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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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317173.2

(22)申请日 2021.11.0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3895682 A

(43)申请公布日 2022.01.07

(73)专利权人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地址 410000 湖南省长沙市万家丽北路一

段359号

(72)发明人 郑斌　黄璐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市红荔专利代理有限公

司 44214

代理人 胡仿

(51)Int.Cl.

B65B 11/04(2006.01)

B65B 35/24(2006.01)

B65B 35/44(2006.01)

B65B 35/50(2006.01)

B65B 41/12(2006.01)

B65B 61/06(2006.01)

B65B 61/28(2006.01)

B65B 65/00(2006.01)

审查员 李晓飞

 

(54)发明名称

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采

用输送装置、上料装置、分层放料装置、包装装

置、分层收料装置和下料装置，通过上料装置将

托盘上多个待包装物料从地面处上升至分层放

料装置处进行托盘叠层存放；经由分层放料装置

逐层放料至输送装置上；再由输送装置上方的包

装装置将托盘上逐层放料的待包装物料进行包

装；然后由输送装置将托盘上已包装物料逐层运

送至分层收料装置处，经由分层收料装置进行托

盘叠层存料，最后由下料装置将托盘上叠层已包

装物料输送到地面上。本发明可实现自动上料、

第一叠层存料、分层送料、包装、分层收料、第二

叠层存料和下料，自动化程度高、提高生产效率；

减少包装人员、降低制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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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输送装置（10）、上料装置（20）、分层放

料装置（30）、包装装置（40）、分层收料装置（50）和下料装置（60），所述上料装置（20）和所述

下料装置（60）分别设于所述输送装置（10）的两端，所述分层放料装置（30）、所述包装装置

（40）和所述分层收料装置（50）依次设于所述输送装置（10）的上方，所述上料装置（20）包括

第一夹持机构（21）和摆动上料机构（22），所述第一夹持机构（21）安装于所述摆动上料机构

（22）上，所述第一夹持机构（21）包括第一夹持组件和第二夹持组件，所述第一夹持组件包

括第一夹具板（211）、第一连接板（212）、第一导杆（213）和第一电动推杆（214），所述第一导

杆（213）的两端分别伸入所述第一夹具板（211）和所述第一连接板（212）内，所述第一电动

推杆（214）的一端与所述第一夹具板（211）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电动推杆（214）的另一端与

所述第一连接板（212）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夹持组件包括第二夹具板（215）、第二连接板

（216）、第二导杆（217）和第二电动推杆（218），所述第二导杆（217）的两端分别伸入所述第

二夹具板（215）和所述第二连接板（216）内，所述第二电动推杆（218）的一端与所述第二夹

具板（215）固定连接，所述第二电动推杆（218）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二连接板（216）固定连接，

