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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包装装置技术领域，尤其是指一

种便于使用的管材包装装置，包括底座、夹持驱

动组件、与底座连接的升降驱动件、与升降驱动

件的输出端连接的承托座以及用于夹持管材的

第一夹持弯臂和第二夹持弯臂，所述升降驱动件

用于驱动所述承托座升降，所述承托座设有第一

连接轴和第二连接轴，所述第一夹持弯臂的一端

与所述第一连接轴铰接，所述第二夹持弯臂的一

端与第二连接轴铰接，所述夹持驱动组件用于驱

动第一夹持弯臂和第二夹持弯臂互相靠近和互

相远离。本发明使得使用者能够通过改变第一夹

持弯臂和第二夹持弯臂的高度来适应不同的使

用情况，进而达到便于使用者使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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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于使用的管材包装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1)、夹持驱动组件(2)、与底

座(1)连接的升降驱动件(3)、与升降驱动件(3)的输出端连接的承托座(4)以及用于夹持管

材的第一夹持弯臂(5)和第二夹持弯臂(6)，所述升降驱动件(3)用于驱动所述承托座(4)升

降，所述承托座(4)设有第一连接轴(41)和第二连接轴(42)，所述第一夹持弯臂(5)的一端

与所述第一连接轴(41)铰接，所述第二夹持弯臂(6)的一端与第二连接轴(42)铰接，所述夹

持驱动组件(2)用于驱动第一夹持弯臂(5)和第二夹持弯臂(6)互相靠近和互相远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使用的管材包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便于使用的

管材包装装置还包括位于承托座(4)一侧的第一支撑杆(43)和第二支撑杆(44)以及位于承

托座(4)另一侧的第三支撑杆和第四支撑杆，第一支撑杆(43)的中部与第二支撑杆(44)的

中部铰接，第三支撑杆和第四支撑杆的中部铰接，所述第一支撑杆(43)的上端以及第二支

撑杆(44)的上端分别与承托座(4)的两端滑动连接，所述第一支撑杆(43)的下端以及第二

支撑杆(44)的下端分别与底座(1)的两端滑动连接，所述第三支撑杆的上端以及第四支撑

杆的上端分别与承托座(4)的两端滑动连接，所述第三支撑杆的下端以及第四支撑杆的下

端分别与底座(1)的两端滑动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使用的管材包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驱动件

(3)的输出端与承托座(4)铰接，所述升降驱动件(3)与所述底座(1)可拆卸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便于使用的管材包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的

两侧分别设置有第一凸块(11)和第二凸块，所述升降驱动件(3)贯穿有第一销孔，所述第一

凸块(11)设有用于对准第一销孔的第二销孔(13)，所述第二凸块设有用于对准第一销孔的

第三销孔，所述便于使用的管材包装装置还包括用于插入第一销孔、第二销孔(13)以及第

三销孔的插销(1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使用的管材包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便于使用的

管材包装装置还包括缓冲弹簧(16)，所述缓冲弹簧(16)的一端与所述承托座(4)连接，所述

缓冲弹簧(16)的另一端与所述底座(1)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使用的管材包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的

两侧分别设有提拎把手(7)。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使用的管材包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夹持驱动组

件(2)包括第一托起件(21)、第二托起件(22)、与第一托起件(21)铰接的第一夹紧驱动件

(23)、与第二托起件(22)铰接的第二夹紧驱动件(24)以及均固定于承托座(4)的第一托起

驱动件(25)和第二托起驱动件(26)，第一托起件(21)的一端与所述第一连接轴(41)连接，

第二托起件(22)的一端与所述第二连接轴(42)连接，第一托起件(21)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一

托起驱动件(25)的输出端连接，第二托起件(22)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二托起驱动件(26)的输

出端连接，第一托起驱动件(25)用于驱动第一托起件(21)升降，第二托起驱动件(26)用于

驱动第二托起件(22)升降，第一托起件(21)通过抵触第一夹持弯臂(5)的底部带动第一夹

持弯臂(5)上升，第二托起件(22)通过抵触第二夹持弯臂(6)的底部带动第二夹持弯臂(6)

上升，所述第一夹紧驱动件(23)的输出端与所述第一夹持弯臂(5)的中部连接，所述第二夹

紧驱动件(24)的输出端与所述第二夹持弯臂(6)的中部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便于使用的管材包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便于使用的

