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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血袋包装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

血袋包装机及其工作方法，包括：血袋进口部分、

热合机机箱，机箱上具有夹置运送血袋的上膜下

膜，同向运行的上下膜依序穿过第一上下凹辊、

第二上下凹辊、袋形热合机、第三上下凹辊、封口

的一字形热合机至上下膜运行动力装置及对包

装后的血袋进行分离的切割装置；本发明能够完

成对本血袋进行自动包装的工作，大大提高工作

效率，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具有极大的

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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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血袋包装机，其特征是：包括：血袋进口部分、热合机机箱，机箱上具有夹置运送

血袋5的上膜3下膜4，同向运行的上3下膜4依序穿过第一上下凹辊7、第二上下凹辊7、袋形

热合机8、第三上下凹辊7、封口的一字形热合机9至上下膜运行动力装置10；上下膜运行动

力装置10的出口端具有对包装后的血袋进行分离的切割装置11；其中袋形热合机8的袋形

热合线为“∏”形热合线；

所述的上膜卷1和下膜卷2的轴上分别设置有重叠的上膜3和下膜4展平的张力装置；

第一上下凹辊7进口端所述上膜3的上膜卷1位于上膜3和下膜4的上方，上膜卷1通过位

于重叠上膜3和下膜4两侧的支架12固定在机箱13上；

第一上下凹辊7进口端所述的下膜4通过导向辊6至位于下膜4运行方向机箱13侧边的

下膜卷1；第一上下凹辊7进口端至导向辊6的下膜之间为血袋进口部分；

所述的第一上下凹辊7、第二上下凹辊7、第三上下凹辊7之间设置有上膜3和下膜4夹置

血袋5通过的凹穴；

所述的上下膜运行动力装置10的两压紧辊之间设置有上膜3和下膜8夹置血袋通过的

凹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血袋包装机，其特征是：所述的第一上下凹辊7与第二上下

凹辊7、第三上下凹辊7为两固定支架7.3间的上凹辊7.1、与下凹辊7.2之间组成用于运输血

袋的凹穴腔体7.9；上凹辊7.1上轴7.4的两端的上部分别设置有弹簧装置7.6，下凹辊7.2下

轴7.5的两端的下部分别设置有调整升降装置，调整升降装置由螺栓7.7通过齿轮副与调整

杆7.8连接。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血袋包装机，其特征是：所述的袋形热合机8，包括热合机架

8.1、下行机构、袋形热合条，热合机架8.1上固定的下行装置与袋形热合条相连；袋形热合

条的结构为袋形 “∏”结构，袋形 “∏”结构由两条平行的直线平热合条8.5的两端与直线

凸热合条8.6垂直联结构成；所述的两条平行的直线平热合条8.5、直线凸热合条8.6与上膜

3、下膜4下方的两条平行的直线平热合垫8.7、直线凹热合垫8.8相对应。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血袋包装机，其特征是：所述的下行机构由电机通过轮盘

8.2边上的偏心轴与摇臂8.3铰接，摇臂8.3的另一端与连接板8.4上的铰轴铰接；连接板8.4

底端与袋形 “∏”结构的袋形热合条固定连接；连接板8.4的四周通过拉簧装置8.9与热合

机架8.1连接。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血袋包装机，其特征是：所述的一字形热合机9，包括热合机

架9.1、下行机构、一字形热合条，热合机架9.1上固定的下行装置与一字形热合条相连；一

字形热合条为直线凸热合条9.5构成；所述的直线凸热合条9.5与上膜3、下膜4下方的直线

凹热合垫9.6相对应；直线凹热合垫9.6固定在机箱13上。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血袋包装机，其特征是：所述的下行装置由电机通过轮盘

9.2边上的偏心轴与摇臂9.3铰接，摇臂9.3的另一端与连接板9.4上的铰轴铰接；连接板8.4

底端与一字形热合条固定连接；连接板8.4的上端通过拉簧装置与热合机架8.1连接。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血袋包装机，其特征是：所述的上下膜运行动力装置10为两

固定支架10.3间的上凹辊10.1、与下凹辊10.2之间组成用于运输血袋的凹穴腔体10.9；上

凹辊10.1上轴10.4的两端的上部分别设置有弹簧装置10.6，下凹辊10.2下轴10.5的两端的

下部分别设置有调整升降装置，调整升降装置由螺栓10.7通过齿轮副与调整杆10.8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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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下凹辊10.2下轴10.5的一端与动力电机相连10.10。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血袋包装机，其特征是：所述的切割装置11，包括切割机架

