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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纸吸管机，包括放卷装

置、上胶装置、纸带绕卷装置及吸管切割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纸带绕卷装置包括纸带导入调节

装置和搓管装置，所述纸带导入调节装置包括基

座，所述基座上设有竖直的安装柱，所述安装柱

上设有水平的导纸调节板，所述导纸调节板上设

有导纸销安装座，所述导纸销安装座上设有若干

个导纸销，所述导纸销上均设有一对导纸挡圈，

且每个导纸挡圈上均设有锁紧螺栓，本实用新型

提供了一种便于协调控制不同纸带的抽放角度

和抽放松紧度，又可以同时多段切割纸吸管，生

产效率高的纸吸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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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纸吸管机，包括放卷装置、上胶装置、纸带绕卷装置及吸管切割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纸带绕卷装置包括纸带导入调节装置和搓管装置，所述纸带导入调节装置包括基

座，所述基座上设有竖直的安装柱，所述安装柱上设有水平的导纸调节板，所述导纸调节板

上设有导纸销安装座，所述导纸销安装座上设有若干个导纸销，所述导纸销上均设有一对

导纸挡圈，且每个导纸挡圈上均设有锁紧螺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纸吸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搓管装置包括机架、搓管轴

和皮带张紧装置，所述机架上设有驱动搓管轴转动的驱动装置，所述搓管轴设置在驱动装

置上，所述皮带张紧装置包括安装架、皮带、第一滚筒、第二滚筒及调节皮带张紧的调节装

置，所述第一滚筒和第二滚筒分别通过第一安装底座和第二安装底座设置在安装架上，并

通过电机驱动，所述皮带缠绕在搓管轴上，并且两端设置在第一滚筒和第二滚筒上，所述安

装架通过固定盘设置在机架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纸吸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装置包括调节皮带两端

之间的相对位置的第一调节装置和调节皮带与搓管轴之间相对的角度的第二调节装置，所

述第一调节装置包括第一手轮和第一丝杆，所述第一丝杆一端与第一手轮连接，另一端与

第一安装底座联动连接；所述第二调节装置包括第二手轮和第二丝杆，所述第二丝杆通过

支撑板设置在机架上，所述第二丝杆可沿支撑板往复移动，所述第二丝杆一端与第二手轮

连接，另一端通过摆动杆与安装架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纸吸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吸管切割装置包括控制箱

体，所述控制箱体的上表面设有一对平行的第一滑轨，所述第一滑轨上设有沿第一滑轨往

复运动的切割机构及驱动切割机构的驱动装置，所述切割机构包括若干切刀组件、两根用

于输送纸吸管的拖轴及与第一滑轨相配合并沿第一滑轨往复运动的第一墙板和第二墙板，

所述拖轴设置在第一墙板和第二墙板之间，并且拖轴两端分别与第一墙板和第二墙板转动

连接，所述切刀组件通过第一支撑杆设置第一墙板和第二墙板之间，并设置在拖轴的上方。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纸吸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放卷装置包括底座，所述底

座上设有支架，所述支架上设有若干放卷辊，所述放卷辊上从靠近支架一端依次设有第一

挡板、第二挡板及用于固定第二挡板的挡圈，所述第一挡板和第二挡板之间设有供纸带放

置的放置腔，所述挡圈上设有锁紧螺栓。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纸吸管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置在吸管切割装置出吸

管端的传送装置、烘干装置及收集装置，所述传送装置包括安装台，所述安装台上设有传送

带及驱动传送带驱动电机，所述传送带上沿传送方向的两侧设有挡板。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纸吸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烘干装置包括干燥箱，所述

干燥箱内左右两竖直的侧壁上设有加热装置，所述干燥箱内设有用于传送吸管的传送机

构，所述干燥箱上下两侧上设有若干风扇。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09208168 U

2



一种纸吸管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纸吸管机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纸吸管机。

背景技术

[0002] 纸吸管是应用领域非常广泛，也是目前比较环保的一种吸管，还可以根据不同的

需要和场合生产不同颜色的吸管，使纸吸管的表面美观大气，不同颜色的吸管需要不同颜

色的纸带卷成，现有的技术的把不同颜色纸带卷成吸管难度比较大，需要协调控制不同纸

带的抽放角度和抽放松紧度，才能生产出优质的吸管，另外现有的设备中的切割方式中不

能同时多段切割，工作效率低，增加了生产成本。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便于协调控制不同纸带的抽放

角度和抽放松紧度，又可以同时多段切割纸吸管，生产效率高的纸吸管机。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纸吸管机，包括放卷装

