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1118439.3

(22)申请日 2019.11.15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817495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2.21

(73)专利权人 奥克梅包装设备（嘉兴）有限公司

地址 314214 浙江省嘉兴市九里亭路86号

(72)发明人 蔡柯伟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31273

代理人 刘民选

(51)Int.Cl.

B65H 3/14(2006.01)

B65H 5/16(2006.01)

B65H 1/06(2006.01)

审查员 吴小霞

 

(54)发明名称

一种浅托盘纸板运输装置及纸板运输方法

(57)摘要

一种浅托盘运输设备，包括：输送单元，用于

批量输送待加工的纸板；吸取单元，包括纸板落

入仓、吸盘装置和落入仓推板，纸板由输送单元

进入纸板落入仓后，由吸盘逐个吸取纸板，落入

仓推板将吸取的纸板推入纸板输出单元；纸板输

出单元，将吸取单元输出的单张纸板运送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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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浅托盘纸板运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浅托盘纸板运输装置包括：

输送单元，用于批量输送待加工的纸板；

吸取单元，包括纸板落入仓、吸盘装置和落入仓推板，纸板由输送单元进入纸板落入仓

后，所述纸板落入仓下方设置有所述吸盘装置，由所述吸盘装置的吸盘逐个吸取纸板，落入

仓推板将吸取的纸板推入纸板输出单元；

纸板输出单元，将吸取单元输出的单张纸板运送输出；

所述纸板落入仓包括前板、后板、侧板，并设有挡轮，纸板进入纸板落入仓后，侧方被所

述前板、后板和侧板包围；所述挡轮位于所述纸板底部并支撑所述纸板；

所述浅托盘纸板预设有折叠的折痕。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浅托盘纸板运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单元包括第一运输

轨道和第二运输轨道，其中所述第一运输轨道和所述第二运输轨道垂直设置，所述第一运

输轨道还包括推送装置，用于将第一运输轨道运送的纸板推送至所述第二运输轨道。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浅托盘纸板运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前板与侧板设置在导轨

上，并可靠近或远离纸板落入仓中心以适应纸板尺寸，所述吸盘装置的吸盘设置在导轨上

并可沿导轨移动以调节吸盘之间的距离，所述挡轮设置在挡轮导轨上，可沿挡轮导轨移动

以调整挡轮之间的距离。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浅托盘纸板运输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固定于所述吸取单元

的万向扳手，所述侧板采用铰链固定并可沿铰链摆动，侧板上设有固定机构，固定机构的一

端固定于万向扳手以限定侧板的角度，万向扳手上设有弧形槽，固定机构的一端可沿该弧

形槽滑动或固定。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浅托盘纸板运输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驱动所述落入仓推板

的推板装置，所述推板装置用于驱动落入仓推板将吸盘吸出纸板落入仓的单张纸板推出至

纸板输出单元，所述纸板输出单元将纸板输入包装机，所述推板装置为链轮装置，位于纸板

落入仓下方沿纸板输出方向设置，所述链轮装置包括链轮、链条，链轮旋转时，所述落入仓

推板可沿链条方向移动将纸板推出。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浅托盘纸板运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盘装置包括吸盘、真

空发生器、气动接头，所述气动接头连接气动装置抽出吸盘内气体，使吸盘内气压低于外部

气压产生吸力，真空发生器打开则使外部气体进入以释放吸力。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浅托盘纸板运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取单元还包括同步装

置和升降装置，所述吸盘装置有多个并设在同步装置上，该同步装置可沿升降装置进行升

降，同步装置设有可沿升降装置中的导轨进行滑动的线性滑块，还设有多个用于安装吸盘

装置的连接杆，所述连接杆之间通过连接件固定，吸盘装置可沿所述连接杆滑动以调整各

吸盘装置之间的间距。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浅托盘纸板运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盘装置，由1个独立的

动力系统驱动，所述同步装置设置为使不同吸盘装置位于同一水平高度上，使吸盘装置吸

取纸板下降时，纸板在水平方向被快速取下。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浅托盘纸板运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盘装置设有多个，并

分别由1个独立的动力系统驱动，所述吸盘装置在下降时按照设定的时间差或速度差下降，

从而使纸板与水平面不平行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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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浅托盘纸板运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装置包括直线导

