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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组合捆香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组合捆香机,所述组合捆

香机包括机架、电机、传动装置和捆香装置，位于

机架上的电机通过传动装置带动捆香装置工作，

所述机架包括机架本体、搭扣和分离式活动架，

分离式活动架位于机架本体前端，在机架本体与

分离式活动架之间设有用于连接的搭扣，所述捆

香装置包括捆香轴、支撑杆、支撑板和供带装置，

捆香轴水平设在分离式活动架的上方，支撑杆水

平设在机架本体后方，支撑板一端转动连接在支

撑杆上，支撑板另一端的上表面与捆香轴摩擦接

触，在支撑板上还设有用于提供胶带的供带装

置。本发明采用组合架进行捆扎，在斗香捆扎完

成后可以方便的将捆扎好的斗香从支架上分离，

有效的提高了斗香的捆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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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组合捆香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组合捆香机包括机架、电机(5)、传动装置和捆香

装置，位于机架上的电机(5)通过传动装置带动捆香装置工作，所述机架包括机架本体(1)、

搭扣(3)和分离式活动架(2)，分离式活动架(2)位于机架本体(1)前端，在机架本体(1)与分

离式活动架(2)之间设有用于连接的搭扣(3)，所述捆香装置包括捆香轴、支撑杆、支撑板和

供带装置，捆香轴水平设在分离式活动架(2)的上方，支撑杆水平设在机架本体(1)后方，支

撑板一端转动连接在支撑杆上，支撑板另一端的上表面与捆香轴摩擦接触，在支撑板上还

设有用于提供胶带的供带装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捆香机，其特征在于，多个所述支撑板相互并列设置在支

撑杆上，支撑板的可绕支撑轴转动，在支撑杆与支撑板之间设有用于提供支撑力的复位装

置，在支撑板的前端设有H型槽轮，支撑板的下表面安装有供带装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组合捆香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复位装置为扭簧，扭簧的一端

沿切线延伸，扭簧的另一端朝向扭簧的内径，所述支撑杆为一根沿母线方向开设有凹槽的

圆柱杆，安装在支撑杆内的扭簧套在支撑杆上，扭簧朝向扭簧的内径的一端卡和在支撑杆

上的凹槽内。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捆香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供带装置包括U型支架、滚筒和

弹簧压片，U型支架设在支撑板的底面，U型支撑架的开口朝下，在U型支架的开口端转动连

接有滚轮，在U型支架上还设有弹簧片，弹簧片平压在滚筒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捆香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捆香轴为设有花键槽的转轴

(202)，在捆香轴与分离式活动架(2)之间设有半开轴承座，半开轴承座有两个，分别固定在

分离式活动架(2)顶部两端，所述半开轴承座包括上轴承座、下轴承座、铰链、卡扣和半开轴

瓦，下轴承座固定在分离式活动架(2)上，上轴承座通过铰链连接在下轴承座上，在上轴承

座和下轴承座内侧均设有半开轴瓦，在上轴承座和下轴承座之间还设有用于紧固的卡扣。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捆香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分离式活动架(2)还包括滚轮、

螺纹伸缩杆和折叠杆(4)，滚轮设在分离式活动架(2)的底部，在分离式活动架(2)的底部还

设有用于定位的螺纹伸缩杆，在支撑杆的前端设有方便移动的折叠杆(4)。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捆香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装置包括减速齿轮箱、第

一齿轮和第二齿轮(6)，电机(5)与减速齿轮箱输入端连接，减速齿轮箱的输出端设有第二

齿轮(6)，在捆香轴的一端设有第二齿轮(6)，第一齿轮与第二齿轮(6)相互啮合实现传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捆香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组合捆香机还包括调速控制器

和脚踏开关，调速控制器通过电连接的方式与电机(5)连接，在速控制器通与电机(5)之间

串联连接脚踏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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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组合捆香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机械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组合捆香机。

背景技术

[0002] 斗香在过年或重要的节日中燃烧斗香是中国的传统习俗之一，斗香需要将香条缠

绕捆扎在一起，对捆香的工作人员提出很高的技术要求，需要一定的工作经验才能完成斗

香的捆扎，如果要捆扎大型的斗香则需要二至三人才能完成，非常的费时费力。存在很多的

局限，因为捆香非常消耗人力资源，不仅生产效率低，相对的生产成本也偏高。传统的斗香

捆扎多由人工捆制而成，只能一点一点的捆扎完成，费时费力，还容易折断香条，次品率高，

现有的捆香机转移麻烦，因此有必要设计一种新式的斗香捆扎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根据以上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出一种组合捆香机，

通过捆香捆扎装置实现斗香的半自动捆扎，解决了传统手工捆香装置捆扎麻烦的问题，移

动麻烦的问题，具有捆香效率高，转移方便的特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组合捆香机包括机架、电

