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1287096.3

(22)申请日 2019.12.14

(71)申请人 九江产教融合发展中心

地址 332000 江西省九江市九江经济技术

开发区城西港区九江双创示范基地4

号厂房

(72)发明人 邵海军　严春平　何玲燕　陈丽君　

(51)Int.Cl.

B65B 49/08(2006.01)

B65B 51/02(2006.01)

B65B 35/24(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自动化食品包装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自动化食品包装设备，包括

机座，输送机构，翻折机构，喷胶装置。该机器把

放在纸箱上的食品，通过输送机构输送到翻折机

构中，通过喷胶翻折粘贴，将物品包装在纸箱里

面。此机器提高生产效率，减少了人的劳动强度，

此机器的喷胶装置和翻折机构在长度和高度上

都可以自由的调整，可以适应多种大小的纸箱自

动包装，操作简单范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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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化食品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机座（1），放置在地面上；输送机构（2），

安装在机座（1）上，用于同步输送纸箱，使其停在粘接位置；

翻折机构（3），可调整的安装在机座（1）上，将纸箱的前后左右面翻折；喷胶装置（4），安

装在机座上，位置可以调整，对需要粘连的纸箱表面进行喷胶；

所述的机座（1）包括支腿（101）、下侧板（102）、托板（105）、顶板（104）上侧板（103），所

述的上侧板（103）以焊接方式安装在下侧板（102）上面；所述的顶板（104）以插接的方式固

定在上侧板内侧；所述的托板（105）以螺丝固定方式安装在侧板（102）内侧；

所述的输送机构（2）包括驱动电机（201）、主传动轴（202）、推指（203）、皮带（204）、副传

动轴（205）、轴承（206）、副皮带轮（207）、主皮带轮（208），所述的副皮带轮（207）和主皮带轮

（208）以键连接分别固定在副传动轴（205）和主传动轴（206）上，所述的推指（203）通过螺丝

固定安装在皮带（204）上面，所述的皮带（204）转动方式安装在两个皮带轮上面，所述的副

传动轴（205）通过滚针轴承转动安装在下侧板（102）内侧；

所述的翻折机构（3）包括侧推抓（301）、驱动气缸（302）、旋转轴（303）、齿轮（304）、齿条

（305）、轨道（306）、锁紧螺丝（307）、支撑板（308）、齿形皮带（309）、主动轮（310）、同步电机

（311）、从动轮（312）、凸轮（313）、张紧轮（314）、紧固螺丝（315）、驱动齿条（316）、传动齿轮

（317）、侧上折板（318）、下推气缸（319）、上折板（320）、螺母（321）、螺杆（322）、上推爪

（323）、传动轴（324）、连接架（325）、导向板（326）、导向轮（327）、前后推板（328）、下滑道

（329）、侧滑道（330）、左右推板（331）、侧推气缸（332）、上推气缸（333）、气缸支座（334），所

述的侧推抓（301）固定安装在传动轴（303）两端，传动轴一端固定安装着齿轮（304）同时通

过滚针轴承转动安装在下侧板（102）上，所述的驱动气缸（302）固定安装在下侧板（102）外

侧，所述的轨道（306）固定安装在下侧板（102）外侧；所述的支撑板（308）通过锁紧螺丝

（307）可滑动的安装在下侧板（102）外侧；所述的主动轮（310）通过联轴器固定安装在同步

电机（311）传动轴上，所述的从动轮（312）通过连接键固定安装在凸轮（313）一端，所述的驱

动齿条（316）滑动安装在下侧板（102）外侧，所述的传动齿轮（317）固定安装在传动轴（324）

一端，所述的下推气缸（319）通过螺丝固定安装在顶板（104）上，所述的上推爪（323）固定安

装在传动轴（324）上，传动轴通过滚针轴承转动安装在上侧板（103）上；所述的安装架（325）

固定安装在下侧板（102）内侧，所述的导向板（326）和导向轮（327）固定安装在安装架（325）

上端和下端，所述的前后推板（328）固定安装在上推气缸（333）上，并在下滑道（329）上滑

动，所述的下滑道（329）固定安装在支撑板（308）上，所述的侧滑道（330）固定安装在下侧板

（102）内侧，所述的左右推板（331）固定安装在侧推气缸（332）上，并在侧滑道（330）上滑动；

所述的喷胶装置（4）包括下侧面喷枪（401）、上侧面喷枪（402）、螺丝（403）、上面喷枪

（404）、左下侧喷枪（405），所述的下侧面喷枪（401）滑动安装在下侧板（102）上面的滑道上，

左右对称各两支喷枪；

喷枪之间的距离可以通过螺丝(403)进行横向调整，所述的上侧面喷枪（402）滑动安装

在上侧板（103）上面的星星槽内，左右对称分布，每面各两支，高度和宽度可以通过螺丝

（403）在星星槽内进行调整，所述的上面喷枪（404）可调整安装在顶板(104）上，通过螺丝

（403）进行调整高度和锁紧。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化食品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支腿（101）以螺

