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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发明名称 ：管状材料包装 的管状材料拉动装置

(57) Abstract: A tubular material pulling device for a tubular material package, used in an pillow-type automatic packaging machine
for tubular materials, capable of maintaining the opening ends of tubular materials (50) in an extended state, while moving them up
wards to the bottom of a discharging outlet. The discharging outlet (60) i s provided above an inner support seat (10). A clamp ( 1)
moves up and down between the top of the inner support seat and the bottom of the discharging outlet. Inner support depressions
( 11) are arranged in a row on the inner support seat. The openings of the inner support depressions face upwards. The tubular mater
ial rolled into a ring i s provided below the inner support depression. The open ends of the tubular materials thread out of the bottom
of the inner support depressions until they are above the inner support depressions. The inner supports are inside the open end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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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管状材料包装 的管状材料拉动装置 ，用 于管状材料枕式 自动包装机 ，能够 同时将 多个管状材料 （50)
的开 口端 保 持撑 开 的状 态 ，准 确 地 向上 移 动 到 出料 口的下 方 ， 出料 口 （60 ) 在 内撑 座 （10 ) 的上 方 ，夹 具
( 3 1 ) 在 内撑座 的上方和 出料 口的下方之 间上 下移动 ， 内撑坑 （11) 在 内撑座上排成一列纵 队 ，内撑坑 的 口向

上 ，卷成 圈状 的管状材料在 内撑坑 的下面 ，管状材料 的开 口端从 内撑坑 的底 部穿 出到 内撑坑 的上面 ，内撑在 管
状材料 的开 口端 内，内撑放在 内撑坑上 。



说明书

发明名称 : 管状材料包装的管状材料拉动装置

[1]

[2] 管状材料包装的管状材料拉动装置

[3] 技术领域：

[4] 本发明涉及 枕式 包装机械，特别涉及一种管状材料的包装方法 。

[5] 背景技术：

[6] 现有的枕式包装方法是先将片状的包装材料，从纵向将左右的两个边封合起来

形成一个腔体，同吋将要包装的物品放在腔体中，然后在要包装的物品的两端

将腔体封合切断，因为包装好以后状如枕头故名枕式包装。整个包装过程具有

自动化程度高，速度快，适用于块状、粒状、粉状、液状的物体，如饼干、蛋

黄派、巧克力、面包、方便面、月饼、豆浆、牛奶、酱油、料酒、藕粉等食品

，以及各种 日用品、各种工业零件、各种医疗器械等各类物体的包装，围绕 枕

式包装机已经产生了很多的专利和专门技术。

[7] 这种边将片状材料封合成为腔状结构，边将要包装的物品放入腔内进行包装，

是一个理想的枕式包装的形式，可是，该形式的包装也就拌生了下列的缺点：1.

费料，现有枕式包装机是将片状的包装材料的左右两边缝合后包装的，缝合部

分要浪费相当多的包装材料。2 .影响美观，缝合后的缝叠留在包装的外面影响包

装的美观。3 . 该形式的工艺，要求包装材料是多层复合的材料，多层复合的材

料价格昂贵。4 .相对管状材料的枕式包装而言，增加了一道工序、增加了劳动成

本。

[8] 与上述片状材料的包装工艺相比，用管状材料进行包装的工艺，没有多层复合

的材料要求，没有中间的缝合部分，具有省料、美观、节能、价廉的优点。

[9] 可是，管状的包装形式与片状的包装形式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片状的包装形式