11.1、下行机构、一字形切割刀，切割机架11.1上固定的下行装置与一字形切割刀相连；输

送带一字形切割刀为直线凸切割刀11.5，所述的直线凸切割刀11.5与上膜3、下膜4下方的

直线凹切割垫11.6相对应；直线凹切割垫11.6固定在机箱13上；其中的下行机构由电机通

过轮盘11.2边上的偏心轴与摇臂11.3铰接，摇臂11.3的另一端与连接板11.4上的铰轴铰

接；连接板11.4底端与直线凸切割刀11.5固定连接；连接板11.4的上端通过拉簧装置与切

割机架11.1连接。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血袋包装机，其特征是：所述的张力装置由张力传感器和展

平装置组成，展平装置由电机传动装置1.2与上膜卷1的上膜卷轴1.1或下膜卷2的下膜卷轴

传动结合组成。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血袋包装机的工作方法，其特征是：采用双膜夹持血袋运

行至上下凹辊的空穴中，对夹持血袋的双膜进行袋形及一字形热合封口的包装；其具体步

骤如下：

准备工作：首先将包装膜分别安装在上膜卷1与下膜卷2上，然后将上膜卷1、下膜卷2上

包装的上膜3和下膜4依序穿过第一上下凹辊7、第二上下凹辊7、袋形热合机8、第三上下凹

辊7、封口的一字形热合机9至上下膜运行动力装置10的夹紧装置的上凹辊、下凹辊之间，通

过按下上下膜运行动力装置10上的调整弹簧，将包装的上膜3和下膜4夹紧；

包装工作：上下膜运行动力装置10的下凹辊在电机带动下转动，对上凹辊、下凹辊之间

的上膜3、下膜4进行作用，使膜3、下膜4向前运行；

将血袋5放置在第的上凹辊、下凹辊一上下凹辊7前端的上膜3与下膜4之间；

当血袋5在上膜3、下膜4的夹持下通过第一上下凹辊7、第二上下凹辊7的凹穴至第二上

下凹辊7与第三上下凹辊7间的袋形热合机8位置；袋形热合机8通过下行装置带动热合条下

行，对夹持血袋5外的上膜3、下膜4进行热合，封装成袋形热合线；

当热合封装袋内的血袋5运行至一字形热合机9位置，一字形热合机9通过下行装置带

动热合条下行，对热合封装袋内的血袋5夹持血袋5外的上膜3、下膜4进行一字形封口热合，

血袋5封装完毕；

当封装完毕的血袋5通过上下膜运行动力装置10的凹穴至切割装置11；切割装置11上

的凸切刀与凹切刀对封装血袋5的上膜3、下膜4进行切断；使热合包装后的血袋与上膜3、下

膜4进行分离；

上膜3、下膜4在上下膜运行动力装置10的上凹辊、下凹辊夹持运动下继续运行，进行下

一个血袋5的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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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血袋包装机及其工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血袋包装技术领域，尤其涉及对进行包装的一种血袋包装机及其工作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血液中心和中心血站，对人体血液采集制作后的成品血袋，进行再次的外包

装工作，均是利用一端开口的塑料薄膜袋，利用人工将血袋装入塑料薄膜袋中后，人工再将

放入热合机中，进行人工热合。其人工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血袋包装机及其工作

方法。

[0004]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所述的技术方案：

一种血袋包装机，包括：血袋进口部分、热合机机箱，机箱上具有夹置运送血袋5的上膜

3下膜4，同向运行的上3下膜4依序穿过第一上下凹辊7、第二上下凹辊7、袋形热合机8、第三

上下凹辊7、封口的一字形热合机9至上下膜运行动力装置10；上下膜运行动力装置10的出

口端具有对包装后的血袋进行分离的切割装置11；其中袋形热合机8的袋形热合线为“∏”