栓固定方式安装在地面（101）上，共六条支腿；所述的下侧板（102）以焊接固定方式安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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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腿（101）上。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化食品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驱动电机（201）

以固定的方式安装在下侧板（102）外侧，所述的主传动轴（202）通过滚动轴承以转动方式安

装在下侧板（102）内侧，并与驱动电机（201）以联轴器固定安装在一起。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化食品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张紧轮（314）通

过紧固螺丝（315）可滑动的安装在下侧板（102）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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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化食品包装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各种产品自动包装领域，特别是一种自动化食品包装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纸箱的包装可以通过对平面纸板进行翻折，然后粘连在一起，随着信息时代的快

速发展，许多食品的都需要大量的纸箱俩包装，往往人工包装比较慢而且还容易疲劳，所以

在大批量生产包装的时候需要快速包装，并以提高生产效率，节省人力物力，这样就需要一

种价格实惠，使用范围广操作简单的快速包装机器。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自动化食品包装设备，将所需包装的食品放入到

纸板上同纸板一起运输到输送机构中，运输机构将纸箱运输到翻折机构处进行前后与左右

翻折，喷胶装置将左右喷胶，输送机构继续前进，对纸箱上面和侧上面进行翻折喷胶粘贴，

最终完成产品的纸箱封装，此过程完全自动进行，提高生产效率，减少人的劳动强度。

[0004] 本发明所使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自动化食品包装设备，包括机座、运输机构、翻

折机构、喷胶装置。所述的运输机构，翻折机构，喷枪装置统一装在机座的相应板块上，通过

同步电机的带动实现自动运输，自动翻折在，自动粘贴的各项功能，从而把食品包装在纸箱

内。

[0005] 所述的机座包括支腿、下侧板、托板、顶板、上侧板。所述的支腿以螺栓固定方式安

装在地面上，共六条支腿，下侧板以焊接固定方式安装在支腿上，上侧板以焊接方式安装在

下侧板上面，顶板以插接的方式固定在上侧板内侧，托板以螺丝固定方式安装在侧板内侧。

[0006] 所述的输送机构包括驱动电机、主传动轴、推指、皮带、副传动轴、轴承、副皮带轮、

主皮带轮。所述的驱动电机以固定的方式安装在下侧板外侧，主传动轴通过滚动轴承以转

动方式安装在下侧板内侧，并与驱动电机以联轴器固定安装在一起，副皮带轮和主皮带轮

以键连接分别固定在副传动轴和主传动轴上，推指通过螺丝固定安装在皮带上面，皮带转

动方式安装在两个皮带轮上面，副传动轴通过滚针轴承转动安装在下侧板内侧。

[0007] 所述的翻折机构包括侧推抓、驱动气缸、旋转轴、齿轮、齿条、轨道1、锁紧螺丝、支

撑板、齿形皮带、主动轮、同步电机、从动轮、凸轮、张紧轮、紧固螺丝、驱动齿条、传动齿轮、

侧上折板、下推气缸、上折板、螺母、螺杆、上推爪、传动轴、连接架、导向板、导向轮、前后推

板、下滑道、侧滑道、左右推板、侧推气缸、上推气缸、气缸支座。所述的侧推抓固定安装在传

动轴两端，传动轴一端固定安装着齿轮同时通过滚针轴承转动安装在下侧板上，齿轮与齿

条相互啮合，驱动气缸固定安装在下侧板外侧，气缸一端与齿条相连，轨道固定安装在下侧

板外侧。支撑板通过锁紧螺丝可滑动的安装在下侧板外侧，主动轮通过联轴器固定安装在

同步电机传动轴上，同步电机固定安装在下侧板外侧，从动轮通过连接键固定安装在凸轮

一端，张紧轮通过紧固螺丝可滑动的安装在下侧板内侧，驱动齿条滑动安装在下侧板外侧，

传动齿轮固定安装在传动轴一端，侧上折板固定安装在下推气缸上，下推气缸通过螺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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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装在顶板上，上折板焊接固定安装在螺杆底端，螺杆通过螺母上下移动安装在顶板上，

