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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与柔性袋(16)一起使用的闭合装置，所

述柔性袋用于容纳可流动物质并且具有用于从

所述袋中排出所述可流动物质的喷口，所述闭合

装置包括能与所述喷口密封接合的盖构件和从

所述盖构件延伸出的夹组件(14)，所述夹组件包

括第一夹构件；以及第二夹构件，所述第二夹构

件连接至所述第一夹构件并且与所述第一夹构

件配合限定袋接收空间，所述第一夹构件和所述

第二夹构件具有袋夹持位置，使得当所述袋的至

少一部分被定位在所述袋接收空间内时，所述第

一夹构件和所述第二夹构件限制所述可流动物

质流过所述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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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装置，包括：

用于容纳可流动物质的柔性袋；

具有从所述柔性袋延伸出的顶部部分、设置在所述柔性袋内的底部部分和用于从所述

柔性袋中排出所述可流动物质的通道的喷口；

能与所述喷口密封接合的盖构件；以及

从所述盖构件延伸出的夹组件，所述夹组件包括：

第一夹构件；以及

第二夹构件，所述第二夹构件连接至所述第一夹构件并且与所述第一夹构件配合限定

袋接收空间，所述第一夹构件和所述第二夹构件具有袋夹持位置，使得当所述柔性袋的至

少一部分被定位在所述袋接收空间内时，所述第一夹构件和所述第二夹构件限制所述可流

动物质流过所述柔性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第一夹构件和所述第二夹构件各自具有内侧

和外侧，并且其中所述第一夹构件和所述第二夹构件在所述内侧上具有相对的喷口接收凹

陷部，当所述第一夹构件和所述第二夹构件处于所述袋夹持位置中时，所述喷口接收凹陷

部能与所述喷口的所述底部部分配合接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第一夹构件和所述第二夹构件能相对于彼

此移动并被偏置在所述袋夹持位置中。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第一夹构件和所述第二夹构件相对于彼此

被固定。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第一夹构件和所述第二夹构件相对彼此被

固定，其中以阻止所述可流动物质流过所述柔性袋的方式，围绕所述柔性袋的至少一部分

定位所述第一夹构件和所述第二夹构件。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盖构件具有纵向轴线，并且所述袋接收空

间具有纵向轴线，所述盖构件的所述纵向轴线从所述袋接收空间的所述纵向轴线横向偏

移，使得当所述第一夹构件和所述第二夹构件围绕所述柔性袋处于所述袋夹持位置时，所

述盖构件与所述柔性袋隔开。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第一夹构件具有内侧和外侧，所述内侧面

向所述第二夹构件，并且其中所述盖构件从所述第一夹构件的所述外侧延伸出。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第二夹构件的延伸程度小于所述柔性袋的

宽度，从而在所述第二夹构件之外在所述柔性袋中形成流动通道。

9.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第一夹构件和所述第二夹构件各自具有近

端和远端，并且其中所述第二夹构件的所述远端能连接至所述第一夹构件的所述远端，以

将所述第一夹构件和所述第二夹构件固定在所述袋夹持位置中。

10.一种用于对容纳在柔性袋中的可流动物质进行流动控制的方法，所述柔性袋具有

用于从所述柔性袋中排出所述可流动物质的喷口，所述方法包括：

使闭合装置与所述喷口脱离，所述闭合装置包括能与所述喷口密封接合的盖构件和从

所述盖构件延伸出的夹组件，所述夹组件包括第一夹构件和第二夹构件，所述第二夹构件

连接至所述第一夹构件并与所述第一夹构件配合限定袋接收空间；并且

围绕所述柔性袋将所述第一夹构件和所述第二夹构件定位在袋夹持位置中，使得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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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柔性袋的至少一部分被定位在所述袋接收空间内时，所述第一夹构件和所述第二夹构件

限制所述可流动物质流过所述柔性袋。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喷口具有底部部分，并且其中所述方法还包

括以下步骤：

将所述喷口的所述底部部分与所述第一夹构件和所述第二夹构件中的至少一者配合

接合。

12.根据权利要求10或1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当所述第一夹构件和所述第二夹构件处于所述袋夹持位置中时，通过朝向所述喷口移

动所述夹组件，将所述可流动物质的至少一部分从所述喷口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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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柔性袋的闭合装置