置、上胶装置、纸带绕卷装置及吸管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纸带绕卷装置包括纸带导

入调节装置和搓管装置，所述纸带导入调节装置包括基座，所述基座上设有竖直的安装柱，

所述安装柱上设有水平的导纸调节板，所述导纸调节板上设有导纸销安装座，所述导纸销

安装座上设有若干个导纸销，所述导纸销上均设有一对导纸挡圈，且每个导纸挡圈上均设

有锁紧螺栓。

[0005]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若干个导纸销的设置一方面可以同时导入多条纸带，又可以

协调控制多条纸带的抽放角度和抽放松紧度，这样设置结构简单，设计合理。

[0006] 本实用新型更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搓管装置包括机架、搓管轴和皮带张紧装置，所

述机架上设有驱动搓管轴转动的驱动装置，所述搓管轴设置在驱动装置上，所述皮带张紧

装置包括安装架、皮带、第一滚筒、第二滚筒及调节皮带张紧的调节装置，所述第一滚筒和

第二滚筒分别通过第一安装底座和第二安装底座设置在安装架上，并通过电机驱动，所述

皮带缠绕在搓管轴上，并且两端设置在第一滚筒和第二滚筒上，所述安装架通过固定盘设

置在机架上。

[0007]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皮带缠绕在搓管轴上，并且两端设置在第一滚筒和第二滚筒

上，然后通过调节皮带张紧的调节装置，这样设置便于皮带的张紧度，以达到加工出优质的

纸吸管，这样设置结构简单，设计合理。

[0008] 本实用新型更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调节装置包括调节皮带两端之间的相对位置的

第一调节装置和调节皮带与搓管轴之间相对的角度的第二调节装置，所述第一调节装置包

括第一手轮和第一丝杆，所述第一丝杆一端与第一手轮连接，另一端与第一安装底座联动

连接；所述第二调节装置包括第二手轮和第二丝杆，所述第二丝杆通过支撑板设置在机架

上，所述第二丝杆可沿支撑板往复移动，所述第二丝杆一端与第二手轮连接，另一端通过摆

动杆与安装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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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这样设置一方面调节皮带张紧度准确和方面，另一方面结构

简单，设计合理。

[0010] 本实用新型更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吸管切割装置包括控制箱体，所述控制箱体的

上表面设有一对平行的第一滑轨，所述第一滑轨上设有沿第一滑轨往复运动的切割机构及

驱动切割机构的驱动装置，所述切割机构包括若干切刀组件、两根用于输送纸吸管的拖轴

及与第一滑轨相配合并沿第一滑轨往复运动的第一墙板和第二墙板，所述拖轴设置在第一

墙板和第二墙板之间，并且拖轴两端分别与第一墙板和第二墙板转动连接，所述切刀组件

通过第一支撑杆设置第一墙板和第二墙板之间，并设置在拖轴的上方。

[0011]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若干切刀组件的设置可以同时多段切割纸吸管，提高了生产

效率了，降低了生产成本，拖轴的设置可以便于把切割完成的纸吸管及时送到下一个工序

中，这样设置结构简单，设计合理。

[0012] 本实用新型更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放卷装置包括底座，所述底座上设有支架，所述

支架上设有若干放卷辊，所述放卷辊上从靠近支架一端依次设有第一挡板、第二挡板及用

于固定第二挡板的挡圈，所述第一挡板和第二挡板之间设有供纸带放置的放置腔，所述挡

圈上设有锁紧螺栓。

[0013]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这样设置便于放置纸吸管的纸带卷，若干个放卷辊可以同时

放置多个纸带卷，便于加工不同颜色的吸管，给生产者带来方面，这样设置结构简单，设计

合理。

[0014] 本实用新型更进一步设置为：还包括设置在吸管切割装置出吸管端的传送装置、

烘干装置及收集装置，所述传送装置包括安装台，所述安装台上设有传送带及驱动传送带

驱动电机，所述传送带上沿传送方向的两侧设有挡板。

[0015]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这样设置结构简单，设计合理。

[0016] 本实用新型更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烘干装置包括包括干燥箱，所述干燥箱内左右

两竖直的侧壁上设有加热装置，所述干燥箱内设有用于传送吸管的传送机构，所述干燥箱

上下两侧上设有若干风扇。

[0017]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加热装置的设置可以提高干燥箱内温度，对纸吸管进行干燥，

同时开启风扇加快空气流通，即实现了纸管的快速干燥，又保持了纸吸管的原型不发生变

化，取得了良好的干燥效果。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吸管切割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纸带导入调节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搓管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搓管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放卷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5] 图7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烘干装置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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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如图1—图7所示的一种纸吸管机，包括放卷装置1、上胶装置、纸带绕卷装置及吸