所述第一夹具板（211）与所述第二夹具板（215）相对设置，在所述第一电动推杆（214）和所

述第二电动推杆（218）的共同驱动下，所述第一夹具板（211）和所述第二夹具板（215）相对

开合，用于放置或卸下托盘（100）；所述摆动上料机构（22）包括相对设置的第一摆动组件和

第二摆动组件，所述第一摆动组件包括第一摆动杆（2211）、第一固定底座（2212）、第一固定

连接块（2213）、第三电动推杆（2214）、第一摆动块（2215）、第一固定压片（2216）、第一同步

带（2217）、第一同步带轮（22181）、第一导向辊（22182）和第一驱动电机（2219），所述第一摆

动杆（2211）呈倾斜设置，所述第一固定连接块（2213）与所述第一摆动杆（2211）固定连接，

所述第三电动推杆（2214）的两端分别铰接于所述第一固定底座（2212）和所述第一固定连

接块（2213）上，所述第一摆动块（2215）套设于所述第一摆动杆（2211）上且可相对所述第一

摆动杆（2211）移动，所述第一驱动电机（2219）安装于所述第一摆动杆（2211）上且其主轴与

所述第一同步带轮（22181）相连接，所述第一同步带（2217）环绕于所述第一同步带轮

（22181）和所述第一导向辊（22182）上，所述第一固定压片（2216）设于所述第一摆动块

（2215）的上方且将所述第一同步带（2217）的一段固接于所述第一摆动块（2215）上，所述第

一摆动块（2215）与所述第一连接板（212）活动连接；所述第二摆动组件包括第二摆动杆

（2221）、第二固定底座（2222）、第二固定连接块（2223）、第四电动推杆（2224）、第二摆动块

（2225）、第二固定压片（2226）、第二同步带（2227）、第二同步带轮（22281）、第二导向辊

（22282）和第二驱动电机（2229），所述第二摆动杆（2221）呈倾斜设置，所述第二固定连接块

（2223）与所述第二摆动杆（2221）固定连接，所述第四电动推杆（2224）的两端分别铰接于所

述第二固定底座（2222）和所述第二固定连接块（2223）上，所述第二摆动块（2225）套设于所

述第二摆动杆（2221）上且可相对所述第二摆动杆（2221）移动，所述第二驱动电机（2229）安

装于所述第二摆动杆（2221）上且其主轴与所述第二同步带轮（22281）相连接，所述第二同

步带（2227）环绕于所述第二同步带轮（22281）和所述第二导向辊（22282）上，所述第二固定

压片（2226）设于所述第二摆动块（2225）的上方且将所述第二同步带（2227）的一段固接于

所述第二摆动块（2225）上，所述第二摆动块（2225）与所述第二连接板（216）活动连接，在所

述第一驱动电机（2219）、所述第三电动推杆（2214）、所述第二驱动电机（2229）和所述第四

电动推杆（2224）的共同驱动下，将地面处的托盘（100）输送至所述分层放料装置（30）处。

权　利　要　求　书 1/4 页

2

CN 113895682 B

2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料装置（60）包括第二

夹持机构（61）和摆动下料机构（62），所述第二夹持机构（61）安装于所述摆动下料机构（62）

上，所述第二夹持机构（61）包括第三夹持组件和第四夹持组件，所述第三夹持组件包括第

三夹具板（611）、第三连接板（612）、第三导杆（613）和第五电动推杆（614），所述第三导杆

（613）的两端分别伸入所述第三夹具板（611）和所述第三连接板（612）内，所述第五电动推

杆（614）的一端与所述第三夹具板（611）固定连接，所述第五电动推杆（614）的另一端与所

述第三连接板（612）固定连接；所述第四夹持组件包括第四夹具板（615）、第四连接板

（616）、第四导杆（617）和第六电动推杆（618），所述第四导杆（617）的两端分别伸入所述第

四夹具板（615）和所述第四连接板（616）内，所述第六电动推杆（618）的一端与所述第四夹

具板（615）固定连接，所述第六电动推杆（618）的另一端与所述第四连接板（616）固定连接，

所述第三夹具板（611）与所述第四夹具板（615）相对设置，在所述第五电动推杆（614）和所

述第六电动推杆（618）的共同驱动下，所述第三夹具板（611）和所述第四夹具板（615）相对

开合，用于放置或卸下托盘（100）。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摆动下料机构（62）包括

相对设置的第三摆动组件和第四摆动组件，所述第三摆动组件包括第三摆动杆（6211）、第

三固定底座（6212）、第三固定连接块（6213）、第七电动推杆（6214）、第三摆动块（6215）、第

三固定压片（6216）、第三同步带（6217）、第三同步带轮（62181）、第三导向辊（62182）和第三

驱动电机（6219），所述第三摆动杆（6211）呈倾斜设置，所述第三固定连接块（6213）与所述

第三摆动杆（6211）固定连接，所述第七电动推杆（6214）的两端分别铰接于所述第三固定底

座（6212）和所述第三固定连接块（6213）上，所述第三摆动块（6215）套设于所述第三摆动杆

（6211）上且可相对所述第三摆动杆（6211）移动，所述第三驱动电机（6219）安装于所述第三

摆动杆（6211）上且其主轴与所述第三同步带轮（62181）相连接，所述第三同步带（6217）环

绕于所述第三同步带轮（62181）和所述第三导向辊（62182）上，所述第三固定压片（6216）设

于所述第三摆动块（6215）的上方且将所述第三同步带（6217）的一段固接于所述第三摆动

块（6215）上，所述第三摆动块（6215）与所述第三连接板（612）活动连接；所述第四摆动组件

包括第四摆动杆（6221）、第四固定底座（6222）、第四固定连接块（6223）、第八电动推杆

（6224）、第四摆动块（6225）、第四固定压片（6226）、第四同步带（6227）、第四同步带轮

（62281）、第四导向辊（62282）和第四驱动电机（6229），所述第四摆动杆（6221）呈倾斜设置，

所述第四固定连接块（6223）与所述第四摆动杆（6221）固定连接，所述第八电动推杆（6224）

的两端分别铰接于所述第四固定底座（6222）和所述第四固定连接块（6223）上，所述第四摆

动块（6225）套设于所述第四摆动杆（6221）上且可相对所述第四摆动杆（6221）移动，所述第

四驱动电机（6229）安装于所述第四摆动杆（6221）上且其主轴与所述第四同步带轮（62281）

相连接，所述第四同步带（6227）环绕于所述第四同步带轮（62281）和所述第四导向辊

（62282）上，所述第四固定压片（6226）设于所述第四摆动块（6225）的上方且将所述第四同

步带（6227）的一段固接于所述第四摆动块（6225）上，所述第四摆动块（6225）与所述第四连

接板（616）活动连接，在所述第三驱动电机（6219）、所述第七电动推杆（6214）、所述第四驱

动电机（6229）和所述第八电动推杆（6224）的共同驱动下，将所述分层收料装置（50）收料后

的托盘（100）输送至地面处。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装置（10）包括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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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11）、第一同步输送滚辊（12）、第二同步输送滚辊（13）、同步旋转轴（14）同步转动轮

（15）、皮带（16）和第五驱动电机（17），所述输送带（11）绕于所述第一同步输送滚辊（12）和

所述第二同步输送滚辊（13）上，所述同步旋转轴（14）的一端套设于所述第一同步输送滚辊

（12）内，所述同步旋转轴（14）的另一端套设于所述同步转动轮（15）内，所述同步转动轮

（15）通过所述皮带（16）与所述第五驱动电机（17）的转动轮相连接。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分层放料装置（30）包括