轨、伺服电机、带轮、同步带，所述同步装置的线性滑块设有夹块和压板以夹住同步带而与

同步带同步升降，并沿所述直线导轨滑动，所述同步带由伺服电机驱动带轮带动。

11.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浅托盘纸板运输装置，其特征在于，纸板落入仓侧边设有层叠

纸板高度检测光电支架，用以检测纸板落入仓内的纸板层叠高度，若纸板少于设定值，输送

单元将一叠纸板输入纸板落入仓内。

12.一种基于权利要求1‑11任一项所述的浅托盘纸板运输装置的纸板运输方法，其特

征在于，其中包括下述步骤：

步骤1：利用输送单元运输待加工的纸板；

步骤2：吸取单元接收输送单元运输的纸板，纸板进入纸板落入仓；

步骤3：吸取单元的吸盘上升，吸住紧贴所述纸板落入仓中底部的一张纸板；

步骤4：吸取单元下降，将吸盘吸取的所述纸板抽出所述纸板落入仓，释放吸力；

步骤5：被抽出的纸板由推板装置推出。

13.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浅托盘纸板运输装置的纸板运输方法，其特征在于，输送单元

设有等待位置和推送装置，步骤1进一步分为以下步骤：

步骤1.1：在输送单元上堆放成叠的纸板；

步骤1.2：成叠纸板在到达输送单元的等待位置后，留置在输送单元上；

步骤1.3：推送装置在吸取单元需要纸板时，将成叠纸板推离等待位置并由输送单元输

送至吸取单元。

14.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浅托盘纸板运输装置的纸板运输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4

中，所述吸取单元下降时，吸盘吸取纸板使纸板以平行于水平面的方式下降。

15.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浅托盘纸板运输装置的纸板运输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4

中，所述吸取单元下降时，吸盘吸取纸板使纸板以不平行于水平面的方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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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浅托盘纸板运输装置及纸板运输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运输装置，尤其涉及一种浅托盘纸板运输装置及其运输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浅托盘通常用于瓶装饮料的膜包包装中，浅托盘中放置瓶体，并在外部整体包膜

实现瓶装饮料的二次包装。浅托盘通常由带有压痕的纸板制成，由工人将成叠的纸板放入

浅托盘运输机(以下简称“上纸”)，浅托盘运输机将纸板逐一分离，逐个输送到膜包机上折

叠成浅托盘状，在浅托盘上方安置瓶体后包膜完成包装。因此在包装时，纸板必须是一张一

张的被送入膜包机，因此浅托盘纸板运输装置的逐个送纸板的速度，从根本上限制了膜包

机的包装速度。

[0003] 目前，纸箱包装机的吸纸板装置已经实现自动化，现有的吸纸板装置专利

CN2716141Y中记载了一种吸纸板装置，其结构含有摇杆机构、摆轴及由凸轮摇杆机构带动

的吸纸臂构成，其结构由于含有摇杆机构、摆轴结构依然较为复杂而且速度比较慢。针对该

专利，实用新型专利CN2918327Y提出了改进方案，利用主动偏心轮带动从动偏心轮及支撑

转轴一起转动，吸盘组将也随之转动，由于支撑转轴是安装在偏心轮的相应位置上，而不是

在偏心轮的转轴上，所以吸盘组件上的波纹吸盘的运动轨迹为一非正圆轨迹，会占据较小

的空间。

[0004] 同时，在吸纸板装置自动化的前提下，由于工人上纸时仅能一次堆叠数十张纸板，

而吸纸装置在高速运转时，工人不得不持续不断地执行上纸板操作以避免停机，为解放劳

动力，应当为高速自动吸纸板装置配有一次大量上纸板和储存功能的输送装置。

[0005] 现有的吸纸板装置存在如下不足：第一、吸纸板时需要的空间较大；第二、吸取纸

板的效率低；现有纸板仓存储待运纸板的量有限，需要安排工人定时将纸板放置在纸板仓

上。

[0006] 因此，如何提供一种浅托盘运输装置，既可以简化工人运纸次数和操作流程，单次

大量上纸，亦能同时有序将浅托盘以较高的速度逐个运送至浅托盘包装机，提高包装速度，

是业内亟待解决的一项课题。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提供一种浅托盘纸板运输装置及其运输方法，第一方面：浅托盘纸板运输

