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3209518.0

(22)申请日 2021.12.20

(73)专利权人 山东德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76800 山东省日照市莒县果庄镇果

庄社区景文路中段

(72)发明人 龚淑云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中粤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44752

专利代理师 杨毅宇

(51)Int.Cl.

B65B 51/10(2006.01)

B65B 25/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连续式食品包装封口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连续式食品包装封

口机，涉及封口机技术领域，包括底板和预热单

元；底板上表面设置有支撑架和输送带，所述支

撑架上设置有PLC控制器和封口单元，PLC控制器

的输入端电连接外部电源的输出端；预热单元包

含有U型架、第一电机、主动转轴、主动链轮、从动

转轴、从动链轮、链条和电加热片，所述U型架设

置在支撑架的上表面，U型架上设置有两个第一

电机，两个第一电机的输出轴分别连接有主动转

轴，所述主动转轴转动连接支撑架，主动转轴贯

穿支撑架连接有主动链轮，所述从动转轴转动连

接在支撑架上，该封口机能够对于食品包装袋进

行连续封口，提高封口的速度和效率，提高生产

效率，具有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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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连续式食品包装封口机，其特征在于：包括底板（1）和预热单元（2）；

底板（1）：上表面设置有支撑架（5）和输送带（7），所述支撑架（5）上设置有PLC控制器

（6）和封口单元（3），PLC控制器（6）的输入端电连接外部电源的输出端；

预热单元（2）：包含有U型架（21）、第一电机（22）、主动转轴（23）、主动链轮（24）、从动转

轴（25）、从动链轮（26）、链条（27）和电加热片（28），所述U型架（21）设置在支撑架（5）的上表

面，U型架（21）上设置有两个第一电机（22），两个第一电机（22）的输出轴分别连接有主动转

轴（23），所述主动转轴（23）转动连接支撑架（5），主动转轴（23）贯穿支撑架（5）连接有主动

链轮（24），所述从动转轴（25）转动连接在支撑架（5）上，从动转轴（25）连接有从动链轮

（26），所述主动链轮（24）通过链条（27）传动连接从动链轮（26），所述链条（27）上设置有电

加热片（28），第一电机（22）和电加热片（28）的输入端电连接PLC控制器（6）的输出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连续式食品包装封口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封口单元（3）

包含有电动推杆（31）、卡座（32）、第二电机（33）、安装座（34）、固定螺栓（35）、压轮（36）、压

印板（37）、连接柱（38）、连接座（39）和锁紧螺栓（310），所述电动推杆（31）和连接柱（38）设

置在支撑架（5）上，电动推杆（31）连接有卡座（32），所述卡座（32）上设置有第二电机（33），

所述第二电机（33）的输出轴连接有安装座（34），所述安装座（34）上设置有固定螺栓（35）和

压轮（36），所述连接柱（38）连接有连接座（39），所述连接座（39）上设置有压印板（37）和锁

紧螺栓（310），电动推杆（31）和第二电机（33）的输入端电连接PLC控制器（6）的输出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连续式食品包装封口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导向单元

（4），所述导向单元（4）包含有手轮（41）、螺杆（42）、活动座（43）和导向条（44），所述螺杆

（42）共四个且分别螺纹连接支撑架（5），螺杆（42）的一端连接有手轮（41），螺杆（42）的另一

端转动连接有活动座（43），所述活动座（43）活动连接有导向条（44）。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连续式食品包装封口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支柱（8）和

底座（9），所述支柱（8）共四个且分别设置在底板（1）的下表面四角，四个支柱（8）的下端设

置有底座（9）。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连续式食品包装封口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导料板

（10），所述导料板（10）设置在底板（1）的上表面，导料板（10）的高度低于输送带（7）。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连续式食品包装封口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滑轨（11）和

接料箱（12），所述滑轨（11）设置在底板（1）上，滑轨（11）上滑动连接有接料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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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连续式食品包装封口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封口机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连续式食品包装封口机。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食品包装用封口机是一种在食品加工过程中，用于将食品包装进行封