分层放料机构（31）及设于所述分层放料机构（31）下方的第一升降机构（32），所述分层放料

机构（31）包括固定支架（311）、导轨（312）、第一分合板（313）、第二分合板（314）和第九电动

推杆（315），所述导轨（312）架设于所述固定支架（311）上，所述第一分合板（313）和所述第

二分合板（314）滑动连接于所述导轨（312）上且所述第九电动推杆（315）的两端分别与所述

第一分合板（313）和所述第二分合板（314）相连接；所述第一升降机构（32）包括第一固定板

（321）、第一升降板（322）、第一导向轴（323）和第十电动推杆（324），所述第一导向轴（323）

的一端与所述第一升降板（322）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导向轴（323）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一固定

板（321）活动连接；所述第十电动推杆（324）的固定端安装于所述第一固定板（321）上，所述

第十电动推杆（324）的活动端安装于所述第一升降板（322）上，所述第一升降板（322）上设

有与所述托盘（100）相匹配的定位突起。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包装装置（40）包括第二

升降机构（41）、覆膜机构（42）和切膜机构（43），所述第二升降机构（41）包括第二固定板

（411）、第二升降板（412）、第二导向轴（413）和第十一电动推杆（414），所述第二导向轴

（413）的一端与所述第二升降板（412）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导向轴（413）的另一端与所述第

二固定板（411）活动连接；所述第十一电动推杆（414）的固定端安装于所述第二固定板

（411）上，所述第十一电动推杆（414）的活动端安装于所述第二升降板（412）上，所述第二升

降板（412）上设有与所述托盘（100）相匹配的定位突起。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覆膜机构（42）包括旋转

电机（421）、第一传动齿轮（422）、第二传动齿轮（423）、旋转支架（424）和料卷（425），所述第

一传动齿轮（422）套设于所述旋转电机（421）的主轴上且与所述第二传动齿轮（423）相啮

合，所述旋转支架（424）的一端与所述第二传动齿轮（423）固定连接，所述旋转支架（424）的

另一端与所述料卷（425）固定连接；所述切膜机构（43）包括第十二电动推杆（431）、升降滑

块（432）和切刀（433），所述第十二电动推杆（431）的固定端与固定支架（311）相连接，所述

第十二电动推杆（431）的活动端与所述升降滑块（432）相连接，所述升降滑块（432）的端部

与所述切刀（433）固定连接。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分层收料装置（50）包括

分层收料机构（51）及设于所述分层收料机构（51）下方的第三升降机构（52），所述分层收料

机构（51）包括架体（511）及设于所述架体（511）四角处的单向卡扣（512）。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升降机构（52）包括

第三固定板（521）、第三升降板（522）、第三导向轴（523）和第十三电动推杆（524），所述第三

导向轴（523）的一端与所述第三升降板（522）固定连接，所述第三导向轴（523）的另一端与

所述第三固定板（521）活动连接；所述第十三电动推杆（524）的固定端安装于所述第三固定

板（521）上，所述第十三电动推杆（524）的活动端安装于所述第三升降板（522）上，所述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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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板（522）上设有与所述托盘（100）相匹配的定位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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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包装机械设备技术领域，尤其公开了一种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包装机械是指能完成全部或部分产品和商品包装过程的机械。包装过程包括充

填、裹包、封口等主要工序，以及与其相关的前后工序，如清洗、堆码和拆卸等。随着科学技

术的不断发展进步，各种食品加工品的出现，对包装技术和包装设备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包

装机械在流通领域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包装机械竞争日趋激烈，而高度自动化、智能

化、多功能、高效率、低消耗的包装设备越来越受到行业的青睐。工艺流程自动化程度越来

越高。自动化技术在包装生产线中已占50%以上，大量使用了电脑设计和机电一体化控制，

提高生产率、设备的柔性和灵活性。然而现有包装机械一般需要采用人工方式或机械手来

上下料，不能批量上下料，自动化程度低。

[0003] 因此，现有包装机械一般需要采用人工方式或机械手来上下料，不能批量上下料，

自动化程度低，是一件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旨在解决现有包装机械一般需要采用人

工方式或机械手来上下料，不能批量上下料，自动化程度低的技术问题。

[0005] 本发明提供一种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包括输送装置、上料装置、分层放料装置、