管材包装装置还包括第一脚踏控制键(17)、第二脚踏控制键(18)和第三脚踏控制键(19)，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0949744 A

2



所述第一托起驱动件(25)的控制端和第二托起驱动件(26)的控制端均与第一脚踏控制键

(17)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一夹紧驱动件(23)的控制端和第二夹紧驱动件(24)的控制端均

与第二脚踏控制键(18)的输出端连接，所述升降驱动件(3)的控制端与第三脚踏控制键

(19)的输出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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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于使用的管材包装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包装装置技术领域，尤其是指一种便于使用的管材包装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对管材进行包装时，时常需要将多条管材捆成一束。由于堆放在一起的管材在被

捆时会自行滚动，各条管材之间松散导致难以捆扎，因此工人时常会用夹具夹持多条管材

以实现管材的固定。为了使得使用者无需将管材抬起才能放入夹具，市面上夹具的高度多

设置得较低，但这使得使用者需要蹲下或弯腰才能捆扎。目前市面上也有高度设置得较高，

使得使用者无需弯腰捆扎的夹具，但这又使得使用者在将管材放入夹具时需要将夹具高高

抬起。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的问题提供一种便于使用的管材包装装置，使得使用者无需

弯腰来捆扎管材，也无需将管材高高抬起以放入夹具。

[0004]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便于使用的管材包装装置，包括底座、夹持驱动组

件、与底座连接的升降驱动件、与升降驱动件的输出端连接的承托座以及用于夹持管材的

第一夹持弯臂和第二夹持弯臂，所述升降驱动件用于驱动所述承托座升降，所述承托座设

有第一连接轴和第二连接轴，所述第一夹持弯臂的一端与所述第一连接轴铰接，所述第二

夹持弯臂的一端与第二连接轴铰接，所述夹持驱动组件用于驱动第一夹持弯臂和第二夹持

弯臂互相靠近和互相远离。

[0005] 作为优选，所述便于使用的管材包装装置还包括位于承托座一侧的第一支撑杆和

第二支撑杆以及位于承托座另一侧的第三支撑杆和第四支撑杆，第一支撑杆的中部与第二

支撑杆的中部铰接，第三支撑杆和第四支撑杆的中部铰接，所述第一支撑杆的上端以及第

二支撑杆的上端分别与承托座的两端滑动连接，所述第一支撑杆的下端以及第二支撑杆的

下端分别与底座的两端滑动连接，所述第三支撑杆的上端以及第四支撑杆的上端分别与承

托座的两端滑动连接，所述第三支撑杆的下端以及第四支撑杆的下端分别与底座的两端滑

动连接。

[0006] 作为优选，所述升降驱动件的输出端与承托座铰接，所述升降驱动件与所述底座

可拆卸连接。

[0007] 作为优选，所述底座的两侧分别设置有第一凸块和第二凸块，所述升降驱动件贯

穿有第一销孔，所述第一凸块设有用于对准第一销孔的第二销孔，所述第二凸块设有用于

对准第一销孔的第三销孔，所述便于使用的管材包装装置还包括用于插入第一销孔、第二

销孔以及第三销孔的插销。

[0008] 作为优选，所述便于使用的管材包装装置还包括缓冲弹簧，所述缓冲弹簧的一端

与所述承托座连接，所述缓冲弹簧的另一端与所述底座连接。

[0009] 作为优选，所述底座的两侧分别设有提拎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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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作为优选，所述夹持驱动组件包括第一托起件、第二托起件、与第一托起件铰接的

第一夹紧驱动件、与第二托起件铰接的第二夹紧驱动件以及均固定于承托座的第一托起驱

动件和第二托起驱动件，第一托起件的一端与所述第一连接轴连接，第二托起件的一端与

所述第二连接轴连接，第一托起件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一托起驱动件的输出端连接，第二托

起件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二托起驱动件的输出端连接，第一托起驱动件用于驱动第一托起件

升降，第二托起驱动件用于驱动第二托起件升降，第一托起件通过抵触第一夹持弯臂的底

部带动第一夹持弯臂上升，第二托起件通过抵触第二夹持弯臂的底部带动第二夹持弯臂上

升，所述第一夹紧驱动件的输出端与所述第一夹持弯臂的中部连接，所述第二夹紧驱动件

的输出端与所述第二夹持弯臂的中部连接。

[0011] 作为优选，所述便于使用的管材包装装置还包括第一脚踏控制键、第二脚踏控制

键和第三脚踏控制键，所述第一托起驱动件的控制端和第二托起驱动件的控制端均与第一

脚踏控制键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一夹紧驱动件的控制端和第二夹紧驱动件的控制端均与