口的装置，其在食品加工的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0003] 现在技术中公开号为CN210175272U的专利公开的一种食品包装用封口机，包括四

组支腿、封口机本体、进料口、出料口、固定板和传送装置；还包括冷却箱、网板、左支柱、右

支柱、第一支板、第二支板、第三支板、第四支板、两组左挡杆、两组右挡杆、上水管、下水管、

风管和鼓风机;

[0004] 其在食品袋进行封口时，封口的效率低下，无法对包装袋进行连续封口，拖慢了生

产的速度，不利于实际生产的应用，为此，我们提出一种连续式食品包装封口机。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的缺陷，提供一种连续式食品包装封口

机，能够对于食品包装袋进行连续封口，提高封口的速度和效率，提高生产效率，具有实用

性，可以有效解决背景技术中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连续式食品包装封口机，包

括底板和预热单元；

[0007] 底板：上表面设置有支撑架和输送带，所述支撑架上设置有PLC控制器和封口单

元，PLC控制器的输入端电连接外部电源的输出端；

[0008] 预热单元：包含有U型架、第一电机、主动转轴、主动链轮、从动转轴、从动链轮、链

条和电加热片，所述U型架设置在支撑架的上表面，U型架上设置有两个第一电机，两个第一

电机的输出轴分别连接有主动转轴，所述主动转轴转动连接支撑架，主动转轴贯穿支撑架

连接有主动链轮，所述从动转轴转动连接在支撑架上，从动转轴连接有从动链轮，所述主动

链轮通过链条传动连接从动链轮，所述链条上设置有电加热片，第一电机和电加热片的输

入端电连接PLC控制器的输出端。

[0009] 通过输送带对食品袋进行输送，食品袋处于两个链条之间，通过PLC控制器控制第

一电机工作，第一电机带动主动转轴转动，主动转轴带动主动链轮转动，主动链轮通过链条

带动从动链轮转动，链条带动电加热片转动，电加热片接触到食品袋封口位置，通过PLC控

制器控制电加热片工作，电加热片工作发热对食品袋封口位置进行加热，通过输送带和链

条带动食品袋移动，通过封口单元对食品袋加热位置进行压紧封口。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封口单元包含有电动推杆、卡座、第二电机、安装座、固定螺栓、压

轮、压印板、连接柱、连接座和锁紧螺栓，所述电动推杆和连接柱设置在支撑架上，电动推杆

连接有卡座，所述卡座上设置有第二电机，所述第二电机的输出轴连接有安装座，所述安装

座上设置有固定螺栓和压轮，所述连接柱连接有连接座，所述连接座上设置有压印板和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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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螺栓，电动推杆和第二电机的输入端电连接PLC控制器的输出端，根据需要使用的封口花

纹选择合适的压轮和压印板，把压印板安装到连接座上，并通过锁紧螺栓对压印板进行固

定，把压轮安装到安装座上，并通过固定螺栓对压轮进行固定，通过PLC控制器控制电动推

杆工作，电动推杆带动卡座移动，卡座带动第二电机、移动，第二电机、带动安装座移动，安

装座带动压轮移动，使得压轮靠近压印板，通过PLC控制器控制第二电机工作，第二电机带

动压轮转动，通过压轮和压印板对食品袋进行压紧封口。

[0011] 进一步的，还包括导向单元，所述导向单元包含有手轮、螺杆、活动座和导向条，所

述螺杆共四个且分别螺纹连接支撑架，螺杆的一端连接有手轮，螺杆的另一端转动连接有

活动座，所述活动座活动连接有导向条，转动手轮，手轮带动螺杆转动，螺杆带动活动座移

动，活动座带动导向条移动，对导向条的倾斜角度进行调整，使得导向条能够更好的对食品

袋进行导向，避免食品袋发生倾斜，提高封口的效率。

[0012] 进一步的，还包括支柱和底座，所述支柱共四个且分别设置在底板的下表面四角，

四个支柱的下端设置有底座，通过支柱对底板进行支撑，通过底座提高支柱的稳定性。

[0013] 进一步的，还包括导料板，所述导料板设置在底板的上表面，导料板的高度低于输

送带，通过导料板对输送带输送的食品袋进行导料，从而更方便对食品袋进行收集

[0014] 进一步的，还包括滑轨和接料箱，所述滑轨设置在底板上，滑轨上滑动连接有接料

箱，接料箱通过滑轨连接在底板上，通过接料箱对封口后的食品袋进行收集。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具有以下好处：