形热合线；

第一上下凹辊7进口端所述上膜3的上膜卷1位于上膜3和下膜4的上方，上膜卷1通过位

于重叠上膜3和下膜4两侧的支架12固定在机箱13上；

第一上下凹辊7进口端所述的下膜4通过导向辊6至位于下膜4运行方向机箱13侧边的

下膜卷1；第一上下凹辊7进口端至导向辊6的下膜之间为血袋进口部分；

所述的第一上下凹辊7、第二上下凹辊7、第三上下凹辊7之间设置有上膜3和下膜4夹置

血袋5通过的凹穴；

所述的上下膜运行动力装置10的两压紧辊之间设置有上膜3和下膜8夹置血袋通过的

凹穴。

[0005] 一种血袋包装机，所述的第一上下凹辊7与第二上下凹辊7、第三上下凹辊7为两固

定支架7.3间的上凹辊7.1、与下凹辊7.2之间组成用于运输血袋的凹穴腔体7.9；上凹辊7.1

上轴7.4的两端的上部分别设置有弹簧装置7.6，下凹辊7.2下轴7.5的两端的下部分别设置

有调整升降装置，调整升降装置由螺栓7.7通过齿轮副与调整杆7.8连接。

[0006] 一种血袋包装机，所述的袋形热合机8，包括热合机架8.1、下行机构、袋形热合条，

热合机架8.1上固定的下行装置与袋形热合条相连；袋形热合条的结构为袋形 “∏”结构，

袋形 “∏”结构由两条平行的直线平热合条8.5的两端与直线凸热合条8.6垂直联结构成；

所述的两条平行的直线平热合条8.5、直线凸热合条8.6与上膜3、下膜4下方的两条平行的

直线平热合垫8.7、直线凹热合垫8.8相对应。

[0007] 一种血袋包装机，所述的下行机构由电机通过轮盘8.2边上的偏心轴与摇臂8.3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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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摇臂8.3的另一端与连接板8.4上的铰轴铰接；连接板8.4底端与袋形 “∏”结构的袋形

