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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液瓶自动装车机上的推瓶机构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口服液瓶自动装车机上

的推瓶机构，包括：机架，在机架上依次设置有口

服液瓶待送区、灭菌托盘放置区，在口服液瓶待

送区后方设置有驱动气缸及推板，在位于口服液

瓶待送区和灭菌托盘放置区之间设置有过渡输

送区，在机架上依次设置有第一、第二护瓶机构，

在第一护、第二护瓶机构上分别设置有第一、第

二护瓶板，在进行推瓶时，第一护瓶板和推板分

别护挡在口服液瓶的前后两侧，然后将口服液瓶

推送到过渡输送区内；接着，推板后退并复位到

起始位置，第一护瓶板和第二护瓶板分别护挡在

口服液瓶的前后两侧，然后将口服液瓶输送到灭

菌托盘内。本发明的优点是：能够更加高效并整

齐地将口服液瓶送入到灭菌托盘内，提高了工作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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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口服液瓶自动装车机上的推瓶机构，包括：机架，在机架上沿着口服液瓶的推送方向

依次设置有口服液瓶待送区、灭菌托盘放置区，在口服液瓶待送区的后方设置有第一驱动

气缸及能够在第一驱动气缸的作用下前后移动的推板，在灭菌托盘放置区内放置有能够整

齐排列口服液瓶的灭菌托盘，其特征在于：在位于口服液瓶待送区和灭菌托盘放置区之间

的机架上设置有过渡输送区，在口服液瓶待送区和过渡输送区的左右两侧均分别设置有护

挡口服液瓶的导向挡板，在口服液瓶待送区至灭菌托盘放置区上方的机架上沿着口服液瓶

的推送方向依次设置有能够前后移动的第一、第二护瓶机构，在第一、第二护瓶机构的固定

座上分别设置有竖向导套，在竖向导套内活动设置有竖向导轴，竖向导轴的下端穿过竖向

导套后与升降座固定连接，第一护瓶机构和第二护瓶机构的结构相同，其具体结构包括：固

定座、位于固定座下方的升降座，在固定座上设置有驱动气缸，驱动气缸上的活塞杆向下伸

出并与固定座下方的升降座连接，在升降座上向下设置有能够护挡在口服液瓶侧面的护瓶

板，在机架上还设置有能分别驱动第一、第二护瓶机构前后移动的驱动装置；在第一护瓶机

构和第二护瓶机构上分别设置有能上下升降并能护挡在口服液瓶侧面的护瓶板，分别为第

一护瓶板和第二护瓶板，在进行推瓶时，首先使第一护瓶机构上的第一护瓶板和推板分别

护挡在位于口服液瓶待送区内的若干排口服液瓶的前后两侧，然后使第一护瓶板和推板同

时向前移动将口服液瓶推送到过渡输送区内；接着，使推板后退并复位到位于口服液瓶待

送区后方的起始位置，并使第一护瓶机构中的第一护瓶板上升、然后向后移动并下降护挡

在口服液瓶的后侧，再使第二护瓶机构中的第二护瓶板移动至护挡在口服液瓶的前侧，然

后第一、第二护瓶机构同时向前移动，由第一护瓶板和第二护瓶板将口服液瓶输送到灭菌

托盘内，所述灭菌托盘是矩形形状，在灭菌托盘的四周侧壁上设置有护栏，靠近并正对着的

过渡输送区的那个护栏是能拆卸的活动护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口服液瓶自动装车机上的推瓶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装

置的具体结构为：在机架上设置有两条互相平行的第一、第二丝杠，每条丝杠与一个伺服电

机连接，每个伺服电机能够驱动相对应的丝杠进行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在第一、第二丝杠