[0016] 1、通过第一电机带动主动转轴转动，主动转轴带动主动链轮转动，主动链轮带动

链条转动，通过链条上的电加热片对食品袋进行加热，便于对食品袋进行封口，提高封口的

效率，且能推动食品袋前进，提高输送效率；

[0017] 2、根据封口的花纹选择不同的压轮和压印板，提高了压印的美观性，通过电动推

杆带动压轮移动，使得压轮靠近压印板，通过第二电机带动压轮转动，压轮配合压印板对食

品袋进行封口，提高了封口的效率；

[0018] 3、转动手轮，手轮带动螺杆转动，螺杆带动活动座移动，活动座带动导向条移动，

对导向条的倾斜角度进行调整，使得导向条能够更好的对食品袋进行导向，避免食品袋发

生倾斜，提高封口的效率。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侧面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1底板、2预热单元、21  U型架、22第一电机、23主动转轴、24主动链轮、25从动

转轴、26从动链轮、27链条、28电加热片、3封口单元、31电动推杆、32卡座、33第二电机、34安

装座、35固定螺栓、36压轮、37压印板、38连接柱、39连接座、310锁紧螺栓、4导向单元、41手

轮、42螺杆、43活动座、44导向条、5支撑架、6  PLC控制器、7输送带、8支柱、9底座、10导料板、

11滑轨、12接料箱。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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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3] 请参阅图1‑2，本实施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连续式食品包装封口机，包括底