装置能够批量地运送纸板，批量纸板通过纸板吸取单元实现纸板与纸板的分离，满足对单

张纸板进行浅托盘加工、输送至包装机的需求；第二方面：浅托盘纸板运输装置实现更快的

每张纸板的分离，极大的提高了浅托盘输送的效率；第三方面：降低了纸板运输及纸板吸取

设备对工作空间的需求，使设备整体更为紧凑，相比于现有的吸纸板单元吸取纸板后，需要

转轴将纸板进行旋转，将纸板放置在传送带上进行后续的操作，本发明通过吸取单元上下

升降设置，实现纸板的传送，并不需要带动纸板进行旋转操作。

[0008]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下述的技术方案，首先，本发明提供一

说　明　书 1/6 页

4

CN 110817495 B

4



种浅托盘纸板运输装置，浅托盘纸板运输装置包括：输送单元，用于批量输送待加工的纸

板；吸取单元，包括纸板落入仓、吸盘装置和落入仓推板，纸板由输送单元进入纸板落入仓

后，由吸盘逐个吸取纸板，落入仓推板将吸取的纸板推入纸板输出单元；纸板输出单元，将

吸取单元输出的单张纸板运送输出。

[0009] 进一步地，输送单元包括第一运输轨道和第二运输轨道，其中第一运输轨道和第

二运输轨道垂直设置，第一运输轨道还包括推送装置，用于将第一运输轨道运送的纸板推

送至第二运输轨道。

[0010] 进一步地，纸板落入仓包括前板、后板、侧板、挡轮，纸板进入纸板落入仓后，侧方

被前板、后板和侧板包围，挡轮位于纸板底部并支撑纸板，纸板落入仓下方设置有吸盘装

置。

[0011] 进一步地，前板与侧板设置在导轨上，并可靠近或远离纸板落入仓中心以适应纸

板尺寸，吸盘装置的吸盘设置在导轨上并可沿导轨移动以调节吸盘之间的距离。

[0012] 进一步地，还包括固定于吸取单元的万向扳手，侧板采用铰链固定并可沿铰链摆

动，侧板上设有固定机构，固定机构的一端固定于万向扳手以限定侧板的角度，万向扳手上

设有弧形槽，固定机构的一端可沿该弧形槽滑动或固定。

[0013] 进一步地，还包括驱动所述落入仓推板的推板装置，推板装置用于驱动落入仓推

板将吸盘吸出纸板落入仓的单张纸板推出至纸板输出单元，纸板输出单元将纸板输入包装

机推板装置为链轮装置，位于纸板落入仓下方沿纸板输出方向设置，链轮装置包括链轮、链

条，链轮旋转时，落入仓推板可沿链条方向移动将纸板推出。

[0014] 进一步地，吸盘装置包括吸盘、真空发生器、气动接头，气动接头连接气动装置抽

出吸盘内气体，使吸盘内气压低于外部气压产生吸力，真空发生器打开则使外部气体进入

以释放吸力。

[0015] 进一步地，吸取单元还包括同步装置和升降装置，吸盘装置有多个并设在同步装

置上，该同步装置可沿升降装置进行升降，同步装置设有可沿升降装置中的导轨进行滑动

的线性滑块，还设有多个用于安装吸盘装置的连接杆，连接杆之间通过连接件固定，吸盘装

置可沿连接杆滑动以调整各吸盘装置之间的间距。

[0016] 进一步地，同步装置设置为使不同吸盘装置位于同一水平高度上，使吸盘装置吸

取纸板下降时，纸板在水平方向被快速取下。

[0017] 进一步地，吸盘装置设有多个，并分别由1个独立的动力系统驱动，吸盘装置在下

降时按照设定的时间差或速度差下降，从而使纸板与水平面不平行地下降

[0018] 进一步地，升降装置包括直线导轨、伺服电机、带轮、同步带，同步装置的线性滑块

设有夹块和压板夹住同步带而与同步带同步升降，并沿直线导轨滑动，同步带由伺服电机

驱动带轮带动。

[0019] 进一步地，纸板落入仓侧边设有层叠纸板高度检测光电支架，用以检测纸板落入

仓内的纸板层叠高度，若纸板少于设定值，输送单元将一叠纸板输入纸板落入仓内。

[0020]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基于浅托盘纸板运输装置的纸板运输方法，包括下述步骤：