包装装置、分层收料装置和下料装置，上料装置和下料装置分别设于输送装置的两端，分层

放料装置、包装装置和分层收料装置依次设于输送装置的上方，上料装置包括第一夹持机

构和摆动上料机构，第一夹持机构安装于摆动上料机构上，第一夹持机构包括第一夹持组

件和第二夹持组件，第一夹持组件包括第一夹具板、第一连接板、第一导杆和第一电动推

杆，第一导杆的两端分别伸入第一夹具板和第一连接板内，第一电动推杆的一端与第一夹

具板固定连接，第一电动推杆的另一端与第一连接板固定连接；第二夹持组件包括第二夹

具板、第二连接板、第二导杆和第二电动推杆，第二导杆的两端分别伸入第二夹具板和第二

连接板内，第二电动推杆的一端与第二夹具板固定连接，第二电动推杆的另一端与第二连

接板固定连接，第一夹具板与第二夹具板相对设置，在第一电动推杆和第二电动推杆的共

同驱动下，第一夹具板和第二夹具板相对开合，用于放置或卸下托盘。

[0006] 进一步地，摆动上料机构包括相对设置的第一摆动组件和第二摆动组件，第一摆

动组件包括第一摆动杆、第一固定底座、第一固定连接块、第三电动推杆、第一摆动块、第一

固定压片、第一同步带、第一同步带轮、第一导向辊和第一驱动电机，第一摆动杆呈倾斜设

置，第一固定连接块与第一摆动杆固定连接，第三电动推杆的两端分别铰接于第一固定底

座和第一固定连接块上，第一摆动块套设于第一摆动杆上且可相对第一摆动杆移动，第一

驱动电机安装于第一摆动杆上且其主轴与第一同步带轮相连接，第一同步带环绕于第一同

步带轮和第一导向辊上，第一固定压片设于第一摆动块的上方且将第一同步带的一段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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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第一摆动块上，第一摆动块与第一连接板活动连接；第二摆动组件包括第二摆动杆、第二

固定底座、第二固定连接块、第四电动推杆、第二摆动块、第二固定压片、第二同步带、第二

同步带轮、第二导向辊和第二驱动电机，第二摆动杆呈倾斜设置，第二固定连接块与第二摆

动杆固定连接，第四电动推杆的两端分别铰接于第二固定底座和第二固定连接块上，第二

摆动块套设于第二摆动杆上且可相对第二摆动杆移动，第二驱动电机安装于第二摆动杆上

且其主轴与第二同步带轮相连接，第二同步带环绕于第二同步带轮和第二导向辊上，第二

固定压片设于第二摆动块的上方且将第二同步带的一段固接于第二摆动块上，第二摆动块

与第二连接板活动连接，在第一驱动电机、第三电动推杆、第二驱动电机和第四电动推杆的

共同驱动下，将地面处的托盘输送至分层放料装置处。

[0007] 进一步地，下料装置包括第二夹持机构和摆动下料机构，第二夹持机构安装于摆

动下料机构上，第二夹持机构包括第三夹持组件和第四夹持组件，第三夹持组件包括第三

夹具板、第三连接板、第三导杆和第五电动推杆，第三导杆的两端分别伸入第三夹具板和第

三连接板内，第五电动推杆的一端与第三夹具板固定连接，第五电动推杆的另一端与第三

连接板固定连接；第四夹持组件包括第四夹具板、第四连接板、第四导杆和第六电动推杆，

第四导杆的两端分别伸入第四夹具板和第四连接板内，第六电动推杆的一端与第四夹具板

固定连接，第六电动推杆的另一端与第四连接板固定连接，第三夹具板与第四夹具板相对

设置，在第五电动推杆和第六电动推杆的共同驱动下，第三夹具板和第四夹具板相对开合，

用于放置或卸下托盘。

[0008] 进一步地，摆动下料机构包括相对设置的第三摆动组件和第四摆动组件，第三摆

动组件包括第三摆动杆、第三固定底座、第三固定连接块、第七电动推杆、第三摆动块、第三

固定压片、第三同步带、第三同步带轮、第三导向辊和第三驱动电机，第三摆动杆呈倾斜设

置，第三固定连接块与第三摆动杆固定连接，第七电动推杆的两端分别铰接于第三固定底

座和第三固定连接块上，第三摆动块套设于第三摆动杆上且可相对第三摆动杆移动，第三

驱动电机安装于第三摆动杆上且其主轴与第三同步带轮相连接，第三同步带环绕于第三同

步带轮和第三导向辊上，第三固定压片设于第三摆动块的上方且将第三同步带的一段固接

于第三摆动块上，第三摆动块与第三连接板活动连接；第四摆动组件包括第四摆动杆、第四

固定底座、第四固定连接块、第八电动推杆、第四摆动块、第四固定压片、第四同步带、第四

同步带轮、第四导向辊和第四驱动电机，第四摆动杆呈倾斜设置，第四固定连接块与第四摆

动杆固定连接，第八电动推杆的两端分别铰接于第四固定底座和第四固定连接块上，第四

摆动块套设于第四摆动杆上且可相对第四摆动杆移动，第四驱动电机安装于第四摆动杆上

且其主轴与第四同步带轮相连接，第四同步带环绕于第四同步带轮和第四导向辊上，第四

固定压片设于第四摆动块的上方且将第四同步带的一段固接于第四摆动块上，第四摆动块

与第四连接板活动连接，在第三驱动电机、第七电动推杆、第四驱动电机和第八电动推杆的

共同驱动下，将分层收料装置收料后的托盘输送至地面处。

[0009] 进一步地，输送装置包括输送带、第一同步输送滚辊、第二同步输送滚辊、同步旋

转轴同步转动轮、皮带和第五驱动电机，输送带绕于第一同步输送滚辊和第二同步输送滚

辊上，同步旋转轴的一端套设于第一同步输送滚辊内，同步旋转轴的另一端套设于同步转

动轮内，同步转动轮通过皮带与第五驱动电机的转动轮相连接。

[0010] 进一步地，分层放料装置包括分层放料机构及设于分层放料机构下方的第一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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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分层放料机构包括固定支架、导轨、第一分合板、第二分合板和第九电动推杆，导轨架