板1和预热单元2；

[0024] 底板1：上表面设置有支撑架5和输送带7，支撑架5上设置有PLC控制器6和封口单

元3，PLC控制器6的输入端电连接外部电源的输出端；

[0025] 预热单元2：包含有U型架21、第一电机22、主动转轴23、主动链轮24、从动转轴25、

从动链轮26、链条27和电加热片28，U型架21设置在支撑架5的上表面，U型架21上设置有两

个第一电机22，两个第一电机22的输出轴分别连接有主动转轴23，主动转轴23转动连接支

撑架5，主动转轴23贯穿支撑架5连接有主动链轮24，从动转轴25转动连接在支撑架5上，从

动转轴25连接有从动链轮26，主动链轮24通过链条27传动连接从动链轮26，链条27上设置

有电加热片28，第一电机22和电加热片28的输入端电连接PLC控制器6的输出端。

[0026] 通过输送带7对食品袋进行输送，食品袋处于两个链条27之间，通过PLC控制器6控

制第一电机22工作，第一电机22带动主动转轴23转动，主动转轴23带动主动链轮24转动，主

动链轮24通过链条27带动从动链轮26转动，链条27带动电加热片28转动，电加热片28接触

到食品袋封口位置，通过PLC控制器6控制电加热片28工作，电加热片28工作发热对食品袋

封口位置进行加热，通过输送带7和链条27带动食品袋移动，通过封口单元3对食品袋加热

位置进行压紧封口。

[0027] 封口单元3包含有电动推杆31、卡座32、第二电机33、安装座34、固定螺栓35、压轮

36、压印板37、连接柱38、连接座39和锁紧螺栓310，电动推杆31和连接柱38设置在支撑架5

上，电动推杆31连接有卡座32，卡座32上设置有第二电机33，第二电机33的输出轴连接有安

装座34，安装座34上设置有固定螺栓35和压轮36，连接柱38连接有连接座39，连接座39上设

置有压印板37和锁紧螺栓310，电动推杆31和第二电机33的输入端电连接PLC控制器6的输

出端，根据需要使用的封口花纹选择合适的压轮36和压印板37，把压印板37安装到连接座

39上，并通过锁紧螺栓310对压印板37进行固定，把压轮36安装到安装座34上，并通过固定

螺栓35对压轮36进行固定，通过PLC控制器6控制电动推杆31工作，电动推杆31带动卡座32

移动，卡座32带动第二电机33、移动，第二电机33、带动安装座34移动，安装座34带动压轮36

移动，使得压轮36靠近压印板37，通过PLC控制器6控制第二电机33工作，第二电机33带动压

轮36转动，通过压轮36和压印板37对食品袋进行压紧封口。

[0028] 还包括导向单元4，导向单元4包含有手轮41、螺杆42、活动座43和导向条44，螺杆

42共四个且分别螺纹连接支撑架5，螺杆42的一端连接有手轮41，螺杆42的另一端转动连接

有活动座43，活动座43活动连接有导向条44，转动手轮41，手轮41带动螺杆42转动，螺杆42

带动活动座43移动，活动座43带动导向条44移动，对导向条44的倾斜角度进行调整，使得导

向条44能够更好的对食品袋进行导向，避免食品袋发生倾斜，提高封口的效率。

[0029] 还包括支柱8和底座9，支柱8共四个且分别设置在底板1的下表面四角，四个支柱8

的下端设置有底座9，通过支柱8对底板1进行支撑，通过底座9提高支柱8的稳定性。

[0030] 还包括导料板10，导料板10设置在底板1的上表面，导料板10的高度低于输送带7，

通过导料板10对输送带7输送的食品袋进行导料，从而更方便对食品袋进行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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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还包括滑轨11和接料箱12，滑轨11设置在底板1上，滑轨11上滑动连接有接料箱

12，接料箱12通过滑轨11连接在底板1上，通过接料箱12对封口后的食品袋进行收集。

[0032]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连续式食品包装封口机的工作原理如下：根据需要使用的

封口花纹选择合适的压轮36和压印板37，把压印板37安装到连接座39上，并通过锁紧螺栓

310对压印板37进行固定，把压轮36安装到安装座34上，并通过固定螺栓35对压轮36进行固

定，转动手轮41，手轮41带动螺杆42转动，螺杆42带动活动座43移动，活动座43带动导向条

44移动，对导向条44的倾斜角度进行调整，通过导向条44使得食品袋站立在输送带7的中间

位置，通过输送带7对食品袋进行输送，食品袋处于两个链条27之间，通过PLC控制器6控制

第一电机22工作，第一电机22带动主动转轴23转动，主动转轴23带动主动链轮24转动，主动

链轮24通过链条27带动从动链轮26转动，链条27带动电加热片28转动，电加热片28接触到

食品袋封口位置，通过PLC控制器6控制电加热片28工作，电加热片28工作发热对食品袋封

口位置进行加热，通过输送带7和链条27带动食品袋移动，通过PLC控制器6控制电动推杆31

工作，电动推杆31带动卡座32移动，卡座32带动第二电机33、移动，第二电机33、带动安装座

34移动，安装座34带动压轮36移动，使得压轮36靠近压印板37，通过PLC控制器6控制第二电

机33工作，第二电机33带动压轮36转动，通过压轮36和压印板37对食品袋进行压紧封口，封

口后的食品袋通过输送带7输送，通过导料板10把封口后的食品袋导向进接料箱12中，通过

接料箱12对封口后的食品袋进行收集。

[0033]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实施例中所公开的第一电机22具体型号为D180M‑0160030B‑

E，电加热片28具体型号为YK‑58745，电动推杆31具体型号为RNE‑50，第二电机33具体型号

为GM25‑370CA。PLC控制器6控制第一电机22、电加热片28、电动推杆31和第二电机33工作采

用现有技术中常用的方法。

[0034]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

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

其它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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