机、传动装置和捆香装置，位于机架上的电机通过传动装置带动捆香装置工作，所述机架包

括机架本体、搭扣和分离式活动架，分离式活动架位于机架本体前端，在机架本体与分离式

活动架之间设有用于连接的搭扣，所述捆香装置包括捆香轴、支撑杆、支撑板和供带装置，

捆香轴水平设在分离式活动架的上方，支撑杆水平设在机架本体后方，支撑板一端转动连

接在支撑杆上，支撑板另一端的上表面与捆香轴摩擦接触，在支撑板上还设有用于提供胶

带的供带装置。

[0005] 所述多个支撑板相互并列设置在支撑杆上，支撑板的可绕支撑轴转动，在支撑杆

与支撑板之间设有用于提供支撑力的复位装置，在支撑板的前端设有H型槽轮，支撑板的下

表面安装有供带装置。复位装置为扭簧，扭簧的一端沿切线延伸，扭簧的另一端朝向扭簧的

内径，所述支撑杆为一根沿母线方向开设有凹槽的圆柱杆，安装在支撑杆内的扭簧套在支

撑杆上，扭簧朝向扭簧的内径的一端卡和在支撑杆上的凹槽内。供带装置包括U型支架、滚

筒和弹簧压片，U型支架设在支撑板的底面，U型支撑架的开口朝下，在U型支架的开口端转

动连接有滚轮，在U型支架上还设有弹簧片，弹簧片平压在滚筒上。捆香轴为设有花键槽的

转轴，在捆香轴与分离式活动架之间设有半开轴承座，半开轴承座有两个分别固定在分离

式活动架顶部两端，所述半开轴承座包括上轴承座、下轴承座、铰链、卡扣和半开轴瓦，下轴

承座固定在分离式活动架上，上轴承座通过铰链连接在下轴承座上，在上轴承座和下轴承

座内侧均设有半开轴瓦，在上轴承座和下轴承座之间还设有用于紧固的卡扣。分离式活动

架还包括滚轮、螺纹伸缩杆和折叠杆，滚轮设在分离式活动架的底部，在分离式活动架的底

部还设有用于定位的螺纹伸缩杆，在支撑杆的前端设有方便移动的折叠杆。传动装置包括

减速齿轮箱、第一齿轮和第二齿轮，电机与减速齿轮箱输入端连接，减速齿轮箱的输出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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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第二齿轮，在捆香轴的一端设有第二齿轮，第一齿轮与第二齿轮相互啮合实现传动。组合

捆香机还包括调速控制器和脚踏开关，调速控制器通过电连接的方式与电机连接，在速控

制器通与电机之间串联连接脚踏开关。

[0006] 本发明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采用组合架进行捆扎，在斗香捆扎完成后可以方便的

将捆扎好的斗香从支架上分离，移动到指定位置，使用方便，有效的提高了斗香的捆扎效

率。

附图说明

[0007] 下面对本说明书附图所表达的内容及图中的标记作简要说明：

[0008] 图1是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的组合捆香机结构图；

[0009] 图2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的支撑板的结构图；

[0010] 图3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的滚轮结构图。

[0011] 其中，1、机架本体，2、分离式活动架，3、搭扣，4、折叠杆，5、电机，6、第二齿轮，201、

板体，202、转轴，203、捆扎带导向装置，204、捆扎带放置架，2031、滚轮架，2032、腰形孔，

2033、H形槽轮，2034、顶出弹簧，301、空气弹簧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下面对照附图，通过对实施例的描述，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如所涉及的各构件

的形状、构造、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位置及连接关系、各部分的作用及工作原理、制造工艺及

操作使用方法等，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以帮助本领域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发明构思、技术

