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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气柱结构包装袋与其制造

方法。气柱结构包装袋用以包装物品，并包括一

容置袋以及多个气柱袋。容置袋包含有多个侧边

及一袋口。多个气柱袋分别连接于容置袋的多个

侧边，各气柱袋包含并排设置的多个气柱结构，

其中，多个气柱袋能够通过多个侧边朝容置袋翻

折。本发明除了可具有备料较少、方便仓库料件

管理与成本较低的优点外，同时可精简物品的包

装时间与过程，使物品达到全方位的保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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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气柱结构包装袋，用以包装一物品，其特征在于，包括：

一容置袋，包含多个侧边及一袋口；以及

多个气柱袋，分别连接于所述容置袋的所述多个侧边，各所述气柱袋包含并排设置的

多个气柱结构；

其中，所述多个气柱袋能够通过所述多个侧边朝所述容置袋翻折。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柱结构包装袋，其特征在于，所述物品由所述袋口装入所述容

置袋中。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柱结构包装袋，其特征在于，所述容置袋还包含另一袋口，所

述袋口与所述另一袋口位于所述容置袋的相对侧。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柱结构包装袋，其特征在于，连接所述侧边的所述气柱结构沿

对应的所述侧边延伸。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柱结构包装袋，其特征在于，所述气柱结构的长度大于或等于

对应所述侧边的边长。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柱结构包装袋，其特征在于，所述气柱袋还包含一延伸部和一

充气口，所述延伸部连接所述多个气柱结构，所述充气口设置于所述延伸部，且所述气柱袋

通过所述充气口吹入气体至所述多个气柱结构中。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柱结构包装袋，其特征在于，当所述气柱袋翻折至所述容置袋

的表面时，所述气柱袋覆盖至少部分所述表面。

8.一种气柱结构包装袋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提供一容置袋，其中，所述容置袋包含多个侧边及一袋口；以及

分别连接多个气柱袋于所述多个侧边，其中，各所述气柱袋包含并排设置的多个气柱

结构。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是通过热压、缝合、或粘合制程使所述气

柱结构与所述侧边连接。

10.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连接所述侧边的所述气柱结构沿对应

的所述侧边延伸。

11.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气柱袋还包含一延伸部和一充气

口，所述延伸部连接所述多个气柱结构，所述充气口设置于所述延伸部，所述制造方法还包

括：

通过所述充气口吹入气体至所述多个气柱结构中。

12.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气柱结构的长度大于或等于对应

所述侧边的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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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柱结构包装袋与其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关于一种包装袋，特别关于一种气柱结构包装袋与其制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气柱袋是使用自然空气填充的新式包装系统，其环保可回收、包装成本较低、防

潮、防腐、抗震保护效果极佳，是比纸隔板、保丽龙、纸浆塑模等更好的缓冲包装材料，可运

用于例如3C产品、碳粉匣，红酒、奶粉等各式各样物品的缓冲包装上，以利运输和搬运。

[0003] 在公知技艺中，例如中国专利申请号：201110068810.7公开的防震套气柱结构，在

该申请号的图1至图3中指出，在包装过程中，是将防震套气柱结构两侧的凹状缓冲壁向外

翻开，再将被保护的物品置于容置空间后移除上述外力，使该凹状缓冲壁自动回弹，从而使

该物品夹置于容置空间中，使气柱片与凹状缓冲壁达到保护该容置空间的物品的功能。

[0004] 然而，为了制作可以自动回弹的防震套气柱结构，不仅所使用的气柱结构材料较

多，其制造过程，甚至后续的包装过程也相对复杂，使得其成本也相对较高。另外，该防震套

气柱结构只对物品的三个侧面(左侧、右侧、下侧)提供缓冲保护，另三个侧面并没有完整保

护，所以，在运输、搬运的过程中仍存在有被撞击和损坏的风险。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为提供一种气柱结构包装袋与其制造方法，除了可具有备料较少、

方便仓库料件管理与成本较低的优点外，同时可精简物品的包装时间与过程，使物品达到

全方位的保护效果。

[0006] 为达上述目的，依据本发明的一种气柱结构包装袋，用以包装一物品，并包括一容

置袋以及多个气柱袋。容置袋包含有多个侧边及一袋口。多个气柱袋分别连接于容置袋的

多个侧边，各气柱袋包含并排设置的多个气柱结构，其中，多个气柱袋能够通过多个侧边朝

容置袋翻折。

[0007] 为达上述目的，依据本发明的一种气柱结构包装袋的制造方法，包括：提供一容置

袋，其中，容置袋包含多个侧边及一袋口；分别连接多个气柱袋于多个侧边，其中，各气柱袋

包含并排设置的多个气柱结构。

[0008] 在一实施例中，物品由袋口装入容置袋中。

[0009] 在一实施例中，容置袋还包含另一袋口，两个袋口位于容置袋的相对侧。

[0010] 在一实施例中，连接侧边的气柱结构沿对应的侧边延伸。

[0011] 在一实施例中，气柱结构的长度大于或等于对应侧边的边长。

[0012] 在一实施例中，气柱袋还包含一延伸部和一充气口，延伸部连接多个气柱结构，充

气口设置于延伸部，且气柱袋通过充气口吹入气体至多个气柱结构中。

[0013] 在一实施例中，当气柱袋翻折至容置袋的表面时，气柱袋覆盖至少部分表面。

[0014] 在一实施例中，是通过热压、缝合、或粘合制程使气柱结构与侧边连接。

[0015] 在一实施例中，制造方法还包括：通过气柱袋的充气口吹入气体至多个气柱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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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0016] 承上所述，在本发明的气柱结构包装袋中，是将物品置放在位于中间部分的容置