设于固定支架上，第一分合板和第二分合板滑动连接于导轨上且第九电动推杆的两端分别

与第一分合板和第二分合板相连接；第一升降机构包括第一固定板、第一升降板、第一导向

轴和第十电动推杆，第一导向轴的一端与第一升降板固定连接，第一导向轴的另一端与第

一固定板活动连接；第十电动推杆的固定端安装于第一固定板上，第十电动推杆的活动端

安装于第一升降板上，第一升降板上设有与托盘相匹配的定位突起。

[0011] 进一步地，包装装置包括第二升降机构、覆膜机构和切膜机构，第二升降机构包括

第二固定板、第二升降板、第二导向轴和第十一电动推杆，第二导向轴的一端与第二升降板

固定连接，第二导向轴的另一端与第二固定板活动连接；第十一电动推杆的固定端安装于

第二固定板上，第十一电动推杆的活动端安装于第二升降板上，第二升降板上设有与托盘

相匹配的定位突起。

[0012] 进一步地，覆膜机构包括旋转电机、第一传动齿轮、第二传动齿轮、旋转支架和料

卷，第一传动齿轮套设于旋转电机的主轴上且与第二传动齿轮相啮合，旋转支架的一端与

第二传动齿轮固定连接，旋转支架的另一端与料卷固定连接；切膜机构包括第十二电动推

杆、升降滑块和切刀，第十二电动推杆的固定端与固定支架相连接，第十二电动推杆的活动

端与升降滑块相连接，升降滑块的端部与切刀固定连接。

[0013] 进一步地，分层收料装置包括分层收料机构及设于分层收料机构下方的第三升降

机构，分层收料机构包括架体及设于架体四角处的单向卡扣。

[0014] 进一步地，第三升降机构包括第三固定板、第三升降板、第三导向轴和第十三电动

推杆，第三导向轴的一端与第三升降板固定连接，第三导向轴的另一端与第三固定板活动

连接；第十三电动推杆的固定端安装于第三固定板上，第十三电动推杆的活动端安装于第

三升降板上，第三升降板上设有与托盘相匹配的定位突起。

[0015] 本发明所取得的有益效果为：

[0016] 本发明提供一种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采用输送装置、上料装置、分层放料装置、

包装装置、分层收料装置和下料装置，采用托盘临时盛放多个物料的方式，通过上料装置将

托盘上待包装物料从地面处上升至分层放料装置处进行托盘叠层存放；经由分层放料装置

逐层放料至输送装置上；由输送装置将待包装物料输送至包装装置处，再由输送装置上方

的包装装置将托盘上逐层放料的待包装物料进行包装；然后由输送装置将托盘上已包装物

料逐层运送至分层收料装置处，经由分层收料装置进行托盘叠层存料，最后由下料装置将

托盘上叠层已包装物料输送到地面上。本发明公开的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可实现自动上

料、第一叠层存料、分层送料、包装、分层收料、第二叠层存料和下料，自动化程度高、提高生

产效率；减少包装人员、降低制造成本。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第一实施例第一视角的立体结构示意

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提供的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第一实施例第二视角的立体结构示意

图；

[0019] 图3为图1中所示的上料装置一实例的侧面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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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图4为图1中所示的上料装置一实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图1中所示的下料装置一实例的侧面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为图1中所示的下料装置一实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7为本发明提供的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第二实施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8为本发明提供的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第三实施例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9为本发明提供的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第四实施例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10为图9中所示的包装装置一实施例中第一视角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7] 图11为图9中所示的包装装置一实施例中第二视角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8] 附图标号说明：

[0029] 100、托盘；200、待包装物料；300、已包装物料；10、输送装置；20、上料装置；30、分

层放料装置；40、包装装置；50、分层收料装置；60、下料装置；21、第一夹持机构；22、摆动上

料机构；211、第一夹具板；212、第一连接板；213、第一导杆；214、第一电动推杆；215、第二夹

具板；216、第二连接板；217、第二导杆；218、第二电动推杆；2211、第一摆动杆；2212、第一固

定底座；2213、第一固定连接块；2214、第三电动推杆；2215、第一摆动块；2216、第一固定压

片；2217、第一同步带；22181、第一同步带轮；22182、第一导向辊；2219、第一驱动电机；

2221、第二摆动杆；2222、第二固定底座；2223、第二固定连接块；2224、第四电动推杆；2225、

第二摆动块；2226、第二固定压片；2227、第二同步带；22281、第二同步带轮；22282、第二导

向辊；2229、第二驱动电机；61、第二夹持机构；62、摆动下料机构；611、第三夹具板；612、第

三连接板；613、第三导杆；614、第五电动推杆；615、第四夹具板；616、第四连接板；617、第四

导杆；618、第六电动推杆；6211、第三摆动杆；6212、第三固定底座；6213、第三固定连接块；

6214、第七电动推杆；6215、第三摆动块；6216、第三固定压片；6217、第三同步带；62181、第

三同步带轮；62182、第三导向辊；6219、第三驱动电机；6221、第四摆动杆；6222、第四固定底

座；6223、第四固定连接块；6224、第八电动推杆；6225、第四摆动块；6226、第四固定压片；

6227、第四同步带；62281、第四同步带轮；62282、第四导向辊；6229、第四驱动电机；11、输送

带；12、第一同步输送滚辊；13、第二同步输送滚辊；14、同步旋转轴；15、同步转动轮；16、皮

带；17、第五驱动电机；31、分层放料机构；32、第一升降机构；311、固定支架；312、导轨；313、

第一分合板；314、第二分合板；315、第九电动推杆；321、第一固定板；322、第一升降板；323、

第一导向轴；324、第十电动推杆；41、第二升降机构；42、覆膜机构；43、切膜机构；411、第二

固定板；412、第二升降板；413、第二导向轴；414、第十一电动推杆；421、旋转电机；422、第一

传动齿轮；423、第二传动齿轮；424、旋转支架；425、料卷；431、第十二电动推杆；432、滑块；

433、切刀；51、分层收料机构；52、第三升降机构；511、架体；512、单向卡扣；521、第三固定

板；522、第三升降板；523、第三导向轴；524、第十三电动推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了更好的理解上述技术方案，下面将结合说明书附图以及具体的实施方式对上