上推爪固定安装在传动轴上，传动轴通过滚针轴承转动安装在上侧板上，安装架固定安装

在下侧板内侧，导向板和导向轮固定安装在安装架上端和下端，前后推板固定安装在上推

气缸上，并在下滑道上滑动，下滑道固定安装在支撑板上，侧滑道固定安装在下侧板内侧，

左右推板固定安装在侧推气缸上，并在侧滑道上滑动。

[0008] 所述的喷胶装置包括下侧面喷枪、上侧面喷枪、螺丝、上面喷枪、左下侧喷枪。所述

的下侧面喷枪滑动安装在下侧板上面的滑道上，左右对称各两支喷枪，喷枪之间的距离可

以通过螺丝进行横向调整。上侧面喷枪滑动安装在上侧板上面的星星槽内，左右对称分布，

每面各两支，高度和宽度可以通过螺丝在星星槽内进行调整，上面喷枪可调整安装在顶板

上，通过螺丝进行调整高度和锁紧。

[000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1）本发明能够实现产品外纸箱的自动包装，将设计好的纸板

按要求自动翻折粘贴，全自动的完成封装操作，翻折机构，在尺寸上都可以进行各种调整，

可以是适应不同大小的纸箱包装工作，所以使用的范围比较广；（2）本发明便于制造和维

修，体积小占地少，可减少设备的投资；（3）本发明可以提高产品生产效率，防止因为人为损

坏纸箱的概率，从而降低成本；（4）本发明操作方便，整个使用过程除了人工放入产品到纸

板上、再将包装好的纸箱码垛，其他操作无需人工参与；（5）本发明的喷枪装置可以相对于

基座位置进行移动，能够适应不同规格纸箱的要求。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为本发明的机座结构示意图。

[0012] 图3为本发明的输送机构结构示意图

图4、图5为本发明的翻折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6为本发明的喷枪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4] 附图标号：  1-机座；2-输送机构；3-翻折机构；4-喷枪装置；1-支腿；102-下侧板；

103-上侧板；104-顶板；105-托板；201-驱动电机；202-主传动轴；203-推指；204-皮带；205-

副传动轴；206-轴承；207-副皮带轮；208-主皮带轮；301-推抓；302-驱动气缸；303-旋转轴；

304-齿轮；305-齿条；306-轨道；307-锁紧螺丝；308-支撑板；309-齿形皮带；310-主动轮；

311-同步电机；312-从动轮；313-凸轮；314-张紧轮；315-紧固螺丝；316-驱动齿条；317-传

动齿轮；318-侧上折板；319-下推气缸；320-上折板；321-螺母；322-螺杆；323-上推爪；324-

传动轴；325-连接架；326-导向板；327-导向轮；328-前后推板；329-下滑道；330-侧滑道；

331-左右推板；332-侧推气缸；333-上推气缸；334-气缸支座；401-下侧面喷枪；402-上侧面

喷枪；403-螺丝；、404-上面喷枪；405-左下侧喷枪。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通过具体的实施例子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包装机做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16] 如图1所示，本实例提供一种自动化食品包装设备，包括：机座1，放置在地面上；输

送机构2，安装在机座1上，用于同步输送纸箱，使其停在粘接位置；翻折机构3，可调整的安

装在机座1上，将纸箱的前后左右面翻折。喷胶装置4，安装在机座上，位置可以调整，对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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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连的纸箱表面进行喷胶。

