱上端中部向

外延伸有产品送料装置，所述机箱上端对应于产品送料装置的一侧设有计量装置，所述产

品送料装置的下方对应设有产品集料装置，所述机箱内两侧分别设有热熔封口装置和包装

袋输送装置，所述机箱内中部对应于所述产品集料装置下方设有包装袋夹持装置，包装袋

夹持装置下方设有包装成品输送装置，所述机箱上对应所述产品集料装置的后方设有与所

述热熔封口装置配合使用的抽真空装置，述机箱上还设有控制装置，所述控制装置与所述

产品送料装置、产品集料装置、热熔封口装置、包装袋输送装置、包装袋夹持装置、包装成品

输送装置、抽真空装置、计量装置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计量的智能土特产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计量

装置包括夹料架，所述夹料架中部设有转动气缸，转动气缸的活塞杆设有转动齿条，所述夹

料架上部设有旋转轴，所述旋转轴与夹料架之间通过轴承连接，所述旋转轴的上端连接有

第一支架，所述第一支架下端铰接有第二支架，所述第一支架与第二支架之间设有调整气

缸，所述第二支架下端设有夹料气缸，所述夹料气缸下端设有夹爪，所述夹爪的前方设有装

料箱和计量箱，所述计量箱内设有计量架，计量架上端设有称重盘，称重盘与计量架之间设

有计量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计量的智能土特产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产品

送料装置包括送料带，所述送料带两侧均设有挡板，送料带上均布有若干挡片，所述挡片与

挡板之间形成用于放置产品的装置腔，所述送料带外端设有送料电机，所述挡板另一端通

过支架连接在所述机箱上端，所述机箱中部设有与所述产品集料装置配合使用的进料桶，

所述进料桶与所述送料带之间设有送料过渡槽。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便于计量的智能土特产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产品

集料装置包括与所述进料桶配合套接的集料桶，所述集料桶下端两侧均铰接有放料片，所

述放料片外侧设有与进料桶连接的限位挡板，所述集料桶前端设有放料气缸，所述放料气

缸的活塞杆连接有推块，所述推块与所述两放料片之间通过支撑杆连接，所述支撑杆一端

与推块铰接，另一端与所述放料片铰接，所述机箱下端设有下压气缸，所述下压气缸的活塞

杆与所述集料桶一侧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便于计量的智能土特产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热熔

封口装置包括设于所述机箱内一侧的热熔封口架，所述热熔封口架上端横向的设有两根导

杆，其中一根导杆向延伸产品集料装置下方延伸，另一根导杆上设有第一热熔气缸，所述热

熔封口架上部中间设有第二热熔气缸，所述第一热熔气缸的活塞杆连接有一端套接在导杆

上的第一热熔夹板，所述第二热熔气缸的活塞杆连接有一端套接在导杆上的第二热熔夹

板，所述热熔封口架中间设有第一包装袋吸附组件，所述第一包装袋吸附组件包括设于热

熔封口架中部的吸附气缸，所述吸附气缸的活塞杆通过连接块连接有吸附板，所述吸附板

前端设有若干吸附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计量的智能土特产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包装

袋夹持装置包括在机箱内对应于产品集料装置下方设置的包装袋夹持架，包装袋夹持架与

机箱之间套接有竖向套杆，所述包装袋夹持架上端纵向的设有推拉气缸，所述推拉气缸的

活塞杆通过连接块连接有包装袋夹持气缸，包装袋夹持气缸的活塞杆连接有夹块，所述包

装袋夹持架底端与机箱底端之间设有可驱动包装袋夹持架整体升降的升降气缸。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9533506 A

2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便于计量的智能土特产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包装