述技术方案做详细的说明。

[0031] 如图1至图6所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提出一种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包括输送装

置10、上料装置20、分层放料装置30、包装装置40、分层收料装置50和下料装置60，上料装置

20和下料装置60分别设于输送装置10的两端，分层放料装置30、包装装置40和分层收料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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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50依次设于输送装置10的上方，上料装置20包括第一夹持机构21和摆动上料机构22，第

一夹持机构21安装于摆动上料机构22上，第一夹持机构21包括第一夹持组件和第二夹持组

件，第一夹持组件包括第一夹具板211、第一连接板212、第一导杆213和第一电动推杆214，

第一导杆213的两端分别伸入第一夹具板211和第一连接板212内，第一电动推杆214的一端

与第一夹具板211固定连接，第一电动推杆214的另一端与第一连接板212固定连接；第二夹

持组件包括第二夹具板215、第二连接板216、第二导杆217和第二电动推杆218，第二导杆

217的两端分别伸入第二夹具板215和第二连接板216内，第二电动推杆218的一端与第二夹

具板215固定连接，第二电动推杆218的另一端与第二连接板216固定连接，第一夹具板211

与第二夹具板215相对设置，在第一电动推杆214和第二电动推杆218的共同驱动下，第一夹

具板211和第二夹具板215相对开合，用于放置或卸下托盘100。本实施例提供的自动化高效

包装设备，采用托盘100临时盛放多个物料的方式，通过上料装置20将托盘100上待包装物

料200从地面处上升至分层放料装置30处进行托盘叠层存放；经由分层放料装置30逐层放

料至输送装置10上；再由输送装置10上方的包装装置40将托盘100上逐层放料的待包装物

料200进行包装；然后由输送装置10将托盘100上已包装物料300逐层运送至分层收料装置

50处，经由分层收料装置50进行托盘叠层存料，最后由下料装置60将托盘100上叠层已包装

物料300输送到地面上，从而可实现自动上料、第一叠层存料、分层送料、包装、分层收料、第

二叠层存料和下料，自动化程度高、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包装人员、降低制造成本。其中，在

本实施例中，包装装置40可采用现有的覆膜机构、切膜机构或封口机构，均在本专利的保护

范围之内。

[0032] 在上述结构中，如图1至图6所示，本实施例提供的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摆动上料

机构22包括相对设置的第一摆动组件和第二摆动组件，第一摆动组件包括第一摆动杆

2211、第一固定底座2212、第一固定连接块2213、第三电动推杆2214、第一摆动块2215、第一

固定压片2216、第一同步带2217、第一同步带轮22181、第一导向辊22182和第一驱动电机

2219，第一摆动杆2211呈倾斜设置，第一固定连接块2213与第一摆动杆2211固定连接，第三

电动推杆2214的两端分别铰接于第一固定底座2212和第一固定连接块2213上，第一摆动块

2215套设于第一摆动杆2211上且可相对第一摆动杆2211移动，第一驱动电机2219安装于第

一摆动杆2211上且其主轴与第一同步带轮22181相连接，第一同步带2217环绕于第一同步

带轮22181和第一导向辊22182上，第一固定压片2216设于第一摆动块2215的上方且将第一

同步带2217的一段固接于第一摆动块2215上，第一摆动块2215与第一连接板212活动连接；

第二摆动组件包括第二摆动杆2221、第二固定底座2222、第二固定连接块2223、第四电动推

杆2224、第二摆动块2225、第二固定压片2226、第二同步带2227、第二同步带轮22281、第二

导向辊22282和第二驱动电机2229，第二摆动杆2221呈倾斜设置，第二固定连接块2223与第

二摆动杆2221固定连接，第四电动推杆2224的两端分别铰接于第二固定底座2222和第二固

定连接块2223上，第二摆动块2225套设于第二摆动杆2221上且可相对第二摆动杆2221移

动，第二驱动电机2229安装于第二摆动杆2221上且其主轴与第二同步带轮22281相连接，第

二同步带2227环绕于第二同步带轮22281和第二导向辊22282上，第二固定压片2226设于第

二摆动块2225的上方且将第二同步带2227的一段固接于第二摆动块2225上，第二摆动块

2225与第二连接板216活动连接，在第一驱动电机2219、第三电动推杆2214、第二驱动电机

2229和第四电动推杆2224的共同驱动下，将地面处的托盘100输送至分层放料装置30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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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提供的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通过上料装置将托盘上待包装物料从地面处上升至分

层放料装置处进行托盘叠层存放，自动化程度高、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包装人员、降低制造