袋中，再使气柱袋通过容置袋的侧边朝容置袋翻折，以通过连接容置袋侧边的多个气柱袋

的保护，使物品可以达到全面的缓冲与防撞效果。因此，相较于公知技艺来说，由于气柱结

构包装袋在包装物品时，一部分包装材料是以容置袋取代，使得气柱结构的使用量较少，因

此，不仅具有备料较少、方便仓库料件管理与成本较低的优点外，同时可精简物品的包装时

间与过程，物品也可达到全方位的保护效果。

【附图说明】

[0017] 图1A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一种气柱结构包装袋的示意图。

图1B为图1A的气柱结构包装袋的分解示意图。

图1C为图1A的气柱结构包装袋的充气示意图。

图2A至图2F分别为应用图1A实施例的气柱结构包装袋包装物品的过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以下将参照相关图式，说明依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气柱结构包装袋与其制造方

法，其中，相同的元件将以相同的参照符号加以说明。

[0019] 图1A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一种气柱结构包装袋的示意图，图1B为图1A的气柱结构

包装袋的分解示意图，而图1C为图1A的气柱结构包装袋的充气示意图。

[0020] 如图1A与图1B所示，气柱结构包装袋1用以包装一物品，并包括一容置袋11以及多

个气柱袋12。

[0021] 容置袋11是一个可容置物品的袋体，其可包含一袋口111与多个侧边112(图1B)，

因此，物品可以由袋口111装入容置袋11中。于此，放入容置袋11的物品可例如但不限于为

显示屏、手机、平板、影音拨放器，或是碳粉匣、红酒、奶粉、玻璃等各式各样的物品，或是其

他易碎、或易损坏的产品或电子设备，并不限制。

[0022] 在本实施例中，容置袋1例如是以一个袋口111，并具有四个侧边112(图1B)为例。

在一些实施例中，若容置袋11为正方形，则所有侧边112的长度都相等；在另一些实施例中，

若容置袋11为长方形，则两个相对侧边112的长度相等，另两个相对侧边112的长度也相等。

此外，在又一些实施例中，容置袋11也可例如包含三个、五个、或六个侧边112…，视物品的

设计与包装需要而定，本发明皆不限制。在一些实施例中，容置袋11也可包含两个袋口111，

两个袋口111可位于容置袋11的相对侧。虽然有两个袋口111，但通过气柱袋12与后续的包

装过程，物品并不会掉出来。

[0023] 在一些实施例中，容置袋11可为塑胶袋，其材料可包含例如包含低密度聚乙烯

(polyethylene,PE)。然不以此为限，在一些实施例中，容置袋11也可为纸袋或其他，其材料

可包含纸浆，或其他适合的材料，本发明不限制。

[0024] 多个气柱袋12与容置袋11的多个侧边112对应设置。由于本实施例的容置袋11有

四个侧边112，因此，气柱袋12的数量也是四个，而且四个气柱袋12与容置袋11的四个侧边

112对应，且四个气柱袋12分别连接于容置袋11的四个侧边112(图1A)。各气柱袋12包含并

排设置的多个气柱结构121。于此，各气柱袋12的气柱结构121的数量可以相同或不同。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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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例的每一个气柱袋12分别包含六个并排连接的气柱结构121，而且，邻近容置袋11的侧边