袋输送装置包括设于所述机箱内另一侧并与所述热熔封口装置相对的包装袋输送架，所述

包装袋输送架上端设有放置包装袋的放置板，放置板中间开设有通孔，所述机箱上端对应

该通孔位置开设有放料孔，所述放料孔与通孔之间设有护板，所述护板与放料孔、通孔组成

包装袋放置腔，所述包装袋输送架中部对应于所述放置腔的下方设有两支撑板，两支撑板

之间设有转轴，所述转轴上设有包装袋输送板，包装袋输送板上端设有转动推送气缸，转动

推送气缸的活塞杆通过连接块连接有与第一包装袋吸附组件配合吸附和/或展开包装袋的

第二包装袋吸附组件，对应于其中一支撑板的一侧设有转动驱动架，转动驱动架上设有带

导槽的固定板，所述转轴的一端设有齿轮，所述固定板与齿轮之间设有与齿轮配合啮合的

齿条，所述齿条的下方设有转动驱动气缸，所述齿条背面设有与所述导槽配合连接的导轨，

所述第二包装袋吸附组件包括设于包装袋输送架中部的吸附气缸，所述吸附气缸的活塞杆

通过连接块连接有吸附板，所述吸附板前端设有若干吸附头。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计量的智能土特产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包装

成品输送装置包括设于机箱底端的两块平行的固接板，两固接板之间设有成品输送料带，

其中一固接板的一端连接有可控制成品输送料带运动的输送电机。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便于计量的智能土特产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抽真

空装置包括抽真空电机，所述抽真空电机的输出端连接有抽真空泵，所述抽真空泵连接有

弹性的抽真空管，所述集料桶一侧设有与抽真空管连接的移动气缸。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计量的智能土特产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控

制装置包括控制装置，控制装置上设有控制按键和显示屏，所述产品送料装置、产品集料装

置、热熔封口装置、包装袋输送装置、包装袋夹持装置、包装成品输送装置、抽真空装置上均

设有与所述控制装置电连接的红外线感应器，所述计量装置上设有与所述控制装置电连接

的重量感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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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于计量的智能土特产包装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包装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便于计量的智能土特产包装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土特产是土产和特产的并称。在我国，土产一般指各地的农副业产品和部分手工

业产品，如松香﹑毛竹﹑栲胶﹑陶瓷器﹑丝织品﹑花边﹑酸角水果等。特产指各地土产中具有独

特品质﹑风格或技艺的产品，如云南过桥米线、杭州的织锦﹑景德镇的瓷器﹑宜兴的陶器﹑溧

阳的风鹅、绍兴的黄酒﹑黄岩的蜜橘﹑三清山﹑山茶油﹑汕头的抽纱、张家界的葛粉等。

[0003] 以上所述的土特产为了适应现有市场的需要，所以需要对其进行包装，尤其是对

如：茶叶、干菜等，需要先进行称量，才能保证每包产品的重量相当，现有的包装一般是通过

人工进行包装，计量不便，包装的效率较低，包装的效果较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便于计量的智能土特产包装设备，其具有结构合理，

计量方便快捷，能自动将多个产品封装在包装袋内，封装效率高，封装效果好的目的。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得以解决：

[0006] 一种便于计量的智能土特产包装设备，包括机箱，所述机箱上端中部向外延伸有

产品送料装置，所述机箱上端对应于产品送料装置的一侧设有计量装置，所述产品送料装

置的下方对应设有产品集料装置，所述机箱内两侧分别设有热熔封口装置和包装袋输送装

置，所述机箱内中部对应于所述产品集料装置下方设有包装袋夹持装置，包装袋夹持装置

下方设有包装成品输送装置，所述机箱上对应所述产品集料装置的后方设有与所述热熔封

口装置配合使用的抽真空装置，述机箱上还设有控制装置，所述控制装置与所述产品送料

装置、产品集料装置、热熔封口装置、包装袋输送装置、包装袋夹持装置、包装成品输送装

置、抽真空装置、计量装置电连接。

[0007]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计量装置包括夹料架，所述夹料架中部设有转动气缸，转动气

缸的活塞杆设有转动齿条，所述夹料架上部设有旋转轴，所述旋转轴与夹料架之间通过轴

承连接，所述旋转轴的上端连接有第一支架，所述第一支架下端铰接有第二支架，所述第一

支架与第二支架之间设有调整气缸，所述第二支架下端设有夹料气缸，所述夹料气缸下端

设有夹爪，所述夹爪的前方设有装料箱和计量箱，所述计量箱内设有计量架，计量架上端设

有称重盘，称重盘与计量架之间设有计量器。

[0008]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产品送料装置包括送料带，所述送料带两侧均设有挡板，送料