的左右两侧机架上分别设置有一条与第一、第二丝杠相互平行的横向导轴；在第一、第二护

瓶机构的固定座上分别设置有一个丝杠螺母及两个横向导套，第一护瓶机构上的丝杠螺母

配合套接在第一丝杠上、第一护瓶机构上的两个横向导套分别活动套接在两个横向导轴

上；第二护瓶机构上的丝杠螺母配合套接在第二丝杠上、第二护瓶机构上的两个横向导套

分别活动套接在两个横向导轴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口服液瓶自动装车机上的推瓶机构，其特征在于：在第一、

第二护瓶机构的固定座上分别设置有两个竖向导套，两个竖向导套分别位于驱动气缸的左

右两侧。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口服液瓶自动装车机上的推瓶机构，其特征在于：与活动

护栏相对的那个护栏的内侧面呈凹凸状的台阶面，所述台阶面的上部向灭菌托盘外侧凹

陷，使得该护栏内侧面的下部侧面向内凸出于上部侧面，并且上部侧面相对于下部侧面向

外凹陷的深度不小于第二护瓶机构中的第二护瓶板的厚度，这样当第二护瓶机构将口服液

瓶护送到灭菌托盘内时，第二护瓶板能够容纳在该护栏内侧面的上部凹陷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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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液瓶自动装车机上的推瓶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到口服液瓶自动装车机，尤其涉及到口服液瓶自动装车机上的推瓶机

构。

背景技术

[0002] 在口服液的生产过程中需要将灌装好口服液的口服液瓶排放到灭菌托盘内，这样

才能将口服液瓶送入灭菌柜中进行灭菌消毒处理。目前在口服液瓶自动装车机中使用一种

推瓶机构将若干排整齐排列的口服液瓶推送到灭菌托盘内，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推瓶机构进

行若干批次的推送，才能使灭菌托盘内排满口服液瓶，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灭菌消毒工序。

目前所用的推瓶机构包括：机架，在机架上沿着口服液瓶的输送方向依次设置有口服液瓶

待送区、灭菌托盘放置区，在口服液瓶待送区的后方设置有推瓶机构，所述推瓶机构包括：

驱动气缸及能够在驱动气缸的作用下前后移动的推板。工作开始前，在灭菌托盘放置区内

放置能够排放口服液瓶的灭菌托盘。工作时，先将若干排排列整齐的口服液瓶输送到口服

液瓶待送区，并且使推板护挡在口服液瓶的后侧，然后在驱动气缸的驱动下使推板向前移

动直至将口服液瓶输送到灭菌托盘内，完成一次推送工作后，再反向启动驱动气缸，使推板

后退至起始位置，以便准备下一次的推瓶工作。上述推瓶机构的缺点是：在进行推送工作

时，由于驱动气缸的活塞杆必须带动推板将口服液瓶推送至灭菌托盘内后才能后退至起始

位置，又由于口服液瓶待送区和灭菌托盘放置区之间的间距较大，使得推板每次从开始推

送到返回起始位置所需的时间较长，而下一批次的口服液瓶只有在推板回到起始位置后才

能进入到口服液瓶待送区内等待推板的推送，这样就使得推送工作的效率较低；另外，口服

液瓶在被推送的过程中受到推板的推力，使得靠近推板的后排口服液瓶容易将前排的口服

液瓶碰倒，造成前排口服液瓶向前倾倒、散乱、甚至破损，为了使口服液瓶能够整齐地进入

灭菌托盘内，需要工作人员来码齐口服液瓶及去除破损的口服液瓶，这样不仅进一步降低

了工作效率，而且还增加了生产成本。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能够使瓶子推送过程更加高效、并且在推送过程中瓶子

不易倾倒和散乱的口服液瓶自动装车机上的推瓶机构。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口服液瓶自动装车机上的推瓶