背景技术

[0001] 市面上用于容纳食物和饮料产品的柔性袋通常供婴儿和儿童使用。柔性袋具有便

利、便宜和易于使用的特点。通常，利用喷口从柔性袋中排出产品。但由于这种袋具有柔软

的性质，不能很好控制从喷口排出的产品的流量。例如，儿童可能过猛挤压袋子，从而产生

不需要的流量。

[0002] 因此，本领域需要一种改进的装置，用于控制物质从柔性袋的流出并且用于以便

利有效的方式与袋一起实现此类装置。所述装置是本文所公开的发明构思所涉及的装置。

附图说明

[0003] 附图并入本说明书并构成本说明书的一部分，其示出本文所述的一个或多个具体

实施，并且结合描述内容解释这些具体实施。

[0004] 图1是根据本文所公开的发明构思构造的闭合装置的透视图，该闭合装置被示为

与柔性袋密封接合。

[0005] 图2是被示为处于袋夹持位置的图1的闭合装置的透视图。

[0006] 图3是根据本文所公开的发明构思构造的闭合装置的另一实施方案的顶部平面

图。

[0007] 图4是图3的闭合装置的侧面正视图。

[0008] 图5是图3的闭合装置的底部平面视图。

[0009] 图6是沿着图3的线6-6截取的闭合装置的剖视图。

[0010] 图7是沿着图3的线7-7截取的闭合装置的剖视图。

[0011] 图8是示为袋夹持位置的图3的闭合装置的透视图。

[0012] 图9是根据本文所公开的发明构思构造的闭合装置的另一实施方案的顶部平面

图。

[0013] 图10是沿着图9的线10-10截取的闭合装置的剖视图。

[0014] 图11是根据本文所公开的发明构思构造的闭合装置的另一实施方案的顶部平面

图。

[0015] 图12是根据本文所公开的发明构思构造的闭合装置的又一实施方案的顶部平面

图。

[0016] 图13是被示为处于袋夹持位置的图1的闭合装置的侧面正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在详细解释本文所公开的发明构思的至少一个实施方案之前，应当理解，本发明

的构思并不限于应用于下文描述中所陈述的或附图中所示出的组件或步骤或方法的构造

和布置细节中。本文所公开的发明构思可以是其他实施方案，或可以不同方式实践或实施。

另外，应当理解，本文采用的措辞和术语是出于说明目的，不应视为以任何方式限制本文所

公开和要求的发明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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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在本发明构思的实施方案的以下详细描述中，陈述了许多特定细节，以提供对本

发明构思的更加透彻的理解。然而，对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显而易见的是，本公开内容中

的发明构思可不在没有这些特定细节的情况下来实施。在其他情况下，并未详细描述众所

周知的特征，以避免使本公开内容不必要的复杂化。

[0019] 如本文所用，术语“包括”、“包含”、“具有”以及它们的任何变型旨在涵盖非排他性

的包括。例如，包括一系列元素的过程、方法、制品或装置不一定仅限于那些元素，而是可包

括未明确列出或固有地存在于其中的其他元素。

[0020] 除非另有相反的明确规定，否则“或”是指包括性意思而并非指排他性意思。例如，

下列情况中任一项都满足条件A或B：A为真实(或存在)的并且B为虚假(或不存在)的、A为虚

假(或不存在)的并且B为真实(或存在)的、A和B都为真实(或存在)的。

[0021] 此外，使用“一”或“一个”来描述本文所公开的实施方案的元件和部件。这仅出于

方便性考虑并给出本发明构思的一般性意义。该描述应当理解成包括一个或至少一个，并

且单数也可包括复数，除非明显并非如此。

[0022] 如本文所用，限定词如“基本上”、“约”、“大约”以及它们的组合和变型形式旨在不

仅包括它们限定的确切数量或数值，而且还包括一些轻微偏差，例如可能是由于制造容差、

测量误差、磨损、施加在各个部位的应力以及它们的组合产生的偏差。

[0023] 最后，如本文所用，任何时候提及“一个实施方案”或“实施方案”是指结合该实施

方案所述的具体元素、特征、结构或特性包括在至少一个实施方案中。在说明书的不同地方

出现的短语“在一个实施方案中”不一定全部是指相同的实施方案。

[0024] 现在参见附图，更具体地参见图1和图2，图中结合柔性袋16(容纳可流动物质18并

且具有喷口20)示出了闭合装置10(包括盖构件12和从盖构件12延伸出的夹组件14)。柔性

袋是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因此本文不再赘述。一般来讲，柔性袋16可由任何不可渗透的

