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2198735.6

(22)申请日 2018.12.25

(73)专利权人 北京京茂香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 102600 北京市大兴区物顺南路7号院

3号楼1至3层01

(72)发明人 李俊廷　

(51)Int.Cl.

B65B 3/04(2006.01)

B65B 65/0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芝麻酱灌装平台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芝麻酱灌装平台，属

于酱料领域，旨在适用多种规格加料桶装料，其

技术方案要点是包括出料管，所述出料管上固定

有支撑板，所述支撑板上连接有至少两个支撑

轴，所述支撑板上固设带出料管沿支撑轴轴线方

向往复移动的驱动机构，所述支撑轴上连接有托

板，所述托板上连接有套设于支撑轴上的底管，

所述底管上设置有连接机构；所述连接机构包括

固设于底管上的传动板，所述传动板上螺旋穿设

有轴线与支撑轴轴线平行的丝杆，所述丝杆与支

撑板转动连接。本实用新型解决了不同规格的接

料桶的灌装工作使用不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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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芝麻酱灌装平台，包括出料管(2)，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料管(2)上固定有支撑板

(11)，所述支撑板(11)上连接有至少两个支撑轴(1)，所述支撑板(11)上固设带动出料管

(2)沿支撑轴(1)轴线方向往复移动的驱动机构(3)，所述支撑轴(1)上连接有托板(4)，所述

托板(4)上连接有套设于支撑轴(1)上的底管(41)，所述底管(41)上设置有连接机构(5)；

所述连接机构(5)包括固设于底管(41)上的传动板(51)，所述传动板(51)上螺旋穿设

有轴线与支撑轴(1)轴线平行的丝杆(52)，所述丝杆(52)与支撑板(11)转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芝麻酱灌装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底管(41)上固定有套设于

支撑轴(1)外侧的连接套(6)。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芝麻酱灌装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套(6)的两端伸出底

管(41)沿连接套(6)轴线方向的两侧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芝麻酱灌装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底管(41)的两端分别可拆

卸连接有与托板(4)固定的侧管(42)。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芝麻酱灌装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侧管(42)沿垂直于支撑轴

(1)轴线方向穿过底管(41)，所述底管(41)上固设有连接板(43)，所述连接板(43)上旋设有

与侧管(42)抵压使侧管(42)与底管(41)压紧连接的锁紧螺杆(44)。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芝麻酱灌装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侧管(42)外套设有固设于

底管(41)上的稳定套(45)，所述锁紧螺杆(44)旋设穿过稳定套(45)与侧管(42)侧面抵压。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芝麻酱灌装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丝杆(52)上固设有手轮

(55)。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芝麻酱灌装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机构(3)为固定于支

撑板(11)上的气缸(31)，所述气缸(31)的输出端与出料管(2)固定。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芝麻酱灌装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气缸(31)的输出端固设有

连接螺杆(32)，所述连接螺杆(32)上套设有与出料管(2)连接的导向管(33)，所述连接螺杆

(32)上旋设有分别与导向管(33)沿连接螺杆(32)轴线方向的两侧面抵压的定位螺套(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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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酱灌装平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酱料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芝麻酱灌装平台。

背景技术

[0002]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芝麻酱是把芝麻炒熟、磨碎而制成的酱，有香味，用作调料。也

叫麻酱。芝麻酱是群众非常喜爱的香味调味品之一。有白芝麻酱和黑芝麻酱两种类型。食用

以白芝麻酱为佳，补益以黑芝麻酱为佳。芝麻酱含有丰富的卵磷脂，可防止头发过早变白或

脱落；芝麻含有大量油脂，有很好的润肠通便作用；常吃芝麻酱能增加皮肤弹性，令肌肤柔

嫩健康。芝麻酱也是涮肉火锅之中的沾料之一，好的芝麻酱能起到提味的作用，这就是火锅

麻酱的好处。

[0003] 授权公告号为CN206051516U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一种自动化灌装酱料的

装置，包括加料斗和圆形盘、物料高度控制装置、传送带和控制系统，加料斗位于圆形盘上

方，加料斗一侧设有接料口，加料斗内设有减速电机和搅拌桨，底部设有出料嘴；圆形盘内

有可旋转的圆形转盘，圆形转盘上设有填料槽，圆形盘底部设有一个与填料槽对应大小的

下料口，控制系统可控制减速电机、圆形转盘和物料高度控制装置；

[0004] 上述方案能实现酱料均匀灌装，物料高度可控，但上述装置不便使用不同规格的

接料桶的灌装工作。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芝麻酱灌装平台，具有适用多种规格加料桶装料