成本。

[0033] 优选地，请见图1至图6，本实施例提供的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下料装置60包括第

二夹持机构61和摆动下料机构62，第二夹持机构61安装于摆动下料机构62上，第二夹持机

构61包括第三夹持组件和第四夹持组件，第三夹持组件包括第三夹具板611、第三连接板

612、第三导杆613和第五电动推杆614，第三导杆613的两端分别伸入第三夹具板611和第三

连接板612内，第五电动推杆614的一端与第三夹具板611固定连接，第五电动推杆614的另

一端与第三连接板612固定连接；第四夹持组件包括第四夹具板615、第四连接板616、第四

导杆617和第六电动推杆618，第四导杆617的两端分别伸入第四夹具板615和第四连接板

616内，第六电动推杆618的一端与第四夹具板615固定连接，第六电动推杆618的另一端与

第四连接板616固定连接，第三夹具板611与第四夹具板615相对设置，在第五电动推杆614

和第六电动推杆618的共同驱动下，第三夹具板611和第四夹具板615相对开合，用于放置或

卸下托盘100。进一步地，摆动下料机构62包括相对设置的第三摆动组件和第四摆动组件，

第三摆动组件包括第三摆动杆6211、第三固定底座6212、第三固定连接块6213、第七电动推

杆6214、第三摆动块6215、第三固定压片6216、第三同步带6217、第三同步带轮62181、第三

导向辊62182和第三驱动电机6219，第三摆动杆6211呈倾斜设置，第三固定连接块6213与第

三摆动杆6211固定连接，第七电动推杆6214的两端分别铰接于第三固定底座6212和第三固

定连接块6213上，第三摆动块6215套设于第三摆动杆6211上且可相对第三摆动杆6211移

动，第三驱动电机6219安装于第三摆动杆6211上且其主轴与第三同步带轮62181相连接，第

三同步带6217环绕于第三同步带轮62181和第三导向辊62182上，第三固定压片6216设于第

三摆动块6215的上方且将第三同步带6217的一段固接于第三摆动块6215上，第三摆动块

6215与第三连接板612活动连接；第四摆动组件包括第四摆动杆6221、第四固定底座6222、

第四固定连接块6223、第八电动推杆6224、第四摆动块6225、第四固定压片6226、第四同步

带6227、第四同步带轮62281、第四导向辊62282和第四驱动电机6229，第四摆动杆6221呈倾

斜设置，第四固定连接块6223与第四摆动杆6221固定连接，第八电动推杆6224的两端分别

铰接于第四固定底座6222和第四固定连接块6223上，第四摆动块6225套设于第四摆动杆

6221上且可相对第四摆动杆6221移动，第四驱动电机6229安装于第四摆动杆6221上且其主

轴与第四同步带轮62281相连接，第四同步带6227环绕于第四同步带轮62281和第四导向辊

62282上，第四固定压片6226设于第四摆动块6225的上方且将第四同步带6227的一段固接

于第四摆动块6225上，第四摆动块6225与第四连接板616活动连接，在第三驱动电机6219、

第七电动推杆6214、第四驱动电机6229和第八电动推杆6224的共同驱动下，将分层收料装

置50收料后的托盘100输送至地面处。本实施例提供的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通过下料装置

将托盘上叠层已包装物料输送到地面上，自动化程度高、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包装人员、降

低制造成本。

[0034] 进一步地，参见图1至图7，本实施例提供的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输送装置10包括

输送带11、第一同步输送滚辊12、第二同步输送滚辊13、同步旋转轴14同步转动轮15、皮带

16和第五驱动电机17，输送带11绕于第一同步输送滚辊12和第二同步输送滚辊13上，同步

旋转轴14的一端套设于第一同步输送滚辊12内，同步旋转轴14的另一端套设于同步转动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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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内，同步转动轮15通过皮带16与第五驱动电机17的转动轮相连接。本实施例提供的自动

化高效包装设备，通过输送装置将待包装物料输送至包装装置处，包装完毕后，再由输送装

置将已包装物料逐层运送至分层收料装置处，经由分层收料装置进行托盘叠层存料，自动

化程度高、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包装人员、降低制造成本。

[0035] 进一步地，请见图1至图9，本实施例提供的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分层放料装置30

包括分层放料机构31及设于分层放料机构31下方的第一升降机构32，分层放料机构31包括

固定支架311、导轨312、第一分合板313、第二分合板314和第九电动推杆315，导轨312架设

于固定支架311上，第一分合板313和第二分合板314滑动连接于导轨312上且第九电动推杆

315的两端分别与第一分合板313和第二分合板314相连接；第一升降机构32包括第一固定

板321、第一升降板322、第一导向轴323和第十电动推杆324，第一导向轴323的一端与第一

升降板322固定连接，第一导向轴323的另一端与第一固定板321活动连接；第十电动推杆

324的固定端安装于第一固定板321上，第十电动推杆324的活动端安装于第一升降板322

上，第一升降板322上设有与托盘100相匹配的定位突起。本实施例提供的自动化高效包装

设备，通过分层放料装置将待包装物料逐层放料至输送装置上，自动化程度高、提高生产效

率；减少包装人员、降低制造成本。

[0036] 优选地，请见图1至图11，本实施例提供的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包装装置40包括