112的气柱结构121是沿着对应的侧边112延伸，并且与对应的侧边112连接，且多个气柱袋

12能够通过多个侧边112朝容置袋11翻折，以包装物品。在一些实施例中，可通过热压、缝

合、或粘合等制程使气柱结构121与对应侧边112连接。此外，气柱结构121的长度d1可大于

或等于对应侧边112的边长d2。本实施例的气柱袋12的所有气柱结构121都具有相同的长

度，且气柱结构121的长度d1是以大于对应侧边112的边长d2为例，借此，可使后续折叠与包

装物品时，使物品具有较好的保护作用。

[0025] 此外，如图1C所示，各气柱袋12还可分别包含一延伸部122和一充气口123，延伸部

122连接多个气柱结构121，而充气口123设置于延伸部122，而且，气柱袋12可通过充气口

123吹入气体(例如但不限于空气)至该多个气柱结构121中。于此，延伸部122的延伸方向与

气柱结构121的延伸方向大致垂直，且延伸部122连接于气柱结构121的侧边，而充气口123

位于延伸部122。在气柱袋12未充气前，所有的气柱结构121的内部都是连通的，但是，当利

用手动或自动充气泵浦2(图1C)由充气口123对气柱结构121充气并且充饱气体后，每一个

气柱结构121内部都会有气阀膜(未绘示)来防止气体逆流回延伸部122，使得每一个气柱结

构121内的气体可各自独立，避免一支气柱结构121漏气时，其他的气柱结构121的气体也跟

着漏掉。在一些实施例中，气柱袋12的材料可例如但不限于包含聚乙烯和尼龙，或是其他适

合的材料。

[0026] 请再参照1A至图1C，以说明前述实施例的气柱结构包装袋的制造过程。在本实施

例中，气柱结构包装袋1的制造方法可包括：提供容置袋11，其中，容置袋11包含多个侧边

112及一袋口111；接着，分别进接多个气柱袋12于容置袋11的多个侧边112，其中，各气柱袋

12包含并排设置多个气柱结构121(图1B)(图1A)。于此，在每一个气柱袋12中，邻近侧边112

的气柱结构121沿对应的侧边112延伸且连接对应的侧边112。另外，可通过例如热压、缝合、

或粘合制程使气柱结构121与对应的侧边112连接。本实施例的气柱结构包装袋1的制造方

法还可包括：通过各气柱袋12的充气口123吹入气体至气柱结构121中(图1C)。此外，气柱结

构包装袋1制造方法的其他技术内容已于前述实施例中详述，在此不再多作说明。

[0027] 请参照图2A至图2F所示，以说明一实施例的气柱结构包装袋包装物品的过程。其

中，图2A至图2F分别为应用图1A实施例的气柱结构包装袋1包装物品3的过程示意图。

[0028] 如图2A所示，在包装前，先将多个气柱袋12与容置袋11的多个侧边112对应连接，

此时气柱结构包装袋1尚未充气，可先将气柱结构包装袋1平铺；接着，如图2B所示，对气柱

袋12进行充气，再将物品3由袋口111装入容置袋11中(也可在充气前，或充气中就将物品3

装入容置袋11中)；之后，如图2C与图2D所示，由于气柱袋12能够通过容置袋11的侧边112朝

容置袋11翻折，因此，可使相对侧的两个气柱袋12分别往容置袋11的一侧(例如上侧)翻折。

当气柱袋12翻折至容置袋11的上侧且接触到其表面114时，气柱袋12可覆盖至少部分表面

114(可用胶带将气柱袋12粘贴而固定在容置袋11的表面114)。本实施例的气柱袋12是以覆

盖容置袋11的部分表面114为例。在一些实施例中，相对侧的两个气柱袋12也可各自覆盖容

置袋11的一半表面114，甚至覆盖整个表面114都可以，视要保护物品3所需的包装或缓冲效

果而定；之后，如图2E所示，使相对侧的另两个气柱袋12往容置袋11的另一侧(下侧)翻折，

并且覆盖至少部分的容置袋11下表面(翻折后可用胶带将气柱袋12粘贴在容置袋11的下表

面)；最后，如图2F所示，包装完成，形成全方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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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由于放置在容置袋11内的物品3的四个侧面都被气柱袋12包住，而且，至少部分的

气柱结构121覆盖在物品3的上、下侧面，因此，可有效地防止搬运、运输时的震动与碰撞，达

到全方位的保护效果。

[0030] 在不同实施例中，如果后续装箱时，包装箱可提供很好的缓冲与保护效果的话，则

可视情况将气柱结构包装袋1的四个气柱袋12都往容置袋11的同一侧翻折，或者，将三个气

柱袋12往容置袋11的同一侧翻折，第四个气柱袋12往容置袋11的另一侧翻折，使用者可视

实际情况做包装方式的弹性调整，本发明不限制。

[0031] 承上，在本实施例的气柱结构包装袋1中，是先将物品3放置在位于中间部分的容

置袋11中，再使气柱袋12通过容置袋11的侧边112朝容置袋11翻折，以通过连接容置袋11侧

边112的多个气柱袋12的保护，使物品3可以达到全面的缓冲与防撞效果，因此，相较于公知

技艺中的防震套气柱结构来说，由于气柱结构包装袋1在包装物品3时，一部分包装材料是

以容置袋11来取代，使得气柱结构121的使用量可以比较少，因此，不仅具有备料较少、方便

仓库料件管理与成本较低(因为气柱结构的成本较高，容置袋11的成本较低)的优点外，同

时也可精简物品的包装时间与过程，使物品达到全方位的保护效果。

[0032] 综上所述，在本发明的气柱结构包装袋中，是将物品置放在位于中间部分的容置

袋中，再使气柱袋通过容置袋的侧边朝容置袋翻折，以通过连接容置袋侧边的多个气柱袋

的保护，使物品可以达到全面的缓冲与防撞效果。因此，相较于公知技艺来说，由于气柱结

构包装袋在包装物品时，一部分包装材料是以容置袋取代，使得气柱结构的使用量较少，因

此，不仅具有备料较少、方便仓库料件管理与成本较低的优点外，同时可精简物品的包装时

间与过程，物品也可达到全方位的保护效果。

[0033] 以上所述仅为举例性，而非为限制性者。任何未脱离本发明的精神与范畴，而对其

进行的等效修改或变更，均应包含于后附的申请专利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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