的包装材料可以不停地向前移动，而管状的包装形式的包装材料在没有完成前

面一个包装的吋候是不向前移动的，在前一个包装完成以后，又必须马上把管

状包装材料向前移动，要使开口端准确地输送到出料口。片状的包装材料只要



移动一个就能够满足包装速度的要求，而管状的包装形式，需要同吋移动4个以

上的包装材料才能满足包装的速度要求。

[10] 中国专利200820162608 —次性注射器的自动包装机的包装袋撑 口装置，其拉管

的方法是将管状材料吸附在一个旋转的物件上，管状材料随着物件的旋转向上

移动，其问题是如何在高速运行的吋候确保管状材料准确的移动没有信服的说

明。同吋，吸附的装置必须始终的运行，必然要耗费不少的能源。

[11] 发明内容：

[12] 本发明的目的：提供一种 同吋 将多个 管状材料的开口端保持撑开的状态，准

确地向上移动 到出料 口的下方 的 管状材料包装的管状材料拉动装置 。

[13] 发明的方案：根据出料 口的数量和位置，在出料 口的下方设置数量和位置相同

的内撑坑，所有的内撑坑在内撑座上 设置成一条直线 ，每个内撑都在一个管状

材料的开口端内，每个内撑都是顶端向上停留在一个内撑坑内；设置一个水平

方向张开和闭合的夹具，夹具可以沿着导轨向上移动。

[14] 升降器与高度的检测器连接，在到达指定高度的吋候，检测器指令升降器停止

移动。

[15] 常态的吋候夹具处于张开的状态，夹具在内撑坑的位置，也就是所有的内撑和

开口端都在张开的夹具的中间。

[16] 运行的吋候，夹具闭合，每个夹件从管状材料的外面夹住一个内撑， 因为所

有的开口端都在内撑和夹具的中间，夹住内撑就是夹住撑开的开口端， 升降器

上升的吋候所有的内撑以及开口端同吋上升， 升降器向上移动到出料 口的下面

， 检测器指令升降器停止，也就是所有管状材料的开口端，在保持撑开的状态

下，准确地被向上移动到需要到达的位置。

[17]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管状材料包装的管状材料拉动装置，包括内撑座、内撑

