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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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606102.X

(22)申请日 2020.12.30

(71)申请人 广州市志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地址 510507 广东省广州市燕岭路164号

(72)发明人 刘惠娥　

(51)Int.Cl.

B65B 61/00(2006.01)

B65B 57/04(2006.01)

B65G 15/30(2006.01)

B65G 15/6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自动称重的纸盒包装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自动称重的纸盒包装设

备，其结构包括传送台、底座支架、显示器，显示

器嵌固于底座支架的左侧位置，传送台安装于底

座支架的上端位置，通过联动轴内部的弹力片能

够向外推动外推块沿着中接环向外伸出，从而使

外推块能够与外接环上的固定环内部相贴合，故

而使外接环能够继续转动，但是会在短时间内逐

渐停止，有效的避免了传送台突然停顿会产生振

动，从而导致纸盒内部的活体观赏鱼在箱内的水

袋内部跳跃的情况，通过上推片对结合板产生的

推力，能够使结合板沿着套框向上伸出，从而使

结合板能够向上推动固定块与传送带内侧的粗

糙面相贴合，从而能够使固定块对传送带的转动

进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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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称重的纸盒包装设备，其结构包括传送台(1)、底座支架(2)、显示器(3)，所

述显示器(3)嵌固于底座支架(2)的左侧位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送台(1)安装于底座支架

(2)的上端位置；

所述传送台(1)包括联动轴(11)、衔接杆(12)、传送带(13)，所述传送带(13)与联动轴

(11)活动卡合，所述衔接杆(12)安装于两个联动轴(11)之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称重的纸盒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联动轴(11)

包括外接环(a1)、外推块(a2)、弹力片(a3)、中接环(a4)，所述外推块(a2)与中接环(a4)活

动卡合，所述弹力片(a3)安装于外推块(a2)与中接环(a4)之间，所述中接环(a4)与外接环

(a1)为一体化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自动称重的纸盒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外接环(a1)

包括外触环(a11)、推出块(a12)、回弹片(a13)、固定环(a14)，所述推出块(a12)与外触环

(a11)间隙配合，所述回弹片(a13)安装于推出块(a12)与固定环(a14)之间，所述固定环

(a14)与外触环(a11)为一体化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自动称重的纸盒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推出块

(a12)包括摆动板(b1)、底块(b2)、反弹片(b3)，所述摆动板(b1)与底块(b2)的上端铰链连

接，所述反弹片(b3)安装于摆动板(b1)与底块(b2)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自动称重的纸盒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外触环

(a11)包括外伸架(c1)、外环(c2)、复弹条(c3)、内置环(c4)，所述外伸架(c1)与外环(c2)活

动卡合，所述复弹条(c3)安装于外环(c2)的内侧与外伸架(c1)之间，所述内置环(c4)与外

环(c2)为一体化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自动称重的纸盒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外伸架(c1)

包括摆动块(c11)、连接板(c12)、打底板(c13)、衔接片(c14)，所述摆动块(c11)与连接板

(c12)的顶部铰链连接，所述连接板(c12)嵌固于打底板(c13)的上端位置，所述衔接片

(c14)安装于摆动块(c11)与连接板(c12)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自动称重的纸盒包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摆动块

(c11)包括固定块(d1)、套框(d2)、上推片(d3)、结合板(d4)，所述固定块(d1)嵌固于结合板

(d4)的上端位置，所述上推片(d3)安装于结合板(d4)与套框(d2)的内壁底部之间，所述结

合板(d4)与套框(d2)活动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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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称重的纸盒包装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用于纸盒的自动包装领域，具体的是一种自动称重的纸盒包装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自动称重式纸盒包装传送机主要是用于对纸盒进行自动称重的设备，通过将待包

装的纸盒放置在自动称重式纸盒包装传送机上，再通过传送带将纸盒向前传送，并且在向

前传送前会先对纸盒的质量进行称重，再将重量数据在显示屏上显示，基于上述描述本发

明人发现，现有的一种自动称重的纸盒包装设备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例如：

[0003] 由于自动称重式纸盒包装传送机在对纸盒进行称重时纸盒需要停顿一段时间，并

且传送机停顿会产生振动，若纸盒内部装有活体观赏鱼，则容易出现活体观赏鱼因惊吓在

箱内的水袋内部跳跃，并且活体观赏鱼跳跃会将水分向上带起，从而导致自动称重式纸盒

包装传送机对纸盒的称重数据会出现不断波动的情况。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自动称重的纸盒包装设备。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自动称重的纸盒