[0021] 步骤1：利用输送单元运输待加工的纸板；步骤2：吸取单元接收输送单元运输的纸

板，纸板进入纸板落入仓；步骤3：吸取单元的吸盘上升，吸住紧贴纸板落入仓中底部的一张

纸板；步骤4：吸取单元下降，将吸盘吸取的纸板抽出纸板落入仓，释放吸力；步骤5：被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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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纸板由推板装置推出。

[0022] 进一步地，输送单元设有等待位置和推送装置，步骤1进一步分为以下步骤：步骤

1.1：在输送单元上堆放成叠的纸板；步骤1.2：成叠纸板在到达输送单元的等待位置后，留

置在输送单元上；步骤1.3：推送装置在吸取单元需要纸板时，将成叠纸板推离等待位置并

由输送单元输送至吸取单元。

[0023] 进一步地，在步骤4中，所述吸取单元下降时，吸盘吸取纸板使纸板以平行于水平

面的方式下降。

[0024] 进一步地，在步骤4中，所述吸取单元下降时，吸盘吸取纸板使纸板以不平行于水

平面的方式下降。

[0025] 相对于现有技术而言，本发明至少具有下述优势：

[0026] 第一：浅托盘运输装置能够批量的运送纸板，且通过纸板吸取单元实现单张纸板

的分离，满足对单张纸板进行浅托盘加工的需求；第二：浅托盘运输装置实现更快的每张纸

板的分离，极大的提高了浅托盘加工的效率；第三：降低了纸板运输及纸板吸取设备对工作

空间的需求(吸取单元上下升降设置)；第四：吸盘装置的吸盘之间间距可调，多个吸盘装置

之间的间距可调，故吸盘可在X、Y两个方向上适应任何尺寸的纸板，同时侧板和前板亦可沿

导轨移动，故纸板落入仓也能在X、Y两个方向上适应任何尺寸的纸板，挡轮之间的间距也可

调整以适应纸板大小。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浅托盘输送机整体俯视图；

[0028] 图2是吸取单元的俯视图；

[0029] 图3是吸取单元的立体图；

[0030] 图4是吸取单元框架部分的立体图；

[0031] 图5是吸盘装置的立体图；

[0032] 图6是伸展区前导向板的支撑移动装置立体图；

[0033] 图7是纸板落入仓侧板相关结构的立体图；

[0034] 图8是吸盘同步装置的立体图；

[0035] 图9是吸盘升降装置的立体图；

[0036] 附图标记：1000纸板吸取单元；2000纸板输出单元；3000纸板输送单元；301纸板挡

板；302纸板推板；303上纸位置；304第一运输轨道；305第二运输轨道；306输送平台；307进

纸推板；1001链轮推板；1002链轮装置；1后基座；2前基座；3提升辊筒支撑腿；4螺杆组件；5

支撑脚橡胶块；6吸纸板机构侧边基座支架；7电磁阀固定架；11连接杆；12后基座导向支撑

板；13折页接近开关支架；14T型螺母；15橡胶缓冲安装板；16缓冲块；17主机架和纸板吸取

器支撑；18线性滑轨支撑梁；19线性导轨；20带钢板制菱形座轴承；21开口固定环；24挡轮；

25固定旋钮；27纸板落入仓后侧板；28刀固定梁；29可调整刀；30铰链销；31垫圈；32线性滑

块；33链轮张紧支撑；34螺杆；35支架；36弹簧；37链轮张紧导向衬套；38吸盘同步带驱动轴；

39吸盘式纸板分离器同步带驱动轮；40管收集接头支架；63直线导轨；85线性滑轨；86前端

导向支撑；87纸板导向板；88伸展区前导向板；90纸板分离光电开关支架；93线性滑块；94螺

母块和滑块安装板；95侧边导向支撑A；96侧边导向支撑B；97侧边导向支撑C；98纸板落入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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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边导板；99纸板落入仓侧窗口支架；100纸板落入仓侧边墙板；101铰链；102支撑垫块；