机构，包括：机架，在机架上沿着口服液瓶的推送方向依次设置有口服液瓶待送区、灭菌托

盘放置区，在口服液瓶待送区的后方设置有第一驱动气缸及能够在第一驱动气缸的作用下

前后移动的推板，在灭菌托盘放置区内放置有能够整齐排列口服液瓶的灭菌托盘，在位于

口服液瓶待送区和灭菌托盘放置区之间的机架上设置有过渡输送区，在口服液瓶待送区和

过渡输送区的左右两侧均分别设置有护挡口服液瓶的导向挡板，在口服液瓶待送区至灭菌

托盘放置区上方的机架上沿着口服液瓶的推送方向依次设置有能够前后移动的第一、第二

护瓶机构，在第一、第二护瓶机构的固定座上分别设置有竖向导套，在竖向导套内活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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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竖向导轴，竖向导轴的下端穿过竖向导套后与升降座固定连接，第一护瓶机构和第二护

瓶机构的结构相同，其具体结构包括：固定座、位于固定座下方的升降座，在固定座上设置

有驱动气缸，驱动气缸上的活塞杆向下伸出并与固定座下方的升降座连接，在升降座上向

下设置有能够护挡在口服液瓶侧面的护瓶板，在机架上还设置有能分别驱动第一、第二护

瓶机构前后移动的驱动装置；在第一护瓶机构和第二护瓶机构上分别设置有能上下升降并

能护挡在口服液瓶侧面的护瓶板，分别为第一护瓶板和第二护瓶板，在进行推瓶时，首先使

第一护瓶机构上的第一护瓶板和推板分别护挡在位于口服液瓶待送区内的若干排口服液

瓶的前后两侧，然后使第一护瓶板和推板同时向前移动将口服液瓶推送到过渡输送区内；

接着，使推板后退并复位到位于口服液瓶待送区后方的起始位置，并使第一护瓶机构中的

第一护瓶板上升、然后向后移动并下降护挡在口服液瓶的后侧，再使第二护瓶机构中的第

二护瓶板移动至护挡在口服液瓶的前侧，然后第一、第二护瓶机构同时向前移动，由第一护

瓶板和第二护瓶板将口服液瓶输送到灭菌托盘内，所述灭菌托盘是矩形形状，在灭菌托盘

的四周侧壁上设置有护栏，靠近并正对着的过渡输送区的那个护栏是能拆卸的活动护栏。

[0005] 进一步的，前述的口服液瓶自动装车机上的推瓶机构，其中，所述驱动装置的具体

结构为：在机架上设置有两条互相平行的第一、第二丝杠，每条丝杠与一个伺服电机连接，

每个伺服电机能够驱动相对应的丝杠进行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在第一、第二丝杠的左右