[0017] 本实例可选方案中，如图2所示，机座1包括支腿101、下侧板102、托板105、顶板104

上侧板103。支腿101以螺栓固定方式安装在地面101上，共六条支腿。下侧板102以焊接固定

方式安装在支腿101上。上侧板103以焊接方式安装在下侧板102上面。顶板104以插接的方

式固定在上侧板内侧。托板105以螺丝固定方式安装在侧板102内侧。

[0018] 本实例可选方案中，如图3所示，输送机构2，包括驱动电机201、主传动轴02、推指

203、皮带204、副传动轴05、轴承206、副主皮带轮207、主皮带轮208,驱动电机201以固定的

方式安装在下侧板102外侧。主传动轴02通过滚动轴承以转动方式安装在下侧板102内侧，

并与驱动电机201以联轴器固定安装在一起。副皮带轮和主皮带轮以键连接分别固定在副

传动轴05和主传动轴06上。推指203通过螺丝固定安装在皮带204上面。皮带204转动方式安

装在两个皮带轮上面。副传动轴05通过滚针轴承转动安装在下侧板102内侧。

[0019] 本实例可选方案中，如图4和图5所示，翻折机构3，包括侧推抓301、驱动气缸  302、

旋转轴  303、齿轮  304、齿条  305、轨道306、锁紧螺丝307、支撑板308、齿形皮带309、主动轮 

310、同步电机311、从动轮  312、凸轮313、张紧轮314、紧固螺丝315、驱动齿条  316、传动齿

轮  317、侧上折板318、下推气缸  319、上折板320、螺母321、螺杆322、上推爪323、传动轴 

324、连接架325、导向板326、导向轮327、前后推板328、下滑道  329、侧滑道  330、左右推板

331、侧推气缸  332、上推气缸  333、气缸支座334。侧推抓301固定安装在传动轴303两端，传

动轴一端固定安装着齿轮  304同时通过滚针轴承转动安装在下侧板102上。齿轮  304与齿

条  305相互啮合。气缸1  302固定安装在下侧板102外侧，气缸一端与齿条相连。轨道306固

定安装在下侧板102外侧。支撑板308通过锁紧螺丝307可滑动的安装在下侧板102外侧。主

动轮310通过联轴器固定安装在同步电机311传动轴上。同步电机311固定安装在下侧板102

外侧。从动轮312通过连接键固定安装在凸轮313一端。张紧轮314通过紧固螺丝315可滑动

的安装在下侧板102内侧。驱动齿条  316滑动安装在下侧板102外侧。传动齿轮  317固定安

装在传动轴  324一端。侧上折板318固定安装在下推气缸  319上。下推气缸  319通过螺丝固

定安装在顶板104上。上折板320焊接固定安装在螺杆322底端。螺杆322通过螺母321上下移

动安装在顶板104上。上推爪323固定安装在传动轴  324上。传动轴通过滚针轴承转动安装

在上侧板103上。安装架325固定安装在下侧板102内侧。导向板326和导向轮327固定安装在

安装架325上端和下端。前后推板328固定安装在上推气缸  333上，并在下滑道  329上滑动。

下滑道  329固定安装在支撑板308上。侧滑道  330固定安装在下侧板102内侧。左右推板331

固定安装在侧推气缸  332上，并在侧滑道330上滑动。

[0020] 本实例可选方案中，如图6所示，喷胶装置4，包括下侧面喷枪401、上侧面喷枪402、

螺丝403、上面喷枪404、左下侧喷枪405。下侧面喷枪401滑动安装在下侧板102上面的滑道

上，左右对称各两支喷枪。喷枪之间的距离可以通过螺丝(403)进行横向调整。上侧面喷枪

402滑动安装在上侧板103上面的星星槽内，左右对称分布，每面各两支，高度和宽度可以通

过螺丝403在星星槽内进行调整。上面喷枪404可调整安装在顶板104上，通过螺丝403进行

调整高度和锁紧。

[0021] 当进行产品包装的时候，首先将待包装的食品和纸盒一起放到输送机构的拖板

204上，然后开动开关，驱动电机201工作，通过主传动轴02将动力传至主皮带轮208后，皮带

轮带动皮带204向前移动，当推抓203接触到纸箱就会推动纸箱一起向前运动，直到移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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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折机构位置处停止，在输送的过程中，挡板326最先把纸箱左右侧面向内翻折，然后输送

到前后推板与左右推板的正上方时候，电驱动电机停止转动，此时前后推板328在气缸333

的作用下向上推动纸板前后面向上弯折90度，并且锁定，这些动作完成后，气缸302动作，通

过齿,305带动齿轮304转动，齿轮304的转动通过传动轴303传给推抓向上转动，将纸板前面

侧板进行翻折同时压紧。这时四支喷枪401得到信号进行喷胶，分别在纸板左右侧面下半部

分位置喷胶。喷胶结束后，左右侧推板在气缸332的推动下向上运动，将纸板底面两个侧面

向上翻折并与纸板前后侧面粘贴在一起。然后驱动电机启动，带动纸箱继续前进，通过导向

轮327防止跑偏，输送经过上面喷枪404处时，同步电机311启动通过齿形皮带309带动凸轮

313旋转，凸轮运动牵引齿条316上下运动，齿条带动齿轮317做旋转运动，同时与齿轮相连

的轴324转动带动推抓323向下摆动，将纸板前上侧面翻折到水平位置并被喷枪喷胶，此过

程纸箱在输送带上运动并没有停止。然后纸箱继续前进进入上折板320，这时纸板的上面会

被上折板压平并与前上侧面进行粘贴，并且受压前进，在到达上喷枪402位置时驱动电机

201停止，喷枪对左右侧面上半部分进行喷胶，然后气缸319驱动侧上折板318向下运动，推

动上侧面向下翻折，并与左右侧面上半部分进行粘贴，持续几秒钟复位包装完成。然后驱动

电机201启动，将包装好的纸箱输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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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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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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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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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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