103、104调节装置用螺母块；105纸板吸取器导向架加固梁；106连接加强支架；107纸板吸取

器前端导向支架；108纸板吸取器导向板；109纸板吸取器纸板滑板；110侧边导向板固定板；

111万向扳手；112导向支撑块支架；113导向支撑块；114窗口支架；115万向扳手；116层叠纸

板高度检测光电支架；117纸板吸取器轴向侧板；119线性滑块；120电动插纸板从动皮带轮

轴；121同步带轮；122轴承；123环形同步带；124同步带惰轮支撑座；125纸板分离器张紧轮；

126开口固定环；127加固板；128上纸板调节螺杆；132吸盘垂直支撑座；133吸盘垂直支撑

杆；134线性滑块；135加固支撑B；136加固支撑A；138提升臂连接件；139吸盘同步带夹块；

140皮带压板；141吸盘侧壁导向连接板；142直线导轨；143吸盘侧壁停止挡板；144支撑梁垫

板；145吸盘装置加紧板；146旋钮；147线性滑块；148水平位置单吸盘支撑臂；150水平位置

双吸盘支撑臂；151垂直位置单吸盘支撑臂；152真空发生器；153吸盘公接头；154吸盘；155

垂直位置双吸盘支撑臂；156真空发生器；157转换接头；158无回流阀；159气动接头；160电

缆拖链支架；166伺服电机；198挡轮连接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面结合附图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

[0038] 本发明提供的浅托盘纸板运输装置整体上包括纸板输送单元3000，用于堆放和运

输成叠的纸板，纸板在上纸位置303处成叠放置于第一运输轨道304上，被运输至纸板挡板

301后被挡住，然后纸板推板302从图中上侧向下运动，将纸板推至第二运输轨道305上，通

过第二输送轨道305将成叠的纸板输送到输送平台306，由于输送平台306与第二输送轨道

305的速度差异，将成叠的纸板逐一分开。通过输送平台进纸推板307从上侧向下运动，并将

成叠纸板输入至纸板吸取单元1000，纸板吸取单元1000将纸板逐一吸出，通过纸板输送单

元2000将浅托盘输送至包装机。其中输送单元中相互垂直的运输机包括固定支架、滚筒，其

中，滚筒平行安装于所述固定支架之间。传输轨道可以同时批量传输两列并排放置的纸板，

可以高效率的节省传输时间，提高传输的效率，而且成叠的纸板在被推送装置推入第二运

输轨道305上之前，第一输送轨道上可以堆积大量纸板，第二输送轨道305上也可以堆积大

量纸板，在输送机需要纸板输入时才会启动推送装置，因而工人可以隔一段时间提前批量

上纸，不必持续值守在上纸位置。

[0039] 成叠的纸板在被推入纸板吸取单元1000后，会落入由伸展区前导向板88、吸盘侧

臂停止挡板143、纸板落入仓后侧板27所围成的纸板落入仓，纸板会被位于四周的挡轮24悬

空支撑。纸板落入仓4侧共装有7个挡轮24，两侧各2个，前侧2个后侧1个，这7个挡轮主要用

来支撑落入仓中的纸板使之不能自由的下落，当纸板从落入仓中取下时，小滚轮将充当滑

轮的作用，使纸板能顺畅地被吸盘取下。吸盘154上升，将最下层的纸板吸住后向下运动，使

纸板克服挡轮24等的阻挡，边缘产生折叠变形后被吸盘154等吸下。挡轮实际上利用了浅托

盘纸板预设有折叠的折痕的特性，纸板在被吸下时，可以顺利地在被挡轮处被折出浅托盘

的侧边。纸板吸下之后由推板装置推至纸板输出单元2000并输入包装机。吸下的纸板通过

链轮装置1002推出，如图3所示，链轮装置1002上设有可沿Y向水平运动的链轮推板1001，链

轮装置1002的链轮旋转时，链轮推板1001跟随链条运动。链轮装置设有张紧机构，通过螺杆

34、支架35将链轮拉向后基座以张紧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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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另外，纸板仓及吸取单元可以调节宽度(或者长度)适应不同尺寸的纸板。吸盘装