带上均布有若干挡片，所述挡片与挡板之间形成用于放置产品的装置腔，所述送料带外端

设有送料电机，所述挡板另一端通过支架连接在所述机箱上端，所述机箱中部设有与所述

产品集料装置配合使用的进料桶，所述进料桶与所述送料带之间设有送料过渡槽。

[0009]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产品集料装置包括与所述进料桶配合套接的集料桶，所述集

料桶下端两侧均铰接有放料片，所述放料片外侧设有与进料桶连接的限位挡板，所述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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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前端设有放料气缸，所述放料气缸的活塞杆连接有推块，所述推块与所述两放料片之间

通过支撑杆连接，所述支撑杆一端与推块铰接，另一端与所述放料片铰接，所述机箱下端设

有下压气缸，所述下压气缸的活塞杆与所述集料桶一侧连接。

[0010]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热熔封口装置包括设于所述机箱内一侧的热熔封口架，所述

热熔封口架上端横向的设有两根导杆，其中一根导杆向延伸产品集料装置下方延伸，另一

根导杆上设有第一热熔气缸，所述热熔封口架上部中间设有第二热熔气缸，所述第一热熔

气缸的活塞杆连接有一端套接在导杆上的第一热熔夹板，所述第二热熔气缸的活塞杆连接

有一端套接在导杆上的第二热熔夹板，所述热熔封口架中间设有第一包装袋吸附组件，所

述第一包装袋吸附组件包括设于热熔封口架中部的吸附气缸，所述吸附气缸的活塞杆通过

连接块连接有吸附板，所述吸附板前端设有若干吸附头。

[0011]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包装袋夹持装置包括在机箱内对应于产品集料装置下方设置

的包装袋夹持架，包装袋夹持架与机箱之间套接有竖向套杆，所述包装袋夹持架上端纵向

的设有推拉气缸，所述推拉气缸的活塞杆通过连接块连接有包装袋夹持气缸，包装袋夹持

气缸的活塞杆连接有夹块，所述包装袋夹持架底端与机箱底端之间设有可驱动包装袋夹持

架整体升降的升降气缸。

[0012]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包装袋输送装置包括设于所述机箱内另一侧并与所述热熔封

口装置相对的包装袋输送架，所述包装袋输送架上端设有放置包装袋的放置板，放置板中

间开设有通孔，所述机箱上端对应该通孔位置开设有放料孔，所述放料孔与通孔之间设有

护板，所述护板与放料孔、通孔组成包装袋放置腔，所述包装袋输送架中部对应于所述放置

腔的下方设有两支撑板，两支撑板之间设有转轴，所述转轴上设有包装袋输送板，包装袋输

送板上端设有转动推送气缸，转动推送气缸的活塞杆通过连接块连接有与第一包装袋吸附

组件配合吸附和/或展开包装袋的第二包装袋吸附组件，对应于其中一支撑板的一侧设有

转动驱动架，转动驱动架上设有带导槽的固定板，所述转轴的一端设有齿轮，所述固定板与

齿轮之间设有与齿轮配合啮合的齿条，所述齿条的下方设有转动驱动气缸，所述齿条背面

设有与所述导槽配合连接的导轨，所述第二包装袋吸附组件包括设于包装袋输送架中部的

吸附气缸，所述吸附气缸的活塞杆通过连接块连接有吸附板，所述吸附板前端设有若干吸

附头。

[0013]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包装成品输送装置包括设于机箱底端的两块平行的固接板，

两固接板之间设有成品输送料带，其中一固接板的一端连接有可控制成品输送料带运动的

输送电机。

[0014]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抽真空装置包括抽真空电机，所述抽真空电机的输出端连接

有抽真空泵，所述抽真空泵连接有弹性的抽真空管，所述集料桶一侧设有与抽真空管连接

的移动气缸。

[0015]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控制装置包括控制装置，控制装置上设有控制按键和显示屏，