包装设备，其结构包括传送台、底座支架、显示器，所述显示器嵌固于底座支架的左侧位置，

所述传送台安装于底座支架的上端位置；所述传送台包括联动轴、衔接杆、传送带，所述传

送带与联动轴活动卡合，所述衔接杆安装于两个联动轴之间。

[0006]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化，所述联动轴包括外接环、外推块、弹力片、中接环，所述

外推块与中接环活动卡合，所述弹力片安装于外推块与中接环之间，所述中接环与外接环

为一体化结构，所述外推块设有四个，且均匀的在中接环上呈圆形分布。

[0007]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化，所述外接环包括外触环、推出块、回弹片、固定环，所述

推出块与外触环间隙配合，所述回弹片安装于推出块与固定环之间，所述固定环与外触环

为一体化结构，所述固定环的内侧采用密度较大的丁腈橡胶材质。

[0008]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化，所述推出块包括摆动板、底块、反弹片，所述摆动板与

底块的上端铰链连接，所述反弹片安装于摆动板与底块之间，所述摆动板上设有连续凹槽。

[0009]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化，所述外触环包括外伸架、外环、复弹条、内置环，所述外

伸架与外环活动卡合，所述复弹条安装于外环的内侧与外伸架之间，所述内置环与外环为

一体化结构，所述外伸架设有八个，且均匀的在外环上呈圆形分布。

[0010]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化，所述外伸架包括摆动块、连接板、打底板、衔接片，所述

摆动块与连接板的顶部铰链连接，所述连接板嵌固于打底板的上端位置，所述衔接片安装

于摆动块与连接板之间，通过物体对摆动块产生的拉扯，能够使摆动块沿着连接板向后摆

动。

[0011]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化，所述摆动块包括固定块、套框、上推片、结合板，所述固

定块嵌固于结合板的上端位置，所述上推片安装于结合板与套框的内壁底部之间，所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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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板与套框活动卡合，所述固定块上端设有连续三角形凸块。

[0012]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3] 1、通过联动轴内部的弹力片能够向外推动外推块沿着中接环向外伸出，从而使外

推块能够与外接环上的固定环内部相贴合，故而使外接环能够继续转动，但是会在短时间

内逐渐停止，有效的避免了传送台突然停顿会产生振动，从而导致纸盒内部的活体观赏鱼

在箱内的水袋内部跳跃的情况。

[0014] 2、通过上推片对结合板产生的推力，能够使结合板沿着套框向上伸出，从而使结

合板能够向上推动固定块与传送带内侧的粗糙面相贴合，从而能够使固定块对传送带的转

动进行停止，有效的避免了传送带的内侧较为粗糙凹凸不平，则会导致摆动板难以对其产

生有效吸附力的情况。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一种自动称重的纸盒包装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传送台侧视半剖面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联动轴侧视半剖面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外接环侧视半剖面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发明推出块侧视半剖面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为本发明外触环侧视半剖面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7为本发明外伸架侧视半剖面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8为本发明摆动块侧视半剖面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传送台‑1、底座支架‑2、显示器‑3、联动轴‑11、衔接杆‑12、传送带‑13、外接

环‑a1、外推块‑a2、弹力片‑a3、中接环‑a4、外触环‑a11、推出块‑a12、回弹片‑a13、固定环‑

a14，摆动板‑b1、底块‑b2、反弹片‑b3、外伸架‑c1、外环‑c2、复弹条‑c3、内置环‑c4、摆动块‑

c11、连接板‑c12、打底板‑c13、衔接片‑c14、固定块‑d1、套框‑d2、上推片‑d3、结合板‑d4。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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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5] 实施例1

[0026] 如例图1‑例图5所展示：

[0027] 本发明提供一种自动称重的纸盒包装设备，其结构包括传送台1、底座支架2、显示

器3，所述显示器3嵌固于底座支架2的左侧位置，所述传送台1安装于底座支架2的上端位

置；所述传送台1包括联动轴11、衔接杆12、传送带13，所述传送带13与联动轴11活动卡合，

所述衔接杆12安装于两个联动轴11之间。

[0028] 其中，所述联动轴11包括外接环a1、外推块a2、弹力片a3、中接环a4，所述外推块a2

与中接环a4活动卡合，所述弹力片a3安装于外推块a2与中接环a4之间，所述中接环a4与外

接环a1为一体化结构，所述外推块a2设有四个，且均匀的在中接环a4上呈圆形分布，通过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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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片a3能够向外推动外推块a2沿着中接环a4进行伸出。