的优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芝麻酱灌装平

台，包括出料管，所述出料管上固定有支撑板，所述支撑板上连接有至少两个支撑轴，所述

支撑板上固设带动出料管沿支撑轴轴线方向往复移动的驱动机构，所述支撑轴上连接有托

板，所述托板上连接有套设于支撑轴上的底管，所述底管上设置有连接机构；所述连接机构

包括固设于底管上的传动板，所述传动板上螺旋穿设有轴线与支撑轴轴线平行的丝杆，所

述丝杆与支撑板转动连接。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对丝杆施加沿丝杆周向的作用力，丝杆绕自身轴线转动，

丝杆的转动带动传动板沿丝杆轴线方向移动，传动板的移动带动底管移动，底管沿支撑轴

轴线方向移动，底管的移动带动托板移动，从而调整出料管与托板之间的间隙，以满足不同

规格的接料桶的使用；当托板与出料管的相对位置调整到合适距离后，驱动机构带动出料

管朝向托板方向移动时，向出料管内注入芝麻酱，使出料管内的芝麻酱进入接料桶内，向接

料桶内注入一定量的物料后，将出料管的出料口关闭，驱动机构带动出料管朝向远离托板

方向移动，实现一次物料的灌装。

[0008]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底管上固定有套设于支撑轴外侧的连接套。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连接套的提高了支撑轴对底管导向的稳定性，减小底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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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支撑轴之间的阻力，便于连接机构带动底管沿支撑轴移动。

[0010]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连接套的两端伸出底管沿连接套轴线方向的两侧

面。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进一步增大了支撑轴与底管抵接处的接触面积，提高了

支撑轴对底管导向的稳定性。

[0012]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底管的两端分别可拆卸连接有与托板固定的侧

管。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侧管用于底管与托板之间的连接，同时便于托板的更换

清理，提高托板使用的便捷性。

[0014]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侧管沿垂直于支撑轴轴线方向穿过底管，所述底

管上固设有连接板，所述连接板上旋设有与侧管抵压使侧管与底管压紧连接的锁紧螺杆。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转动锁紧螺杆，使锁紧螺杆与侧管侧面抵压，实现侧管与

底管的压紧连接，连接方便快捷。

[0016]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侧管外套设有固设于底管上的稳定套，所述锁紧

螺杆旋设穿过稳定套与侧管侧面抵压。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稳定套的设置提高侧管沿稳定套轴线方向滑动时的稳定

性，同时提高侧管与底管之间连接的稳固性。

[0018]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丝杆上固设有手轮。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手轮的设置便于人手对丝杆施加作用力，提高丝杆转动

时的便捷性，便于连接机构对托板位置的调整。

[0020]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驱动机构为固定于支撑板上的气缸，所述气缸的

输出端与出料管固定。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气缸的使用介质为空气，对环境影响小，避免驱动机构出

现故障时对产品造成影响。

[0022]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气缸的输出端固设有连接螺杆，所述连接螺杆上

套设有与出料管连接的导向管，所述连接螺杆上旋设有分别与导向管沿连接螺杆轴线方向

的两侧面抵压的定位螺套。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绕连接螺杆转动定位螺套，定位螺套分别与导向管抵压，

使连接螺杆与导向管固定，气缸通过导向管带动出料管移动，出料管的移动范围稳定。

[0024]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5] 1、对丝杆施加沿丝杆周向的作用力，丝杆绕自身轴线转动，丝杆的转动带动传动

板沿丝杆轴线方向移动，传动板的移动带动底管移动，底管沿支撑轴轴线方向移动，底管的

移动带动托板移动，从而调整出料管与托板之间的间隙，以满足不同规格的接料桶的使用；

当托板与出料管的相对位置调整到合适距离后，驱动机构带动出料管朝向托板方向移动

时，向出料管内注入芝麻酱，使出料管内的芝麻酱进入接料桶内，向接料桶内注入一定量的

物料后，将出料管的出料口关闭，驱动机构带动出料管朝向远离托板方向移动，实现一次物

料的灌装；

[0026] 2、连接套的提高了支撑轴对底管导向的稳定性，减小底管与支撑轴之间的阻力，

便于连接机构带动底管沿支撑轴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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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3、绕连接螺杆转动定位螺套，定位螺套分别与导向管抵压，使连接螺杆与导向管

固定，气缸通过导向管带动出料管移动，出料管的移动范围稳定。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实施例1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9] 图中，1、支撑轴；11、支撑板；12、稳定三角板；2、出料管；3、驱动机构；31、气缸；32、