坑、拉管器、高度检测器、出料 口、内撑和管状材料；

[18] 出料 口在内撑座的上方，内撑坑排列在内撑座上。

[19] 拉管器由夹具和升降器组成，夹具能够张开或闭合，夹具与升降器连接可以升

降，夹具上有若干个夹件，夹具张开或闭合的吋候所有的夹件同吋动作。

[20] 高度检测器在夹具到达设定的高度以后，发送高度信息，高度检测器与升降器



连接。

[21] 内撑坑在内撑座上排成一列纵队，内撑坑的口向上，卷成圏状的管状材料在内

撑坑的下面，所有管状材料的开口端在内撑坑的上面，内撑在管状材料的开口

端内。

[22] 夹具在内撑座的上方，夹具是水平方向张开和闭合，一个内撑放在一个内撑坑

上，所有的内撑坑在张开状态的夹具的中间，夹具在内撑座的上方和出料口的

下方之间上下移动。

[23] 其中，夹件的数量以及位置与内撑坑的数量以及位置相同。

[24] 其中，在高度检测器发送高度信息以后，升降器停止移动。

[25] 其中，夹具的两端各有一个导轨，夹具沿着导轨移动。

[26] 本发明的优点是：向上移动扁平的管状材料是比较困难，从管状材料外部夹住

内撑移动管状材料向上移动，不但比较容易而且可以非常精确地移动到 目标位

置，本发明的方法简单可靠，设备简单费用低。

[27] 附图说明：

[28] 附图1是： 实践例的初始状态吋侧 视示意图。

[29] 附图2是： 实践例的初始状态吋俯 视示意图。

[30] 附图3、4是： 实践例的运行过程侧视 示意图。

[31] 在附图中：

[32] 10 ：内撑座，11: 内撑坑，20: 内撑，

[33] 30 ：拉管器，31: 夹具，32: 夹件，33: 升降器，34: 导轨，

[34] 40 ：高度检测器，50: 管状材料，51: 卷成圏状的管状材料，52: 开口端，53

：标识， 60: 出料口，

[35] 上述附图中的实施例有5个内撑坑和夹具， 5个仅表示本发明实施例是多个的，

其它实施例可以大于或小于5个。

[36] 实施例中各个部件的动作的完成可以选择电动或气动元件来完成，为了说明的

简洁，图中和下文中不对电源以及动力进行说明和交待。

[37] 具体实施方式：

[38] 参照 附图1，实践例初始状态吋的局部放大的侧视剖面示意图。



[39] 因为侧视的关系，图中只显示一个管状材料 的初始状态 的图形。

[40] 图中显示：卷成圏状的管状材料5 1在内撑坑 11的下面，每个管状材料50的开口

端52在内撑坑 11的上面，内撑20在管状材料50的开口端52内，内撑20放在内撑

坑 11上。

[41] 内撑坑 11是一列纵队的形式设置在内撑座 10上，内撑坑 11的口向上，内撑坑 11

在出料口60的正下方。

[42] 拉管器30由夹具3 1和升降器33组成，夹具3 1上有若干个夹件32，夹具3 1上夹件

32的数量以及位置与内撑坑 11的数量以及位置相同。

[43] 夹具3 1是水平方向张开和闭合，夹具3 1张开或闭合的吋候所有的夹件32同吋动

作。

[44] 图中，张开状态的夹具3 1在所有内撑坑 11的两旁，也就是在所有内撑20的两旁

[45] 夹具3 1与升降器33连接，夹具3 1可以升降，夹具3 1在内撑座 10的上方和出料口

60的下方之间沿着导轨34上下移动。

[46] 高度检测器40与升降器33连接，高度检测器40在夹具3 1到达设定的高度以后发

送高度信息，在高度检测器40发送高度信息以后，升降器33停止移动。

[47] 参照 附图2，附图2是 实践例的初始状态吋俯 视示意图。

[48] 图中显示的是并排排列的5个夹件32和5个 内撑坑 11 ，它们排成一列纵队，构

成5个包装单元，该包装单元的个数仅表示本发明实施例的包装单元可以是多个

的，其它实施例可以大于或小于5个包装单元。

[49] 夹件32的数量以及位置与内撑坑 11的数量以及位置相同，就是一个夹件32在一

个内撑坑 11的两旁，因为一个内撑20在一个内撑坑 11的里面，也就是一个夹件3

2在一个内撑20的两旁。

[50] 所以，在夹具3 1闭合的吋候，所有的夹件32可以同吋闭合夹住了所有的内撑20

。因为所有的内撑20都在管状材料50的开口端52内，夹住了内撑20也意味着就

是夹住了开口端52。

[51] 参照 附图3，附图3是

装置运行的第 1步，夹具3 1开始闭合，准备夹持住开口端52的示意图 。



[52] 夹具3 1按箭头指示的方向向内闭合，将所有的在开口端52内的内撑20夹住。因

为开口端52在夹件32和内撑20的中间，夹件32夹住了内撑20，也意味着夹住了

开口端52。

[53] 参照 附图4，附图4是 装置运行的第2步，夹具3 1开始沿着导轨34向上移动的示

意图 。

[54] 夹具3 1向内闭合以后，夹住了所有的内撑坑 11上的内撑20开始向上移动，在夹

具3 1向上移动的吋候，因为开口端52向上移动，管状材料50也同吋向上拉动。

[55] 高度检测器40在管状材料50移动的吋候，对管状材料50上的标识53进行检测，

在高度检测器40检测到标识53的吋候发送高度信息，升降器33停止移动。

[56] 从上述实践例可以看到管状材料50的拉动，是在开口端52张开的情况下进行的

，管状材料50的拉动速度和精确度完全是可以控制的。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1 ，管状材料包装的管状材料拉动装置，包括内撑座 （10) 、内撑

坑 （11) 、拉管器 （30) 、高度检测器 （40) 、出料口 （60) 、

内撑 （20) 和管状材料 （50) ；出料口 （60) 在内撑座 （10) 的

上方，内撑坑 （11) 排列在内撑座 （10) 上；

拉管器 （30) 由夹具 （31) 和升降器 （33) 组成，夹具 （31) 能

够张开或闭合，夹具 （31) 与升降器 （33) 连接可以升降，夹具

(31) 上有若干个夹件 （32) ，夹具 （31) 张开或闭合的吋候所

有的夹件 （32) 同吋动作；

高度检测器 （40) 在夹具 （31) 到达设定的高度以后，发送高度

信息，高度检测器 （40) 与升降器 （33) 连接；

其特征是：内撑坑 （11) 在内撑座 （10) 上排成一列纵队，内撑

坑 （11) 的口向上，卷成圏状的管状材料 （51) 在内撑坑 （11)

的下面，所有管状材料 （50) 的开口端 （52) 在内撑坑 （11) 的

上面，内撑 （20) 在管状材料 （50) 的开口端 （52) 内；

夹具 （31) 在内撑座 （10) 的上方，夹具 （31) 是水平方向张开

和闭合，一个内撑 （20) 放在一个内撑坑 （11) 上，所有的内撑

坑 （11) 在张开状态的夹具 （31) 的中间，夹具 （31) 在内撑座

(10) 的上方和出料口 （60) 的下方之间上下移动。

2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管状材料包装的管状材料拉动装置，其

特征是：夹件 （32) 的数量以及位置与内撑坑 （11) 的数量以及

位置相同。

3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管状材料包装的管状材料拉动装置，其

特征是：在高度检测器 （40) 发送高度信息以后，升降器 （33)

停止移动。

4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管状材料包装的管状材料拉动装置，其

特征是： 夹具 （31) 的两端各有一个导轨 （34) ，夹具 （31) 沿

着导轨 (34) 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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