所述产品送料装置、产品集料装置、热熔封口装置、包装袋输送装置、包装袋夹持装置、包装

成品输送装置、抽真空装置上均设有与所述控制装置电连接的红外线感应器，所述计量装

置上设有与所述控制装置电连接的重量感应器。

[0016] 本发明有益效果：本发明包括机箱，所述机箱上端中部向外延伸有产品送料装置，

所述机箱上端对应于产品送料装置的一侧设有计量装置，所述产品送料装置的下方对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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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产品集料装置，所述机箱内两侧分别设有热熔封口装置和包装袋输送装置，所述机箱内

中部对应于所述产品集料装置下方设有包装袋夹持装置，包装袋夹持装置下方设有包装成

品输送装置，所述机箱上对应所述产品集料装置的后方设有与所述热熔封口装置配合使用

的抽真空装置，述机箱上还设有控制装置，所述控制装置与所述产品送料装置、产品集料装

置、热熔封口装置、包装袋输送装置、包装袋夹持装置、包装成品输送装置、抽真空装置、计

量装置电连接；本发明结构合理，操作简单，使用时，首先将产品和包装袋分别放置在计量

装置和包装袋输送装置上，之后通过计量装置将产品进行称重后送到产品送料装置，同时

通过控制装置控制产品送料装置将产品送至产品集料装置，同时通过包装袋输送装置将包

装袋吸附后推送到产品集料装置下方，之后驱动热熔封口装置与包装袋输送装置配合将包

装袋展开，再驱动产品集料装置待产品掉落到包装袋内，当包装袋内掉落合适数量的产品

后，驱动包装袋夹持装置将包装袋袋口夹紧，同时，控制抽真空管伸入包装袋内，并对包装

袋进行抽真空，之后驱动热熔封口装置将包装袋进行热熔封口，产品热熔封装好后，整体落

在包装成品输送装置并输送到成品箱，这样能方便快捷的对产品计量的同时，能自动将多

个产品封装在包装袋内，具有封装效率高，封装效果好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另一角度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中产品集料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中热熔封口装置与包装袋夹持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中包装输送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为本发明中计量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7为本发明控制原理图。

[0024] 附图标记

[0025] 1机箱、2产品送料装置、3产品集料装置、4热熔封口装置、5包装输送装置、6包装袋

夹持装置、7包装成品输送装置、8控制装置、9吸附气缸、10吸附头、11、抽真空装置、12、计量

装置、21送料带、22挡板、23挡片、24送料电机、26送料桶、27送料过渡槽、28调节装置、31集

料桶、32放料片、33限位挡板、34放料气缸、35推块、36支撑杆、37下压气缸、41热熔封口架、

42导杆、43第一热熔气缸、44第二热熔气缸、45第一热熔夹板、46第二热熔夹板、47第一包装

吸附组件、51包装袋输送架、52第二包装吸附组件、53放料孔、54转轴、55转动推送气缸、56

转动驱动架、57齿轮、58齿条、59转动驱动气缸、61包装袋夹持架、62竖向套杆、63推拉气缸、

64包装袋夹持气缸、65夹块、66升降气缸、71固接板、72成品输送料带、73输送电机、111抽真

空电机、112抽真空泵、113抽真空管、114移动气缸、121夹料架、122转动气缸、123转动齿条、

124旋转轴、125轴承、126第一支架、127第二支架、128调整气缸、129夹料气缸、130夹爪、131

装料箱、132计量箱、133称重盘、134计量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与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7] 如图1至图7所示，一种便于计量的智能土特产包装设备，包括机箱1，所述机箱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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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中部向外延伸有产品送料装置2，所述机箱1上端对应于产品送料装置2的一侧设有计量