第二升降机构41、覆膜机构42和切膜机构43，第二升降机构41包括第二固定板411、第二升

降板412、第二导向轴413和第十一电动推杆414，第二导向轴413的一端与第二升降板412固

定连接，第二导向轴413的另一端与第二固定板411活动连接；第十一电动推杆414的固定端

安装于第二固定板411上，第十一电动推杆414的活动端安装于第二升降板412上，第二升降

板412上设有与托盘100相匹配的定位突起。覆膜机构42包括旋转电机421、第一传动齿轮

422、第二传动齿轮423、旋转支架424和料卷425，第一传动齿轮422套设于旋转电机421的主

轴上且与第二传动齿轮423相啮合，旋转支架424的一端与第二传动齿轮423固定连接，旋转

支架424的另一端与料卷425固定连接；切膜机构43包括第十二电动推杆431、升降滑块432

和切刀433，第十二电动推杆431的固定端与固定支架311相连接，第十二电动推杆431的活

动端与升降滑块432相连接，升降滑块432的端部与切刀433固定连接。本实施例提供的自动

化高效包装设备，通过包装装置将托盘上逐层放料的待包装物料进行升降运输、覆膜和切

膜，自动化程度高、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包装人员、降低制造成本。

[0037] 进一步地，参见图1至图11，本实施例提供的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分层收料装置

50包括分层收料机构51及设于分层收料机构51下方的第三升降机构52，分层收料机构51包

括架体511及设于架体511四角处的单向卡扣512。第三升降机构52包括第三固定板521、第

三升降板522、第三导向轴523和第十三电动推杆524，第三导向轴523的一端与第三升降板

522固定连接，第三导向轴523的另一端与第三固定板521活动连接；第十三电动推杆524的

固定端安装于第三固定板521上，第十三电动推杆524的活动端安装于第三升降板522上，第

三升降板522上设有与托盘100相匹配的定位突起。本实施例提供的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

通过分层收料装置对已包装物料进行托盘叠层存料，自动化程度高、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包

装人员、降低制造成本。

[0038] 如图1至图11所示，本实施例提供的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其工作原理如下：

[0039] 将待包装物料200放置在托盘100上，托盘100上有定位柱可以将多个托盘100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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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用上料装置10将多个托盘100送至分层放料装置20区域。然后多个托盘10被分层放料装

置30的分层放料机构31托起，随后第一升降机构32上的第一升降板322升起将整个托盘100

托起，然后第一分合板313和第二分合板314打开，第一升降板322下降，将一个托盘下降至

输送带11上，然后第一分合板313和第二分合板314继续托起其他的托盘100给下一个循环

使用。下落的托盘100被输送带11运输至包装区域，然后包装装置40上的旋转支架424旋转，

料卷425上面的薄膜就会缠绕在托盘100及待包装物料200上，将其包装。包装过程中下方的

第二升降板412会升起将托盘100拖住，第二升降板412与托盘100之间有定位突起。包装完

成后切刀433将薄膜切碎。托盘100继续向前运输，运输至第三升降板522处。第三升降板522

每次升降一定的高度，然后再下降，由于分层收料机构51的架体511上有几个单向卡扣512，

所以升起后的托盘100就会卡在当前位置，不会降落。下一个循环已包装物料300继续再次

升起，最后由下料装置60将成垛的已包装物料300下料到面处。

[0040] 其中，上料装置20设有第一摆动杆2211及第一夹具板211，可以将待包装物料200

从固定支架311的上料侧摆动上料至上料装置20处。第一摆动杆2211由第三电动推杆2214

驱动摆动。第一摆动杆2211上设有可以滑动、可以摆动的第一夹持机构21。第一夹持机构21

可以随着第一摆动杆2211摆动来随之摆动。始终保持第一夹具板211与地面平行。同时，第

一摆动块2215可以沿着第一摆动杆2211滑动，调节第一夹具板211的高度位置，第一夹具板

211由第一电动推杆214进行驱动，可以开合，用于放置托盘100。

[0041] 本实施例提供的自动化高效包装设备，同现有技术相比，采用输送装置、上料装

置、分层放料装置、包装装置、分层收料装置和下料装置，采用托盘临时盛放多个物料的方

式，通过上料装置将托盘上待包装物料从地面处上升至分层放料装置处进行托盘叠层存

放；经由分层放料装置逐层放料至输送装置上；由输送装置将待包装物料输送至包装装置

处，再由输送装置上方的包装装置将托盘上逐层放料的待包装物料进行包装；然后由输送

装置将托盘上已包装物料逐层运送至分层收料装置处，经由分层收料装置进行托盘叠层存

料，最后由下料装置将托盘上叠层已包装物料输送到地面上。本实施例公开的自动化高效

包装设备，可实现自动上料、第一叠层存料、分层送料、包装、分层收料、第二叠层存料和下

料，自动化程度高、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包装人员、降低制造成本。

[0042] 尽管已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但本领域内的技术人员一旦得知了基本创造

性概念，则可对这些实施例作出另外的变更和修改。所以，所附权利要求意欲解释为包括优

选实施例以及落入本发明范围的所有变更和修改。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

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型而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这样，倘若本发明的这些修改和变型

属于本发明权利要求及其等同技术的范围之内，则本发明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型在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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