两侧机架上分别设置有一条与第一、第二丝杠相互平行的横向导轴；在第一、第二护瓶机构

的固定座上分别设置有一个丝杠螺母及两个横向导套，第一护瓶机构上的丝杠螺母配合套

接在第一丝杠上、第一护瓶机构上的两个横向导套分别活动套接在两个横向导轴上；第二

护瓶机构上的丝杠螺母配合套接在第二丝杠上、第二护瓶机构上的两个横向导套分别活动

套接在两个横向导轴上。

[0006] 进一步的，前述的口服液瓶自动装车机上的推瓶机构，其中，在第一、第二护瓶机

构的固定座上分别设置有两个竖向导套，两个竖向导套分别位于驱动气缸的左右两侧。

[0007] 进一步的，前述的口服液瓶自动装车机上的推瓶机构，其中，与活动护栏相对的那

个护栏的内侧面呈凹凸状的台阶面，所述台阶面的上部向灭菌托盘外侧凹陷，使得该护栏

内侧面的下部侧面向内凸出于上部侧面，并且上部侧面相对于下部侧面向外凹陷的深度不

小于第二护瓶机构中的第二护瓶板的厚度，这样当第二护瓶机构将口服液瓶护送到灭菌托

盘内时，第二护瓶板能够容纳在该护栏内侧面的上部凹陷区域内。

[0008] 本发明的优点是：一、在推送口服液瓶的过程中，第一护瓶机构中的第一护瓶板和

第二护瓶机构中的第二护瓶板能够适时地分别护挡在被推送的若干排口服液瓶的前后两

侧，使得在推送过程中不会发生瓶子倾倒或破损的现象，也不需要另外配置操作工人来辅

助码齐口服液瓶，口服液瓶能够被高效地、整齐地推送至灭菌托盘中；二、推板将口服液瓶

推送至过渡输送区后就能马上返回至起始位置，然后由第一护瓶机构和第二护瓶机构继续

将口服液瓶推送至灭菌托盘内，在此过程中，就能同时将下一批次的口服液瓶输送至口服

液瓶待送区，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推送口服液瓶的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本发明所述的口服液瓶自动装车机上的推瓶机构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0] 图2是图1中A-A方向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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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图3是图1中B-B方向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下面结合附图及优选实施例对本发明所述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说明。

[0013] 如图1、图2、图3所示，本发明所述的口服液瓶自动装车机上的推瓶机构，包括：机

架1，在机架1上沿着口服液瓶的推送方向依次设置有口服液瓶待送区11、过渡输送区12、灭

菌托盘放置区13，在口服液瓶待送区11和过渡输送区12的左右两侧均分别设置有护挡口服

液瓶的导向挡板111。在口服液瓶待送区11的后方设置有第一驱动气缸2及能够在第一驱动

气缸2的作用下前后移动的推板21，在灭菌托盘放置区13内放置有能够整齐排列口服液瓶

的灭菌托盘3，在口服液瓶待送区11至灭菌托盘放置区13上方的机架1上沿着口服液瓶的推

送方向依次设置有能够前后移动的第一护瓶机构4、第二护瓶机构5，第一护瓶机构4和第二

护瓶机构5的结构相同，下面以第一护瓶机构4为例进行说明，其具体机构包括：第一固定座

41、位于第一固定座41下方的第一升降座42，在第一固定座41上设置有第二驱动气缸411，

第二驱动气缸411上的第二活塞杆412向下伸出并与第一固定座41下方的第一升降座42连

接，在第一升降座42上向下设置有能够护挡在口服液瓶侧面的第一护瓶板421，在第二驱动

气缸411的两侧分设置有一个第一竖向导套413，在每个第一竖向导套413内活动设置有一

个竖向导轴，竖向导轴的下端穿过第一竖向导套413后与第一升降座42固定连接，防止第一

升降座42在升降过程中出现位置偏移的现象。

[0014] 在机架1上还设置有能分别驱动第一护瓶机构4和第二护瓶机构5前后移动的驱动

装置，本实施例中的驱动装置的具体机构为：在机架1上设置有两条互相平行的第一丝杠14

和第二丝杠15，第一丝杠14与第一伺服电机141连接，在第一伺服电机141的驱动下第一丝

杠14能够进行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第二丝杠15与第二伺服电机151连接，在第二伺服电机

151的驱动下第二丝杠15能够进行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在第一丝杠14和第二丝杠15的左

右两侧机架1上分别设置有一条与第一丝杠14、第二丝杠15相互平行的横向导轴16。在第一

护瓶机构4的第一固定座41上设置有一个第一丝杠螺母43及两个第一横向导套44，第一护

瓶机构4上的第一丝杠螺母43配合套接在第一丝杠14上，第一护瓶机构4上的两个第一横向

导套44分别活动套接在两个横向导轴16上，第一伺服电机141驱动第一丝杠14做顺时针或

逆时针旋转时，第一丝杠螺母43沿着第一丝杠14向前或向后运动，从而带动第一护瓶机构4

前后运动；在第二护瓶机构5的第二固定座51上设置有一个第二丝杠螺母53及两个第二横

向导套54，第二护瓶机构5上的第二丝杠螺母53配合套接在第二丝杠15上，第二护瓶机构5

上的两个第二横向导套54分别活动套接在两个横向导轴16上，第二伺服电机151驱动第二

丝杠15做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时，第二丝杠螺母53沿着第二丝杠15向前或向后运动，从而

带动第二护瓶机构5前后运动。

[0015]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灭菌托盘3是矩形形状，在灭菌托盘3的四周侧壁上设置有护