柔性材料构成。例如，柔性袋16可由一个或多个柔性片材(诸如，聚合物片材或金属箔片)制

成。柔性袋16可用于容纳任何可流动物质18。可流动物质18的非排他性示例包括食物、饮

料、粒料和气体。在一个实施例中，柔性袋16容纳的可流动物质18包括被设计供儿童食用的

浓浆食物产品或饮料。

[0025] 柔性袋16具有用于排出可流动物质18的喷口20。喷口20具有从柔性袋16延伸出的

顶部部分22。喷口20可以是圆柱形的，并且顶部部分22可以有外部螺纹。喷口可具有设置在

袋16内的底部部分24、以及用于从袋16中排出可流动物质18的通道26(图8)。但应当理解，

可使用能够与盖构件12配合接合的任何喷口20。

[0026] 如图1和图2所示，在一个实施方案中，闭合装置10具有的盖构件12具有用于接收

和密封喷口20的螺纹圆柱形凹陷部28。圆柱形凹陷部28具有纵向轴线。在一个实施方案中，

螺纹圆柱形凹陷部28定位在盖构件12的中心。盖构件12和喷口20被示为螺纹配合，但应当

理解，可使用其他接合方式，诸如卡扣。另外，盖构件12或喷口20可具有安全密封件(未示

出)。

[0027] 夹组件14从盖构件12延伸出，并且包括第一夹构件32和第二夹构件34。第一夹构

件32具有内侧36和外侧38，该内侧面向第二夹构件34。第二夹构件34具有内侧40和外侧42，

该内侧面向第一夹构件32。第一夹构件32可具有顶部44、底部46、近端48和远端50。第二夹

构件34可具有顶部52、底部54、近端56和远端58。第二夹构件34连接至第一夹构件32。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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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实施方案中，第二夹构件34的近端56连接至第一夹构件32的近端48。第二夹构件34与第

一夹构件32配合形成具有纵向轴线的袋接收空间60。盖构件12被示为从第一夹构件32的外

侧38延伸出。在一个实施方案中，盖构件12定位在第一夹构件32的近端48和远端50之间的

中心。但应当理解，只要盖构件12不干扰袋接收空间60，盖构件12就可另选地从第二夹构件

34的外侧42或从夹组件14的任一部分延伸出。

[0028] 第一夹构件32和第二夹构件34具有袋夹持位置，使得当袋16的至少一部分定位在

袋接收空间60中(图2和图13)时，第一夹构件32和第二夹构件34被定位以限制或阻止可流

动物质18流过袋16。第一夹构件32和第二夹构件34可彼此隔开，使得当处于袋夹持位置时，

第一夹构件32和第二夹构件34限制可流动物质18流过袋16。或者，第一夹构件32和第二夹

构件34可彼此隔开，使得当处于袋夹持位置时，第一夹构件32和第二夹构件34阻止可流动

物质18流过袋16。

[0029] 盖构件12的纵向轴线从袋接收空间60的纵向轴线横向偏移，使得当第一夹构件32

和第二夹构件34围绕袋16处于袋夹持位置时，盖构件12与袋16隔开(图2)。虽然圆柱形凹陷

部28的纵向轴线被示为与袋接收空间60的纵向轴线成直角，但是只要盖构件12不干扰袋接

收空间60，圆柱形凹陷部28的纵向轴线可与袋接收空间60的纵向轴线成任一角度关系(包

括平行)。

[0030]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第一夹构件32和第二夹构件34能相对彼此移动并被偏置在袋

夹持位置中。或者，在另一实施方案中，第一夹构件32和第二夹构件34相对彼此固定，由此

固定袋接收空间60。

[0031]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如图8所示，袋16具有第一侧62和第二侧64，其中第一侧62和