方案有更完整、准确和深入的理解。

[0013] 如图1-3所示，一种组合捆香机的机架包括机架本体1、搭扣3和分离式活动架2，分

离式活动架2通过搭扣3连接在机架本体1前端，在机架本体1的后方水平设有一根支撑杆，

机架上安装的捆香装置包括捆香轴、支撑杆、支撑板和供带装置，捆香轴水平设在分离式活

动架2的上方，捆香轴为设有花键槽的转轴202，在捆香轴与分离式机架之间设有半开轴承

座，半开轴承座有两个，分别水平固定在分离式活动架2顶部两端，捆香轴两端分别通过两

个半开轴承座支撑，捆香轴可以在半开轴承座内转动，捆香轴的一端通过传动装置与电机5

连接，电机5转动带动捆香轴转动。在机架本体1后方水平设有支撑杆，多个支撑板相互并列

设置在支撑杆上，支撑板的可绕支撑轴转动，在支撑杆与支撑板之间设有扭簧用于提供支

撑力的复位装置，扭簧的一端沿切线延伸，扭簧的另一端朝向扭簧的内径，所述支撑杆为一

根沿母线方向开设有凹槽的圆柱杆，安装在支撑杆内的扭簧套在支撑杆上，扭簧朝向扭簧

的内径的一端卡和在支撑杆上的凹槽内，扭簧会顶起支撑板使支撑板另一端的上表面与捆

香轴摩擦接触，在支撑板下表面设有用于提供胶带的供带装置，供带装置内安装有胶带，在

支撑板的前端设有H型槽轮，拉动供带装置内的胶带圈并使胶带穿过支撑板前端的H型槽

轮，优化的在捆香轴表面包裹一层纸筒，纸筒的内表面设有光滑层，方便纸筒从捆香轴中抽

出，胶带缠绕在捆香轴上的纸筒。分离式活动架2还包括滚轮、螺纹伸缩杆和折叠杆4，滚轮

设在分离式活动架2的底部，在分离式活动架2的底部还设有用于定位的螺纹伸缩杆，当工

作时放下螺纹伸缩杆可以实现定位，在需要移动时，升起螺纹伸缩杆，拉动在支撑杆的前端

的折叠杆4，折叠杆4可以在工作时收起。组合捆香机还包括调速控制器和脚踏开关，调速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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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通过电连接的方式与电机5连接，控制捆香轴的转动，在速控制器通与电机5之间串联

连接脚踏开关，踩踏脚踏开关控制捆香轴的起停。供带装置包括U型支架、滚筒和弹簧压片，

U型支架设在支撑板的底面，U型支撑架的开口朝下，在U型支架的开口端转动连接有滚轮，U

型架的一端的架体通过铰链连接，打开U型架体的一端使滚筒一端露出，将胶带卷安装在滚

筒上，再将U型架体的一端放下，在U型支架上还设有弹簧片，弹簧片平压在滚筒上的胶带，

使得拉动胶带时产生一定的阻力，保证胶带始终处于张紧状态。所述半开轴承座包括上轴

承座、下轴承座、铰链、卡扣和半开轴瓦，下轴承座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分离式活动

架2上，上轴承座一侧通过铰链连接在下轴承座上，上轴承座通过铰链可以实现在下轴承座

上的开合，在上轴承座的另一侧设有用于紧固的卡扣，卡扣卡在下轴承座上实现上轴承座

和下轴承座的紧固固定，此时捆香轴在轴承座内转动时不会发生脱离。上轴承座和下轴承

座内分别对称设有半开轴瓦，半开轴瓦分别通过螺钉分别连接在上轴承座和下轴承座上，

轴瓦直接跟捆香轴摩擦接触，当轴瓦被磨损后可以通过拆卸螺钉方便更换。传动装置包括

减速齿轮箱、第一齿轮、第二齿轮6和导向体，电机5与减速齿轮箱输入端连接，减速齿轮箱

的输出端设有第二齿轮6，在捆香轴的一端设有第二齿轮6，第一齿轮与第二齿轮6相互啮合

实现传动，电机5通过减速齿轮箱实现减速旋转，为防止第一齿轮箱与第二齿轮6在运动的

过程中发生脱离打滑的现象，在第一齿轮和第二齿轮6外设有导向体，导体包括导向公头和

导向母头，导向公头固定在分离式活动架2顶端，导向母头固定在机架本体1的顶端，导向母

头内设有导槽，导向公头沿导槽插入导向母头内，在导向公头和导向母头上还设有定位孔，

导向公头和导向母头上的定位孔对其，在定位孔内安装有定位销可以实现导向公头和导向

母头的定位紧固。

[0014] 优化的作为另一种实施方式的支撑板包括板体201为一块长方体结构的矩形板，

在板体201的两侧钻有通孔，通孔内放置有转动连接装置，所述转动连接装置为转轴202，所

述转轴202穿过通孔，转轴202两端分别固定在机架后方两侧壁上，在转轴202和矩形板通孔

之间设有转动轴承，矩形板的下表面安装有复位装置，所述复位装置包括空气弹簧杆301和

滑动杆，空气弹簧杆301的一端转动连接在矩形板的下表面，空气弹簧杆301的另一端转动

连接在机架的底部中心位置，机架的底部中间水平设有滑动杆，滑动杆与机架的前端面垂

直，滑动杆上设有滑块，空气弹簧杆301的另一端转动连接在滑块上，在滑块的侧壁设有紧

固螺钉，在矩形板的前端面并排间隔设有若干个捆扎带导向装置203，所述捆香带导向装置

包括滚轮架2031和H形槽轮2033，滚轮架2031固定在矩形板上，H形槽轮2033转动连接在滚

轮架2031之间，在矩形板的下表面安装有若干个捆扎带放置架204。矩形板体201表面设有

漏料孔，漏料孔有若干个，所述漏料孔成矩阵排列在矩形板的表面，在滚轮架2031侧壁对称

设有两个腰形孔2032，腰形孔2032内设有顶出弹簧2034，顶出弹簧2034一端固定有沿腰形

孔2032滑动的滑动支撑块，H形槽轮2033两端转动连接在滑动支撑块上。

[0015]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了示例性描述，显然本发明具体实现并不受上述方式

的限制，只要采用了本发明的方法构思和技术方案进行的各种非实质性的改进，或未经改

进将本发明的构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它场合的，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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