置可以根据纸板尺寸调整。优选情况下，吸取单元设置6个吸盘，一侧3个沿Y向分布，如图5

所示。水平位置双吸盘支撑臂150设置在线性滑块147上，线性滑块147可以沿直线导轨142

滑动，水平位置单吸盘支撑臂148同理，故一侧的吸盘可以通过沿直线导轨142的滑动调整

单吸盘和双吸盘之间的间距，适应不同的纸张。在垂直于直线导轨142的方向上，还设有线

性导轨19，两侧的吸盘也可沿该线性导轨19的方向滑动，因而吸盘可以适应任何尺寸的纸

板。纸板落入仓的尺寸亦可根据纸板尺寸调整。伸展区前导向板88安装于线性滑轨85前端

的前端导向支撑86上，随着线性滑轨85在线性滑块32的槽内滑动，伸展区前导向板88可沿

线性滑轨85的方向移动。纸板落入仓侧边墙板100可以通过其底部的线性滑块93沿线性滑

轨19滑动以调整位置。通过转动手轮130，从而调整纸板落入仓到合适的尺寸，纸板仓侧板

100，吸盘154及其他零件跟随手轮130的转动，通过调节螺杆128和直线导轨19实现左右方

向的移动，位置指示器上将显示相应的数值。挡轮24等亦可根据纸板大小调整。如挡轮24的

支架上设有与挡轮连接杆198配合的凸块(未示出)，可沿挡轮连接杆198滑动，其他挡轮类

似。

[0041] 纸板落入仓侧边墙板100可以调整其角度。侧边墙板100通过铰链101设置在侧边

导板98上，并通过万向扳手115固定角度，松开扳手115后侧边墙板100可沿铰链101摆动调

整角度。万向扳手上设有弧形的槽，侧边墙板100上设有固定机构，固定机构另一端通过扳

手或螺栓固定在弧形槽中，螺栓松开时可沿槽滑动。

[0042] 所述吸取单元包括吸盘154、吸盘升降装置，其中吸盘154固定于支撑臂151、155

上，吸盘支撑臂固定在直线导轨142上，吸盘可通过直线导轨实现手动调整吸盘的前后位

置。吸盘升降装置由一个伺服电机166控制，由驱动轴38和两侧带轮39通过同步带123及一

系列带轮121,125，带动图8连接杆装置11，138及一系列连接件上升下降，再由连接杆装置

11,提升臂连接件138带动图5的吸盘单元来实现吸盘装置的上升和下降。每吸一张纸板吸

盘升降机构上升下降一个循环，如图9所示，两侧吸盘均设有升降装置，同步带轮121通过吸

盘同步带驱动轴38同步旋转，动力源为伺服电机166，驱动吸盘装置沿直线导轨63进行升

降。两侧吸盘之间设有同步装置，通过如图8所示的连接杆装置实现同步升降，连接杆装置

上的线性滑块134在图9中的直线导轨63相连接，从而实现整个连接杆装置带动吸盘装置一

起沿着直线导轨63上升下降。通过支撑梁垫板144吸盘装置夹紧板145及旋钮146将图5吸盘

装置固定在图8连接杆11上。通过旋钮146可以快速的调整两侧吸盘之间的距离。图8所示的

吸盘装置，通过线性滑块147在直线导轨142的移动来调整吸盘之间的距离，以适应不同尺

寸的纸板，旋钮25能使调整更快捷。

[0043] 优选地，当吸盘吸取纸板后，可以设置成一侧的吸盘先下降，或两侧的吸盘在同一

水平高度，这样更有利于单张纸板的吸取，防止纸板之间的粘连。另一种可选方案是，两侧

的吸盘装置使用2个伺服电机分别驱动，而不是同步升降，比如以不同的速度下降，或者使

两侧的吸盘在不同时间下进行吸取纸板，使纸板不与水平面平行。吸盘154等通过产生真空

吸取纸板，吸盘154的支撑臂包括垂直位置单吸盘支撑臂151和水平位置单吸盘支撑臂148，

支撑臂上设有真空发生器152和气动接头159。

[0044] 纸板落入仓侧边墙板100上设有层叠纸板高度检测光电支架116，用以检测纸板落

入仓内的纸板层叠高度。一旦纸板少于设定值，将会有一叠纸板自动补充进落入仓内，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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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上述进纸推板307从上侧向下运动，并将成叠纸板推入至纸板吸取单元1000。

[0045] 吸取单元实现每张纸板的输送。输出单元是用于输出吸取单元吸取的单张纸板，

送入膜包机。

[0046] 本说明书中所述的只是本发明的较佳具体实施例，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而非对本发明的限制。凡本领域技术人员依本发明的构思通过逻辑分析、推理

或者有限的实验可以得到的技术方案，皆应在本发明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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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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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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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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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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