第二脚踏控制键的输出端连接，所述升降驱动件的控制端与第三脚踏控制键的输出端连

接。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通过使得第一夹持弯臂和第二夹持弯臂能够升降，从而使得

使用者能够通过改变第一夹持弯臂和第二夹持弯臂的高度来适应不同的使用情况，进而达

到便于使用者使用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的正视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的夹持驱动组件的立体结构图。

[0015] 附图标记为：1、底座；11、第一凸块；13、第二销孔；15、插销；16、缓冲弹簧；17、第一

脚踏控制键；18、第二脚踏控制键；19、第三脚踏控制键；2、夹持驱动组件；21、第一托起件；

22、第二托起件；23、第一夹紧驱动件；24、第二夹紧驱动件；25、第一托起驱动件；26、第二托

起驱动件；3、升降驱动件；4、承托座；41、第一连接轴；42、第二连接轴；43、第一支撑杆；44、

第二支撑杆；5、第一夹持弯臂；6、第二夹持弯臂；7、提拎把手。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为了便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的理解，下面结合实施例与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

明，实施方式提及的内容并非对本发明的限定。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详细的描述。

[0017] 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便于使用的管材包装装置，包括底座1、夹持驱动组件2、与

底座1连接的升降驱动件3、与升降驱动件3的输出端连接的承托座4以及用于夹持管材的第

一夹持弯臂5和第二夹持弯臂6，所述升降驱动件3用于驱动所述承托座4升降，所述承托座4

设有第一连接轴41和第二连接轴42，所述第一夹持弯臂5的一端与所述第一连接轴41铰接，

所述第二夹持弯臂6的一端与第二连接轴42铰接，所述夹持驱动组件2用于驱动第一夹持弯

臂5和第二夹持弯臂6互相靠近和互相远离。

[0018] 当需要放入管材时，利用升降驱动件3驱动承托座4下降，使得第一夹持弯臂5和第

二夹持弯臂6的高度较低，从而使得使用者将管材放入第一夹持弯臂5和第二夹持弯臂6之

间时无需将管材高高抬起。完成放入后，利用夹持驱动组件2驱动第一夹持弯臂5和第二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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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弯臂6互相靠近，使得第一夹持弯臂5和第二夹持弯臂6紧夹管材。随后，利用升降驱动件3