装置12，所述产品送料装置2的下方对应设有产品集料装置3，所述机箱1内两侧分别设有热

熔封口装置4和包装袋输送装置5，所述机箱1内中部对应于所述产品集料装置3下方设有包

装袋夹持装置6，包装袋夹持装置6下方设有包装成品输送装置7，所述机箱1上对应所述产

品集料装置3的后方设有与所述热熔封口装置4配合使用的抽真空装置11，所述机箱1上还

设有控制装置8，所述控制装置8与所述产品送料装置2、产品集料装置3、热熔封口装置4、包

装袋输送装置5、包装袋夹持装置6、包装成品输送装置7、抽真空装置11、计量装置12电连

接；本发明结构合理，操作简单，使用时，同时通过包装袋输送装置5将包装袋吸附后推送到

产品集料装置3下方，首先将产品和包装袋分别放置在计量装置12和包装袋输送装置5上，

之后通过计量装置12将产品进行称重后送到产品送料装置2，同时通过控制装置8控制产品

送料装置2将产品送至产品集料装置3，之后驱动热熔封口装置4与包装袋输送装置5配合将

包装袋展开，再驱动产品集料装置3待产品掉落到包装袋内，当包装袋内掉落合适数量的产

品后，驱动包装袋夹持装置6将包装袋袋口夹紧，之后驱动热熔封口装置4将包装袋进行热

熔封口，最后产品热熔封装好后，整体落在包装成品输送装置7并输送到成品箱，这样能方

便快捷的对产品计量的同时，能自动将多个产品封装在包装袋内，具有封装效率高，封装效

果好的优点。

[0028] 如图1、2、7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计量装置12包括夹料架121，所述夹料架121中

部设有转动气缸122，转动气缸122的活塞杆设有转动齿条123，所述夹料架121上部设有旋

转轴124，所述旋转轴124与夹料架121之间通过轴承125连接，所述旋转轴124的上端连接有

第一支架126，所述第一支架126下端铰接有第二支架127，所述第一支架126与第二支架127

之间设有调整气缸128，所述第二支架127下端设有夹料气缸129，所述夹料气缸129下端设

有夹爪130，所述夹爪130的前方设有装料箱131和计量箱132，所述计量箱132内设有计量

架，计量架上端设有称重盘133，称重盘133与计量架之间设有计量器134，使用时，首先设定

好计量器134的重量，通过转动气缸122驱动转动齿条123和转动齿轮转动，同时使旋转轴

124、第一支架126、第二支架127、夹料气缸129、夹爪130转动到装料箱131上方，之后通过调

整气缸128控制第二支架127、夹料气缸129、夹爪130移动到装料箱131内，通过夹料气缸129

控制夹爪130将产品抓紧，再继续通过转动气缸122驱动转动齿条123和转动齿轮转动，同时

使旋转轴124、第一支架126、第二支架127、夹料气缸129、夹爪130转动到计量箱132上方，通

过调整气缸128控制第二支架127、夹料气缸129、夹爪130移动，通过夹料气缸129控制夹爪

130将产品放入到称重盘内，当重量感应器感应到称重盘133内产品的重量不在设定范围内

时，通过夹料气缸129控制夹爪130将称重盘133内产品多的取回到装料箱131，不够再从装

料箱131补足(这个过程的动作根据实际可能一次也可能是多次反复)，当重量感应器感应

到称重盘133内产品的重量在设定范围内后，再通过调整气缸128控制第二支架127、夹料气

缸129、夹爪130向产品送料装置2移动，通过夹料气缸129控制夹爪130将称重盘133和称重

合格的产品一起抓起，再将称重合格的产品倾倒入到送料带21的腔内，转动气缸122驱动转

动齿条123和转动齿轮反向转动，将夹料气缸129、夹爪130转动到装料箱131上方，之后通过

调整气缸128控制第二支架127、夹料气缸129、夹爪130移动到装料箱131内，如此循环，这样

能保证每包产品的重量在一定的重量内。

[0029] 如图1所示，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产品送料装置2包括送料带21，所述送料带21