管切割装置3，纸带绕卷装置包括纸带导入调节装置4和搓管装置5，纸带导入调节装置4包

括基座41，基座41上设有竖直的安装柱42  ，安装柱42上设有水平的导纸调节板43，导纸调

节板43上设有导纸销安装座44，导纸销安装座44上设有若干个导纸销45，导纸销45上均设

有一对导纸挡圈46，且每个导纸挡圈46上均设有锁紧螺栓47，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若干个导

纸销45的设置一方面可以同时导入多条纸带，又可以协调控制多条纸带的抽放角度和抽放

松紧度，这样设置结构简单，设计合理。

[0027] 本实用新型更进一步设置为：搓管装置5包括机架51、搓管轴52和皮带张紧装置

53，机架51上设有驱动搓管轴52转动的驱动装置54，搓管轴52设置在驱动装置54上，皮带张

紧装置53包括安装架531、皮带532、第一滚筒533、第二滚筒534及调节皮带张紧的调节装

置，第一滚筒533和第二滚筒534分别通过第一安装底座535和第二安装底座536设置在安装

架531上，并通过电机驱动，皮带532缠绕在搓管轴52上，并且两端设置在第一滚筒533和第

二滚筒534上，所述安装架531通过固定盘537设置在机架上，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皮带532缠

绕在搓管轴52上，并且两端设置在第一滚筒533和第二滚筒534上，然后通过调节皮带张紧

的调节装置，这样设置便于皮带的张紧度，以达到加工出优质的纸吸管，这样设置结构简

单，设计合理。

[0028] 本实用新型更进一步设置为：调节装置包括调节皮带532两端之间的相对位置的

第一调节装置6和调节皮带532与搓管轴52之间相对的角度的第二调节装置7，第一调节装

置6包括第一手轮61和第一丝杆62，第一丝杆62一端与第一手轮61连接，另一端与第一安装

底座535联动连接；第二调节装置7包括第二手轮71和第二丝杆72，第二丝杆72通过支撑板

73设置在机架上，第二丝杆72可沿支撑板73往复移动，第二丝杆72一端与第二手轮71连接，

另一端通过摆动杆74与安装架531连接，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这样设置一方面调节皮带532

张紧度准确和方面，另一方面结构简单，设计合理。

[0029] 本实用新型更进一步设置为：吸管切割装置3包括控制箱体31，控制箱体31的上表

面设有一对平行的第一滑轨32，第一滑轨32上设有沿第一滑轨32往复运动的切割机构33及

驱动切割机构33的驱动装置，切割机构33包括若干切刀组件331、两根用于输送纸吸管的拖

轴332及与第一滑轨32相配合并沿第一滑轨32往复运动的第一墙板333和第二墙板334，拖

轴332设置在第一墙板333和第二墙板334之间，并且拖轴332两端分别与第一墙板333和第

二墙板334转动连接，切刀组件331通过第一支撑杆335设置第一墙板333和第二墙板334之

间，并设置在拖轴332的上方，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若干切刀组件331的设置可以同时多段切

割纸吸管，提高了生产效率了，降低了生产成本，拖轴的设置可以便于把切割完成的纸吸管

及时送到下一个工序中，这样设置结构简单，设计合理。

[0030] 本实用新型更进一步设置为：放卷装置1包括底座11，底座11上设有支架12，支架

12上设有若干放卷辊13，放卷辊13上从靠近支架一端依次设有第一挡板14、第二挡板15及

用于固定第二挡板15的挡圈16，第一挡板14和第二挡板15之间设有供纸带放置的放置腔，

挡圈16上设有锁紧螺栓17,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这样设置便于放置纸吸管的纸带卷，若干个

放卷辊13可以同时放置多个纸带卷，便于加工不同颜色的吸管，给生产者带来方面，这样设

置结构简单，设计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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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本实用新型更进一步设置为：还包括设置在吸管切割装置3出吸管端的传送装置

8、烘干装置9及收集装置10，传送装置8包括安装台81，安装台81上设有传送带82及驱动传

送带驱动电机83，传送带上沿传送方向的两侧设有挡板84，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这样设置结

构简单，设计合理。

[0032] 本实用新型更进一步设置为：烘干装置9包括包括干燥箱91，干燥箱91内左右两竖

直的侧壁上设有加热装置92，干燥箱91内设有用于传送吸管的传送机构93，干燥箱91上下

两侧上设有若干风扇94，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加热装置92的设置可以提高干燥箱91内温度，

对纸吸管进行干燥，同时开启风扇94加快空气流通，即实现了纸管的快速干燥，又保持了纸

吸管的原型不发生变化，取得了良好的干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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