[0029] 其中，所述外接环a1包括外触环a11、推出块a12、回弹片a13、固定环a14，所述推出

块a12与外触环a11间隙配合，所述回弹片a13安装于推出块a12与固定环a14之间，所述固定

环a14与外触环a11为一体化结构，所述固定环a14的内侧采用密度较大的丁腈橡胶材质，能

够增强对物体表面的抓力。

[0030] 其中，所述推出块a12包括摆动板b1、底块b2、反弹片b3，所述摆动板b1与底块b2的

上端铰链连接，所述反弹片b3安装于摆动板b1与底块b2之间，所述摆动板b1上设有连续凹

槽，能够在挤压物体的表面后产生吸附力。

[0031] 本实施例的详细使用方法与作用：

[0032] 本发明中，当传送台1停止转动后，通过联动轴11内部的弹力片a3能够向外推动外

推块a2沿着中接环a4向外伸出，从而使外推块a2能够与外接环a1上的固定环a14内部相贴

合，故而使外接环a1能够继续转动，但是会在短时间内逐渐停止，并且通过外接环a1转动产

生的甩力，能够使推出块a12在回弹片a13的配合下向外伸出，从而使推出块a12上的摆动板

b1能够与传送带13的内壁相贴合，从而使摆动板b1能够朝传送带13前进的方向摆动，从而

使摆动板b1上摆的一端能够与传送带13的内壁相贴合，故而使摆动板b1能够对传送带13的

内壁产生吸附力，从而能够使传送带13逐渐停止转动，故而能够使传送台1的停顿呈缓慢停

止，有效的避免了传送台1突然停顿会产生振动，从而导致纸盒内部的活体观赏鱼因惊吓在

箱内的水袋内部跳跃的情况。

[0033] 实施例2

[0034] 如例图6‑例图8所展示：

[0035] 其中，所述外触环a11包括外伸架c1、外环c2、复弹条c3、内置环c4，所述外伸架c1

与外环c2活动卡合，所述复弹条c3安装于外环c2的内侧与外伸架c1之间，所述内置环c4与

外环c2为一体化结构，所述外伸架c1设有八个，且均匀的在外环c2上呈圆形分布，通过机构

转动产生的甩力，能够使外伸架c1沿着外环c2向外伸出。

[0036] 其中，所述外伸架c1包括摆动块c11、连接板c12、打底板c13、衔接片c14，所述摆动

块c11与连接板c12的顶部铰链连接，所述连接板c12嵌固于打底板c13的上端位置，所述衔

接片c14安装于摆动块c11与连接板c12之间，通过物体对摆动块c11产生的拉扯，能够使摆

动块c11沿着连接板c12向后摆动，从而能够对物体直接停止的力进行缓冲。

[0037] 其中，所述摆动块c11包括固定块d1、套框d2、上推片d3、结合板d4，所述固定块d1

嵌固于结合板d4的上端位置，所述上推片d3安装于结合板d4与套框d2的内壁底部之间，所

述结合板d4与套框d2活动卡合，所述固定块d1上端设有连续三角形凸块，能够增强对物体

内侧的抓力。

[0038] 本实施例的详细使用方法与作用：

[0039] 本发明中，由于部分传送带13的内侧较为粗糙凹凸不平，以至于摆动板b1难以对

其产生有效的吸附力，通过外触环a11上的外伸架c1能够在外接环a1转动时沿着外环c2向

外伸出，从而使外伸架c1的顶部能够与传送带13的内侧相贴合，再通过传送带13对摆动块

c11的拉扯，能够使摆动块c11沿着连接板c12向被拉扯的一侧摆动，从而能够对传送带13停

止的力进行缓冲，使其再缓慢前进一断距离，再通过上推片d3对结合板d4产生的推力，能够

使结合板d4沿着套框d2向上伸出，从而使结合板d4能够向上推动固定块d1与传送带13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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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粗糙面相贴合，从而能够使固定块d1对传送带13的转动进行停止，有效的避免了传送带

13的内侧较为粗糙凹凸不平，则会导致摆动板b1难以对其产生有效吸附力的情况。

[0040] 利用本发明所述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启发下，设

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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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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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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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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