说　明　书 4/7 页

7

CN 109533506 A

7



两侧均设有挡板22，送料带21上均布有若干挡片23，所述挡片23与挡板22之间形成用于放

置产品的装置腔，所述送料带21外端设有送料电机24，所述挡板22另一端通过支架连接在

所述机箱1上端，所述机箱1中部设有与所述产品集料装置3配合使用的进料桶26，所述进料

桶26与所述送料带21之间设有送料过渡槽27，使用时，送料电机24带动送料带21转动，将每

个产品放置于每个不同的装置腔内，所述挡板22上部对应计量装置12处设有红外线感应

器，当感应到一个产品滑过进入到装置腔时，控制送料电机24转动一个装置腔的位置，本实

施例优选的是一次转动五格，即一个包装袋封装五个产品，通过送料带21将产品送到送料

过渡槽27内，之后经进料桶26滑进到产品集料装置3内，这样便于合理的将产品通过送料带

21送入到产品集料装置3内。

[0030] 如图3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产品集料装置3包括与所述进料桶26配合套接的集

料桶31，所述集料桶31下端两侧均铰接有放料片32，所述放料片32外侧设有与进料桶26连

接的限位挡板33，所述集料桶31前端设有放料气缸34，所述放料气缸34的活塞杆连接有推

块35，所述推块35与所述两放料片32之间通过支撑杆36连接，所述支撑杆36一端与推块35

铰接，另一端与所述放料片32铰接，所述机箱1下端设有下压气缸37，所述下压气缸37的活

塞杆与所述集料桶31一侧连接，使用时，当红外线感应器感应有产品掉入到集料桶31后，下

压气缸37驱动集料桶31下移，之后放料气缸34下移推动支撑杆36将两块放料片32转动打

开，将产品放落到包装袋内，待放落五个产品后，控制下压气缸37启动集料桶31上移，驱动

支撑杆36带动放料片32转动合拢。

[0031] 如图4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热熔封口装置4包括设于所述机箱1内一侧的热熔封

口架41，所述热熔封口架41上端横向的设有两根导杆42，其中一根导杆42向延伸产品集料

装置3下方延伸，另一根导杆42上设有第一热熔气缸43，所述热熔封口架41上部中间设有第

二热熔气缸44，所述第一热熔气缸43的活塞杆连接有一端套接在导杆42上的第一热熔夹板

45，所述第二热熔气缸44的活塞杆连接有一端套接在导杆42上的第二热熔夹板46，第一热

熔夹板45和第二热熔夹板46与控制装置8电连接，所述热熔封口架41中间设有第一包装袋

吸附组件47，使用时，将通过包装袋夹持装置6夹持的包装袋袋口，同时驱动第一热熔气缸

43和第二热熔气缸44分别控制第一热熔夹板45和第二热熔夹板46将包装袋袋口夹紧后热

熔封口。

[0032] 如图4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包装袋夹持装置6包括在机箱1内对应于产品集料装

置3下方设置的包装袋夹持架61，包装袋夹持架61与机箱1之间套接有竖向套杆62，所述包

装袋夹持架61上端纵向的设有推拉气缸63，所述推拉气缸63的活塞杆通过连接块连接有包

装袋夹持气缸64，包装袋夹持气缸64的活塞杆连接有夹块65，所述包装袋夹持架61底端与

机箱1底端之间设有可驱动包装袋夹持架61整体升降的升降气缸，所述包装袋夹持架61上

端设有两个对称的推拉气缸63和包装袋夹持气缸64，使用时，通过推拉气缸63驱动包装袋

夹持气缸64向将第一包装袋吸附组件47和第二包装袋吸附组件52吸附的放置有产品的包

装袋移动，之后通过包装袋夹持气缸64和两夹块65将包装袋升降气缸66装袋夹持气缸64、

放置有产品的包装袋一起驱动上升，使包装袋袋口处于第一热熔夹板45和第二热熔夹板46

之间，待放置有产品的包装袋的袋口热熔封装好后，升降气缸控制将包装袋夹持架61、推拉

气缸63、包装袋夹持气缸64、放置有产品的包装袋一起驱动下降，之后包装袋夹持气缸64控

制两夹块65分开，使放置有产品的包装袋落入到包装成品输送装置7，最后送入到成品箱。

说　明　书 5/7 页

8

CN 109533506 A

8



[0033] 如图5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包装袋输送装置5包括设于所述机箱1内另一侧并与