栏，靠近并正对着的过渡输送区12的那个护栏是能拆卸的活动护栏，当第一护瓶板421和第

二护瓶板52推送口服液瓶到灭菌托盘3内时，需先将活动护栏拆卸掉，以让第一护瓶板421

和第二护瓶板52推送的口服液瓶顺利进入到灭菌托盘3内，当灭菌托盘3内排满口服液瓶

时，再将活动护栏安装上就能将灭菌托盘3内的口服液瓶固定住。与活动护栏相对的那个护

栏的内侧面呈凹凸状的台阶面31，所述台阶面31的上部向灭菌托盘3外侧凹陷，使得该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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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侧面的下部侧面向内凸出于上部平面，并且上部侧面相对于下部侧面向外凹陷的深度不

小于第二护瓶机构5中的第二护瓶板52的厚度，这样当第二护瓶机构5将口服液瓶护送到灭

菌托盘3内时，第二护瓶板52能够容纳在该护栏内侧面的上部凹陷区域内，这样，口服液瓶

就能够直接被推送并抵靠在灭菌托盘3上的护栏的下部侧面上，使得口服液瓶与该护栏之

间不会留有间隙，这样就能使口服液瓶在灭菌托盘3内整齐紧凑地排列，不会出现散乱、碰

撞的现象。

[0016] 在进行推瓶工作时，推板21护挡在位于口服液瓶待送区11内的若干排口服液瓶的

后侧，第一伺服电机141驱动第一丝杠14带动第一护瓶机构4向口服液瓶待送区11方向移

动，当到达口服液瓶的前侧位置后，第二驱动气缸411驱动第一升降座42下降使第一护瓶板

421护挡在口服液瓶的前侧，再同时启动第一驱动气缸2和第一伺服电机141，使推板21和第

一护瓶机构4同时向前运动，推板21和第一护瓶板421将口服液瓶向前推送到过渡输送区12

内；接着，推板21在第一驱动气缸2的作用下后退并复位到位于口服液瓶待送区11后方的起

始位置，同时第一护瓶板421在第二驱动气缸411的驱动下上升至高出口服液瓶的瓶顶，然

后第一护瓶机构4移动到位于过渡输送区12内的口服液瓶的后侧，第二护瓶机构5在第二伺

服电机151的驱动下向过渡输送区12的方向移动，到达位于过渡输送区12内的口服液瓶的

前侧位置后，第二护瓶机构5上的第二护瓶板52下降至护挡在口服液瓶的前侧，再同时启动

第一伺服电机141和第二伺服电机151使第一护瓶机构4和第二护瓶机构5同时向前运动，第

一护瓶板421和第二护瓶板52将口服液瓶向前推送到灭菌托盘3内，在第一护瓶机构4和第

二护瓶机构5向前推送口服液瓶时，下一批次的口服液瓶就能进入到口服液瓶待送区11内

准备下一次的推送工作，当第一护瓶机构4和第二护瓶机构5将口服液瓶推送到灭菌托盘3

内后，第一护瓶机构4能够直接回到位于口服液待送区11内的口服液瓶的前方与推板21一

起进行新一轮的推送工作。

[0017] 本发明的优点是：一、在推送口服液瓶的过程中，第一护瓶机构中的第一护瓶板和

第二护瓶机构中的第二护瓶板能够适时地分别护挡在被推送的若干排口服液瓶的前后两

侧，使得在推送过程中不会发生瓶子倾倒或破损的现象，也不需要另外配置操作工人来辅

助码齐口服液瓶，口服液瓶能够被高效地、整齐地推送至灭菌托盘中；二、推板将口服液瓶

推送至过渡输送区后就能马上返回至起始位置，然后由第一护瓶机构和第二护瓶机构继续

将口服液瓶推送至灭菌托盘内，在此过程中，就能同时将下一批次的口服液瓶输送至口服

液瓶待送区，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推送口服液瓶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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