第二侧64之间具有一定宽度，第一夹构件32和第二夹构件34延伸袋16的该宽度，从而限制

或阻止物质18从袋16中流出。或者，第一夹构件32和第二夹构件34中的至少一者的延伸程

度可小于袋16的宽度，从而在袋16中形成用于可流动物质18的流动通道66(参见图13)。

[0032] 如图1至图5所示，在一个实施方案中，第一夹构件32的底部46和第二夹构件34的

底部54中的至少一者可朝向第一夹构件32的顶部44和第二夹构件34的顶部52弯曲。第一夹

构件32的弯曲程度可小于第二夹构件34，从而便于第一夹构件32和第二夹构件34围绕袋16

的定位以到达袋夹持位置。

[0033] 图3至图8示出了基本上类似于前述闭合装置10的闭合装置10a的另一实施方案，

不同的是闭合装置10a具有夹组件14a，如本文如下所述。在闭合装置10a中，夹组件14a具有

第一夹构件32a和第二夹构件34a，该第一夹构件和第二夹构件具有面向彼此的内侧36a、

40a。第二夹构件34a连接至第一夹构件32a。第二夹构件34a与第一夹构件32a配合形成具有

纵向轴线的袋接收空间60a。第一夹构件32a和第二夹构件34a具有袋夹持位置(图8)，使得

当袋16的至少一部分被定位在袋接收空间60a内时，第一夹构件32a和第二夹构件34a被定

位以限制或阻止可流动物质18流过袋16。

[0034] 第一夹构件32a和第二夹构件34a在第一夹构件32a和第二夹构件34a的内侧36a、

40a上具有相对的喷口接收凹陷部68、70。当第一夹构件32a和第二夹构件34a处于袋夹持位

置(图8)时，喷口接收凹陷部68、70能与喷口20的底部部分24配合接合。喷口20的底部部分

24与喷口接收凹陷部68、70的接合将夹组件14a固定到喷口20和袋16上。

[0035] 如图1至图7所示，第一夹构件32、32a可具有从第一夹构件32、32a延伸至盖构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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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至少一个支撑臂。在一个实施方案中，第一支撑臂72从第一夹构件32、32a的近端48、48a

延伸至盖构件12，并且第二支撑臂74从第一夹构件32、32a的远端50、50a延伸至盖构件12。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第三支撑臂76从第二夹构件34、34a的近端56、56a延伸至第二夹构件