所述热熔封口装置4相对的包装袋输送架51，所述包装袋输送架51上端设有放置包装袋的

放置板，放置板中间开设有通孔，所述机箱1上端对应该通孔位置开设有放料孔53，所述放

料孔53与通孔之间设有护板，所述护板与放料孔53、通孔组成包装袋放置腔，所述包装袋输

送架51中部对应于所述放置腔的下方设有两支撑板，两支撑板之间设有转轴54，所述转轴

54上设有包装袋输送板，包装袋输送板上端设有转动推送气缸55，转动推送气缸55的活塞

杆通过连接块连接有与第一包装袋吸附组件47配合吸附和/或展开包装袋的第二包装袋吸

附组件52，对应于其中一支撑板36的一侧设有转动驱动架56，转动驱动架56上设有带导槽

的固定板，所述转轴54的一端设有齿轮57，所述固定板与齿轮57之间设有与齿轮57配合啮

合的齿条58，所述齿条58的下方设有转动驱动气缸59，所述齿条58背面设有与所述导槽配

合连接的导轨，使用时，通过转动驱动气缸59下降，驱动转轴54旋转，同时带动转动推送气

缸55和第二包装袋吸附组件52由横向转动呈竖向设置，之后通过转动推送气缸55驱动第二

包装袋吸附组件52上升，并将包装袋从包装袋放置腔内吸附住，之后转动推送气缸55驱动

吸附有包装袋的第二包装袋吸附组件52下降，之后转动驱动气缸59上升，驱动转轴54反向

旋转，同时带动转动推送气缸55和第二包装袋吸附组件52由竖向设置呈横向转动，再通过

转动推送气缸55驱动吸附有包装袋的第二包装袋吸附组件52横向移动到所述放料片32的

下方。

[0034] 如图1、2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包装成品输送装置7包括设于机箱1底端的两块平

行的固接板71，两固接板71之间设有成品输送料带72，其中一固接板71的一端连接有可控

制成品输送料带72运动的输送电机73，使用时，通过输送电机73带动成品输送料带72，将掉

落到成品输送料带72上的放置有产品的包装袋输送到成品箱内。

[0035] 如图1、图2、图4、图5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包装袋吸附组件47和第二包装袋

吸附组包括分别设于热熔封口架41和包装袋输送架51中部的吸附气缸9，所述吸附气缸9的

活塞杆通过连接块连接有吸附板，所述吸附板前端设有若干吸附头10，使用时，所述热熔封

口架41和包装袋输送架51中部的两个吸附气缸9同时运动，通过热熔封口架41的吸附头10

将包装袋输送架51的吸附头10吸附的包装袋拉开，便于从放料片32掉落的产品准确的掉入

到包装袋内。

[0036] 如图1、2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抽真空装置11包括抽真空电机111，所述抽真空电

机111的输出端连接有抽真空泵112，所述抽真空泵112连接有弹性的抽真空管112，所述集

料桶31一侧设有与抽真空管113的移动气缸114，使用时，通过移动气缸114将抽真空管113

移动到包装袋内，之后抽真空电机111控制抽真空泵112将包装袋内的气体抽干。

[0037] 如图1、2、3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控制装置8包括控制装置，控制装置上设有控制

按键和显示屏，所述产品送料装置2、产品集料装置3、热熔封口装置4、包装袋输送装置5、包

装袋夹持装置6、包装成品输送装置7、抽真空装置11上均设有与所述控制装置8电连接的红

外线感应器，所述计量装置12上设有与所述控制装置8电连接的重量感应器。

[0038]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先首先设定好计量器134的重量，通过转动气缸122驱动转