连接螺杆；33、导向管；34、定位螺套；35、上杆；4、托板；41、底管；42、侧管；43、连接板；44、锁

紧螺杆；45、稳定套；5、连接机构；51、传动板；52、丝杆；53、传动杆；54、连接环；55、手轮；6、

连接套；7、输送带。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其中相同的零部件用相同的附图

标记表示。

[0031] 实施例1

[0032] 一种芝麻酱灌装平台，如图1所示，包括使用螺钉固定于地面的支撑轴1，支撑轴1

的轴线沿竖直方向，支撑轴1设置有两两相互平行的三个，三个支撑轴1不位于同一平面，每

个支撑轴1到其它两个支撑轴1的距离相等。

[0033] 支撑轴1上套设有稳定三角板12，稳定三角板12位于支撑轴1靠近地面的一端，三

个支撑轴1背向地面的一端使用螺钉固定有一个支撑板11，支撑板11为三角形板，支撑轴1

分别抵压于支撑板11的三个端角处。

[0034] 支撑板11上设置有驱动机构3。驱动机构3包括使用螺钉固定于支撑板11上的气缸

31，气缸31沿竖直方向设置，气缸31位于支撑板11背向地面的表面，气缸31的输出端穿过支

撑板11，气缸31的输出端上使用联轴器连接有连接螺杆32，连接螺杆32的轴线沿竖直方向，

连接螺杆32上套设有导向管33，导向管33为方形管，导向管33套设于两个支撑轴1上，导向

管33套设于支撑轴1上能提高导向管33沿支撑轴1轴线方向移动时的稳定性。

[0035] 连接螺杆32上旋设有两个定位螺套34，定位螺套34分别抵压于导向管33沿连接螺

杆32轴线方向的两侧面上，定位螺套34与导向管33抵压，从而实现连接螺杆32与导向管33

的连接。

[0036] 导向管33上使用螺钉固定有两个上杆35，上杆35分别设置于导向管33长度方向的

两端，上杆35上使用卡子连接有出料管2，卡子在附图中未画出，出料管2为柔性软管。

[0037] 支撑板11上设置有连接机构5，连接机构5包括与穿过支撑板11的传动杆53，传动

杆53的轴线沿竖直方向设置，传动杆53上使用螺钉固定有分别位于支撑板11沿传动杆53轴

线方向的端面上的连接环54，使传动杆53受到支撑板11的限制绕自身轴线转动，传动杆53

穿过支撑板11的下端焊接连接有丝杆52。

[0038] 传动杆53背向丝杆52的一端使用螺钉固定有手轮55。手轮55的设置便于对传动杆

53施加作用力，使传动杆53带动丝杆52绕自身轴线转动。

[0039] 丝杆52上旋设有传动板51，传动板51上使用螺钉固定连接有底管41，底管41为套

设于两个支撑轴1上的方形管，底管41上固定有套设于支撑轴1外侧的连接套6，连接套6沿

支撑轴1轴线方向的两端伸出底管41，连接套6沿支撑轴1轴线方向的长度等于底管41沿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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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轴1轴线方向两端面的距离的两倍，底管41受到传动板51的作用沿支撑轴1轴线方向移

动。

[0040] 底管41的两端分别焊接有连接板43。

[0041] 底管41上穿设有沿上杆35轴线方向设置的稳定套45，稳定套45设置有两个，稳定

套45焊接于底管41上，稳定套45分别位于底管41长度方向的两端，稳定套45内穿设有沿稳

定套45内侧面滑动的侧管42，稳定套45侧面螺旋穿设有沿稳定套45径向设置的锁紧螺杆

44，锁紧螺杆44穿入稳定套45内的表面与侧管42侧面抵压，底管41与侧管42压紧连接，锁紧

螺杆44穿过底管41两端的连接板43伸出底管41内腔。

[0042] 侧管42上使用螺钉固定连接有位于出料管2上出料口正下方的托板4，托板4为方

形不锈钢钢板，托板4上放置有接料桶。

[0043] 托板4正下方设置有使用螺钉固定于地面的输送带7，输送带7用于输送装完物料

的接料桶到下个工序。

[0044] 一种芝麻酱灌装平台，其工作过程如下：

[0045] 通过手轮55对丝杆52施加沿丝杆52周向的作用力，丝杆52绕自身轴线转动，丝杆

52的转动带动传动板51沿丝杆52轴线方向移动，传动板51的移动带动底管41移动，底管41

沿支撑轴1轴线方向移动，底管41的移动带动托板4移动，从而调整出料管2与托板4之间的

间隙，以满足不同规格的接料桶的使用；

[0046] 当托板4与出料管2的相对位置调整到合适距离后，驱动机构3带动出料管2朝向托

板4方向移动时，向出料管2内注入芝麻酱，使出料管2内的芝麻酱进入接料桶内，向接料桶

内注入一定量的物料后，将出料管2的出料口关闭，驱动机构3带动出料管2朝向远离托板4

方向移动，实现一次物料的灌装，此时将接料桶放到输送带7上输送到下道工序。

[0047]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本领

域技术人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

只要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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