驱动承托座4上升，使得使用者无需弯腰捆扎，从而达到便于使用者使用的效果。升降驱动

件3具体为液压电缸。

[0019] 如图1所示，所述便于使用的管材包装装置还包括位于承托座4一侧的第一支撑杆

43和第二支撑杆44以及位于承托座4另一侧的第三支撑杆(图中未示出)和第四支撑杆(图

中未示出)，第一支撑杆43的中部与第二支撑杆44的中部铰接，第三支撑杆和第四支撑杆的

中部铰接，所述第一支撑杆43的上端以及第二支撑杆44的上端分别与承托座4的两端滑动

连接，所述第一支撑杆43的下端以及第二支撑杆44的下端分别与底座1的两端滑动连接，所

述第三支撑杆的上端以及第四支撑杆的上端分别与承托座4的两端滑动连接，所述第三支

撑杆的下端以及第四支撑杆的下端分别与底座1的两端滑动连接。利用第一支撑杆43、第二

支撑杆44、第三支持杆和第四支撑杆来支撑承托座4，减少承托座4对升降驱动件3的压力从

而防止升降驱动件3过载。

[0020] 如图1所示，所述升降驱动件3的输出端与承托座4铰接，所述升降驱动件3与所述

底座1可拆卸连接。当无需使用本发明时，可通过折叠升降驱动件3来减少本发明占用的纵

向空间。具体方法是：先令升降驱动件3与底座1不再连接，随后向侧向转动升降驱动件3，使

得升降驱动件3折叠向承托座4，并使得承托座4与底座1间的距离减小，从而减少本发明占

用的纵向空间，并使得本发明便于收纳。当需要使用本发明时，转动升降驱动件3令升降驱

动件3不再折叠，并使得升降驱动件3与底座1连接即可。

[0021] 如图1所示，所述底座1的两侧分别设置有第一凸块11和第二凸块(图中未示出)，

所述升降驱动件3贯穿有第一销孔(图中未示出)，所述第一凸块11设有用于对准第一销孔

的第二销孔13，所述第二凸块设有用于对准第一销孔的第三销孔(图中未示出)，所述便于

使用的管材包装装置还包括用于插入第一销孔、第二销孔13以及第三销孔的插销15。当需

要令底座1与升降驱动件3分离时，将插销15从第一销孔、第二销孔13以及第三销孔中取出；

当需要令底座1与升降驱动件3连接时，将插销15插入第一销孔、第二销孔13和第三销孔中

即可。

[0022] 如图1所示，所述便于使用的管材包装装置还包括缓冲弹簧16，所述缓冲弹簧16的

一端与所述承托座4连接，所述缓冲弹簧16的另一端与所述底座1连接。缓冲弹簧16可抵消

承托座4的部分重力，防止承托座4下降时速度过快；同时折叠升降驱动件3会导致缓冲弹簧

16压缩，当需要令升降驱动件3不再折端时，缓冲弹簧16可向承托座4提供向上的力，从而更

易于使用者将升降驱动件3变为非折叠状态。所述缓冲弹簧16为气弹簧。

[0023] 如图1所示，所述底座1的两侧分别设有提拎把手7。便于使用者搬动本发明。

[0024] 如图1和图2所示，所述夹持驱动组件2包括第一托起件21、第二托起件22、与第一

托起件21铰接的第一夹紧驱动件23、与第二托起件22铰接的第二夹紧驱动件24以及均固定

于承托座4的第一托起驱动件25和第二托起驱动件26，第一托起件21的一端与所述第一连

接轴41连接，第二托起件22的一端与所述第二连接轴42连接，第一托起件21的另一端与所

述第一托起驱动件25的输出端连接，第二托起件22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二托起驱动件26的输

出端连接，第一托起驱动件25用于驱动第一托起件21升降，第二托起驱动件26用于驱动第

二托起件22升降，第一托起件21通过抵触第一夹持弯臂5的底部带动第一夹持弯臂5上升，

第二托起件22通过抵触第二夹持弯臂6的底部带动第二夹持弯臂6上升，所述第一夹紧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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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23的输出端与所述第一夹持弯臂5的中部连接，所述第二夹紧驱动件24的输出端与所述

第二夹持弯臂6的中部连接。将多条管材放入第一夹持弯臂5和第二夹持弯臂6之间后，启动

第一托起驱动件25和第二托起驱动件26使得第一托起驱动件25和第二托起驱动件26分别

驱动第一托起件21和第二托起件22上升，第一托起件21和第二托起件22分别带动第一夹持

弯臂5和第二夹持弯臂6上升，使得第一夹持弯臂5远离承托座4的一端与第二夹持弯臂6远

离承托座4的一端逐渐靠近。随后启动第一夹紧驱动件23和第二夹紧驱动件24，使得第一夹

持弯臂5远离承托座4的一端与第二夹持弯臂6远离承托座4的一端进一步靠近，从而使得第

一夹持弯臂5和第二夹持弯臂6夹紧多条管材，多条管材间互相贴合，无法松动。此时工人即

可对多条管材进行捆扎。

[0025] 如图1所示，所述便于使用的管材包装装置还包括第一脚踏控制键17、第二脚踏控

制键18和第三脚踏控制键19，所述第一托起驱动件25的控制端和第二托起驱动件26的控制

端均与第一脚踏控制键17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一夹紧驱动件23的控制端和第二夹紧驱动

件24的控制端均与第二脚踏控制键18的输出端连接，所述升降驱动件3的控制端与第三脚

踏控制键19的输出端连接。使用者捆扎管材时，不便于用手对第一托起驱动件25、第二托起

驱动件26、第一夹紧驱动件23、第二夹紧驱动件24以及升降驱动件3进行控制，此时可利用

第一脚踏控制键17、第二脚踏控制件以及第三脚踏控制件进行控制。

[0026]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虽然

本发明以较佳实施例公开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在

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内，当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作出些许变更或修饰为等同变

化的等效实施例，但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发明技术是指对以上实施例

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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