动齿条123和转动齿轮转动，同时使旋转轴124、第一支架126、第二支架127、夹料气缸129、

夹爪130转动到装料箱131上方，之后通过调整气缸128控制第二支架127、夹料气缸129、夹

爪130移动到装料箱131内，通过夹料气缸129控制夹爪130将产品抓紧，再继续通过转动气

说　明　书 6/7 页

9

CN 109533506 A

9



缸122驱动转动齿条123和转动齿轮转动，同时使旋转轴124、第一支架126、第二支架127、夹

料气缸129、夹爪130转动到计量箱132上方，通过调整气缸128控制第二支架127、夹料气缸

129、夹爪130移动，通过夹料气缸129控制夹爪130将产品放入到称重盘内，当重量感应器感

应到称重盘133内产品的重量不在设定范围内时，通过夹料气缸129控制夹爪130将称重盘

133内产品多的取回到装料箱131，当重量感应器感应到称重盘133内产品的重量在设定范

围内后，再通过调整气缸128控制第二支架127、夹料气缸129、夹爪130向产品送料装置2移

动，通过夹料气缸129控制夹爪130将称重盘133和称重合格的产品一起抓起，再将称重合格

的产品倾倒入到送料带21的腔内，转动气缸122驱动转动齿条123和转动齿轮反向转动，将

夹料气缸129、夹爪130转动到装料箱131上方，之后通过调整气缸128控制第二支架127、夹

料气缸129、夹爪130移动到装料箱131内继续抓紧装料箱131内产品，之后通过控制装置8控

制送料电机24带动送料带21转动，将每个产品放置于每个不同的装置腔内，通过送料带21

将产品送到送料过渡槽27内，之后经进料桶26滑进到产品集料装置3的集料桶31内，同时，

包装袋输送装置5的通过转动驱动气缸59下降，驱动转轴54旋转，同时带动转动推送气缸55

和第二包装袋吸附组件52由横向转动呈竖向设置，之后通过转动推送气缸55驱动第二包装

袋吸附组件52上升，并通过第二包装袋吸附组件52的吸附气缸9和吸附头10将包装袋从包

装袋放置腔内吸附住，之后转动推送气缸55驱动吸附有包装袋的第二包装袋吸附组件52下

降，之后转动驱动气缸59上升，驱动转轴54反向旋转，同时带动转动推送气缸55和第二包装

袋吸附组件52由竖向设置呈横向转动，再通过转动推送气缸55驱动吸附有包装袋的第二包

装袋吸附组件52横向移动到所述放料片32的下方，再驱动热熔封口装置4的第一包装袋吸

附组件47，通过吸附气缸9推动吸附头10将包装袋输送架51的吸附头10吸附的包装袋拉开，

当红外线感应器感应有产品掉入到集料桶31后，下压气缸37驱动集料桶31下移，之后放料

气缸34下移推动支撑板36将两块放料片32转动打开，将产品放落到包装袋内，待放落五个

产品后，控制下压气缸37启动集料桶31上移，驱动支撑杆36带动放料片32转动合拢，之后通

过推拉气缸63驱动包装袋夹持气缸64向将第一包装袋吸附组件47和第二包装袋吸附组件

52吸附的放置有产品的包装袋移动，之后通过包装袋夹持气缸64和两夹块65将包装袋袋口

夹紧，之后第一包装袋吸附组件47和第二包装袋吸附组件52分别控制吸附气缸9和吸附头

10脱开对包装袋的吸附，之后通过升降气缸将包装袋夹持架61、推拉气缸63、包装袋夹持气

缸64、放置有产品的包装袋一起驱动上升，使包装袋袋口处于第一热熔夹板45和第二热熔

夹板46之间，在第一热熔夹板45和第二热熔夹板46将包装到袋口夹紧之前，迅速通过移动

气缸114将抽真空管113移动到包装袋内，之后抽真空电机111控制抽真空泵112将包装袋内

的气体抽干，之后快速通过移动气缸114将抽真空管113从包装袋内移出，第一热熔夹板45

和第二热熔夹板46继续将包装到袋口夹紧，待放置有产品的包装袋的袋口热熔封装好后，

升降气缸控制将包装袋夹持架61、推拉气缸63、包装袋夹持气缸64、放置有产品的包装袋一

起驱动下降，之后包装袋夹持气缸64控制两夹块65分开，使放置有产品的包装袋落入到包

装成品输送装置7，最后通过输送电机71带动成品输送料带72，将掉落到成品输送料带72上

的放置有产品的包装袋输送到成品箱内，如此循环。

[0039] 以上内容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依据本发明的

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

的限制。

说　明　书 7/7 页

10

CN 109533506 A

10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11

CN 109533506 A

1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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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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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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