34、34a的远端58、58a。当然，应当理解，可使用任何数量的支撑臂72、74、76，并且支撑臂72、

74、76可以是任何尺寸。

[0036] 图9和图10示出了基本上类似于前述闭合装置10、10a的闭合装置10b的另一实施

方案，不同的是闭合装置10b具有夹组件14b，如本文如下所述。夹组件14b从盖构件12延伸

出，并且包括第一夹构件32b和第二夹构件34b。第一夹构件32b具有内侧36b和外侧38b，该

内侧面向第二夹构件34b。第二夹构件34b具有内侧40b和外侧42b，该内侧面向第一夹构件

32b。第一夹构件32b可具有顶部44b、底部46b、近端48b和远端50b。第二夹构件34b可具有顶

部52b、底部54b、近端56b和远端58b。第二夹构件34b连接至第一夹构件32b。第二夹构件34b

与第一夹构件32b配合形成具有纵向轴线的袋接收空间60b。

[0037] 第一夹构件32b和第二夹构件34b具有袋夹持位置，使得当袋16的至少一部分被定

位在袋接收空间60b内时，第一夹构件32b和第二夹构件34b被定位以限制可流动物质18流

过袋16。第一夹构件32b和第二夹构件34b中的至少一者具有凹陷部78，该凹陷部被定位在

近端48b、56b和远端50b、58b之间，并且在夹组件14b处于袋夹持位置时从底部46b、54b延伸

至顶部44b、52b，从而在袋16中限定用于可流动物质18的流动通道80。

[0038] 图11示出了基本上类似于前述闭合装置10、10a的闭合装置10c的另一实施方案，

不同的是闭合装置10c具有能固定在袋16上的夹组件14c。在闭合装置10c中，夹组件14c具

有第一夹构件32c和第二夹构件34c，该第一夹构件和第二夹构件具有面向彼此的内侧36c、

40c。第一夹构件32c具有近端48c和远端50c。第二夹构件34c具有近端56c和远端58c。第二

夹构件34c的近端56c连接至第一夹构件32c的近端48c。第二夹构件34c与第一夹构件32c配

合形成具有纵向轴线的袋接收空间60c。第一夹构件32c和第二夹构件34c具有袋夹持位置，

使得当袋16的至少一部分被定位在袋接收空间60c内时，第一夹构件32c和第二夹构件34c

被定位以限制或阻止可流动物质18流过袋16。

[0039] 第二夹构件34c的远端58c能连接至第一夹构件32c的远端50c。当夹组件14c处于

袋夹持位置并且第二夹构件34c的远端58c连接至第一夹构件32c的远端50c时，夹组件14c

被固定在袋夹持位置中。在一个实施方案中，第二夹构件的远端58c具有舌部82并且第一夹

构件32c的远端50c具有接收件84，用于将第一夹构件32c固定到第二夹构件34c。然而，应当

理解，可使用能够将第一夹构件32和第二夹构件34固定在袋夹持位置中的任何闭锁机构。

[0040] 如图12所示，在一个实施方案中，闭合装置10d基本上类似于前述闭合装置10、

10a，不同的是闭合装置10d具有夹组件14d。在闭合装置10d中，夹组件14d具有第一夹构件

32d和第二夹构件34d，该第一夹构件和第二夹构件具有面向彼此的内侧36d、40d。第一夹构

件32d具有近端48d和远端50d。第二夹构件34d具有近端56d和远端58d。第二夹构件34d的近

端56d连接至第一夹构件32d的近端48d。第二夹构件34d与第一夹构件32d配合形成具有纵

向轴线的袋接收空间60d。第一夹构件32d和第二夹构件34d具有袋夹持位置，使得当袋16的

至少一部分被定位在袋接收空间60d内时，第一夹构件32d和第二夹构件34d被定位以限制

或阻止可流动物质18流过袋16。第一夹构件32d的内侧36d和第二夹构件34d的内侧40d中的

至少一者在近端48d、56d和远端50d、58d之间背离另一内侧36d、40d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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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现在参见图1至图8以及图13，将描述使用闭合装置10、10a的方法。如图1所示，首

先，盖构件12可接收并密封喷口20的顶部部分22。如图2所示，使用者可使盖构件12与喷口

20脱离，并且任选地将夹组件14、14a的第一夹构件32、32a和第二夹构件34、34a围绕袋16定

位在袋夹持位置中，以便限制或阻止物质18流过袋16。

[0042] 如图3至图8所示，在闭合装置10a具有前述喷口接收凹陷部68、70的实施方案中，

使用者可围绕袋16定位夹组件14a的第一夹构件32a和第二夹构件34a，然后将喷口20的底

部部分24与喷口接收凹陷部68、70配合接合(图8)，从而有助于将闭合装置10a固定到喷口

20和袋16。闭合装置10a可用于限制物质18从袋16中流出。或者，闭合装置10a可用于阻止物

质18从袋16中流出。

[0043] 如图11所示，使用者可通过将第二夹构件34c的远端58c连接至第一夹构件32c的

远端50c，来将闭合装置10c固定或进一步固定到袋16。

[0044] 如图8和图13所示，在一个实施方案中，闭合装置10阻止物质18从袋16的至少一部

分中流出。闭合装置10可被定位在袋16上，从而允许使用者取得喷口20和闭合装置10之间

的物质18，但阻止使用者取得超过闭合装置10位置的物质18，例如允许使用者摄入一部分

而非全部物质18。

[0045] 在另一使用方法中，可在喷口20下方围绕袋16将第一夹构件32和第二夹构件34定

位在袋夹持位置中。然后，当第一夹构件32和第二夹构件34处于袋夹持位置中时，可将夹组

件14朝向喷口20移动，由此迫使袋16中的物质18朝向喷口20移动并从喷口排出。

[0046] 从以上描述可以明白的是，本文所公开的发明构思非常适于实现本文提及的和本

文所公开的发明构思中固有的目的，并且非常适于获得本文提及的和本文所公开的发明构

思中固有的优点。虽然已针对本公开的目的描述了本文所公开的发明构思的示例性实施方

案，但应当理解，可做出许多改变，这些改变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不言自明的并且在

本文所公开和要求保护的本发明构思范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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