热合条固定连接；连接板8.4的四周通过拉簧装置8.9与热合机架8.1连接。

[0008] 一种血袋包装机，所述的一字形热合机9，包括热合机架9.1、下行机构、一字形热

合条，热合机架9.1上固定的下行装置与一字形热合条相连；一字形热合条为直线凸热合条

9.5构成；所述的直线凸热合条9.5与上膜3、下膜4下方的直线凹热合垫9.6相对应；直线凹

热合垫9.6固定在机箱13上。

[0009] 一种血袋包装机，所述的下行装置由电机通过轮盘9.2边上的偏心轴与摇臂9.3铰

接，摇臂9.3的另一端与连接板9.4上的铰轴铰接；连接板8.4底端与一字形热合条固定连

接；连接板8.4的上端通过拉簧装置与热合机架8.1连接。

[0010] 一种血袋包装机，所述的上下膜运行动力装置10为两固定支架10.3间的上凹辊

10.1、与下凹辊10.2之间组成用于运输血袋的凹穴腔体10.9；上凹辊10.1上轴10.4的两端

的上部分别设置有弹簧装置10.6，下凹辊10.2下轴10.5的两端的下部分别设置有调整升降

装置，调整升降装置由螺栓10.7通过齿轮副与调整杆10.8连接；其中下凹辊10.2下轴10.5

的一端与动力电机相连10.10。

[0011] 一种血袋包装机，所述的切割装置11，包括切割机架11.1、下行机构、一字形切割

刀，切割机架11.1上固定的下行装置与一字形切割刀相连；输送带一字形切割刀为直线凸

切割刀11.5，所述的直线凸切割刀11.5与上膜3、下膜4下方的直线凹切割垫11.6相对应；直

线凹切割垫11.6固定在机箱13上；其中的下行机构由电机通过轮盘11.2边上的偏心轴与摇

臂11.3铰接，摇臂11.3的另一端与连接板11.4上的铰轴铰接；连接板11.4底端与直线凸切

割刀11.5固定连接；连接板11.4的上端通过拉簧装置与切割机架11.1连接。

[0012] 一种血袋包装机，所述的张力装置由张力传感器和展平装置组成，展平装置由电

机传动装置1.2与上膜卷1的上膜卷轴1.1或下膜卷2的下膜卷轴传动结合组成。

[0013] 一种血袋包装机的工作方法，采用双膜夹持血袋运行至上下凹辊的空穴中，对夹

持血袋的双膜进行袋形及一字形热合封口的包装；其具体步骤如下：

准备工作：首先将包装膜分别安装在上膜卷1与下膜卷2上，然后将上膜卷1、下膜卷2上

包装的上膜3和下膜4依序穿过第一上下凹辊7、第二上下凹辊7、袋形热合机8、第三上下凹

辊7、封口的一字形热合机9至上下膜运行动力装置10的夹紧装置的上凹辊、下凹辊之间，通

过按下上下膜运行动力装置10上的调整弹簧，将包装的上膜3和下膜4夹紧；

包装工作：上下膜运行动力装置10的下凹辊在电机带动下转动，对上凹辊、下凹辊之间

的上膜3、下膜4进行作用，使膜3、下膜4向前运行；

将血袋5放置在第的上凹辊、下凹辊一上下凹辊7前端的上膜3与下膜4之间；

当血袋5在上膜3、下膜4的夹持下通过第一上下凹辊7、第二上下凹辊7的凹穴至第二上

下凹辊7与第三上下凹辊7间的袋形热合机8位置；袋形热合机8通过下行装置带动热合条下

行，对夹持血袋5外的上膜3、下膜4进行热合，封装成袋形热合线；

当热合封装袋内的血袋5运行至一字形热合机9位置，一字形热合机9通过下行装置带

动热合条下行，对热合封装袋内的血袋5夹持血袋5外的上膜3、下膜4进行一字形封口热合，

血袋5封装完毕；

当封装完毕的血袋5通过上下膜运行动力装置10的凹穴至切割装置11；切割装置11上

的凸切刀与凹切刀对封装血袋5的上膜3、下膜4进行切断；使热合包装后的血袋与上膜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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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4进行分离；

上膜3、下膜4在上下膜运行动力装置10的上凹辊、下凹辊夹持运动下继续运行，进行下

一个血袋5的封装。

[0014] 由于采用如上所述的技术方案，本发明具有如下优越性：

一种血袋包装机及其工作方法，适用于血液中心、中心血站，在对人体血液采集后，或

对人体血液采集制作后的成品血袋，进行再次的外包装工作。具体的是将血袋规整后，放到

血袋进口部分，完成对本血袋进行全自动的包装工作，大大提高工作效率，降低了工作人员

的劳动强度，具有极大的推广价值。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血袋包装机结构示意图；

图2为上下凹辊的结构示意图；

图3a为袋形热合机的示意图；

图3b为图3a的袋形俯视结构图；

图4为一字形封口热合机的结构示意图；

图5为切割机的结构示意图；

图6为上下膜运行动力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7为膜卷的结构示意图；的袋形热合条固定连接

图8为膜卷与张力装置结合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7] 如图1、2、3、4、5、6、7、8所示，一种血袋包装机，包括：血袋进口部分、热合机机箱，

机箱上具有夹置运送血袋5的上膜3下膜4，同向运行的上3下膜4依序穿过第一上下凹辊7、

第二上下凹辊7、袋形热合机8、第三上下凹辊7、封口的一字形热合机9至上下膜运行动力装

置10；上下膜运行动力装置10的出口端具有对包装后的血袋进行分离的切割装置11；其中

袋形热合机8的袋形热合线为“∏”形热合线；

第一上下凹辊7进口端所述上膜3的上膜卷1位于上膜3和下膜4的上方，上膜卷1通过位

于重叠上膜3和下膜4两侧的支架12固定在机箱13上；

第一上下凹辊7进口端所述的下膜4通过导向辊6至位于下膜4运行方向机箱13侧边的

下膜卷2；第一上下凹辊7进口端至导向辊6的下膜之间为血袋进口部分；

上膜卷1和下膜卷2的轴上分别设置有重叠的上膜3和下膜4展平的张力装置；所述的张

力装置由张力传感器和展平装置组成，张力传感器将重叠的上膜3和下膜4展平的张力信号

反馈至控制部分，控制上膜卷1和下膜卷2的展平装置，将重叠的上膜3和下膜4展平；如上膜

卷1展平装置的电机传动装置1.2带动上膜卷1的上膜卷轴1.1转动，将上膜3展平；同理，下

膜卷2的展平装置，也能将下膜4展平。

[0018] 所述的第一上下凹辊7、第二上下凹辊7、第三上下凹辊7之间设置有上膜3和下膜4

夹置血袋5通过的凹穴；

所述的上下膜运行动力装置10的两压紧辊之间设置有上膜3和下膜8夹置血袋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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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穴。

[0019] 所述的第一上下凹辊7与第二上下凹辊7、第三上下凹辊7为两固定支架7.3间的上

凹辊7.1、与下凹辊7.2之间组成用于运输血袋的凹穴腔体7.9；上凹辊7.1上轴7.4的两端的

上部分别设置有弹簧装置7.6，下凹辊7.2下轴7.5的两端的下部分别设置有调整升降装置，

调整升降装置由螺栓7.7通过齿轮副与调整杆7.8连接。

[0020] 所述的袋形热合机8，包括热合机架8.1、下行机构、袋形热合条，热合机架8.1上固

定的下行装置与袋形热合条相连；袋形热合条的结构为袋形 “∏”结构，袋形 “∏”结构由

两条平行的直线平热合条8.5的两端与直线凸热合条8.6垂直联结构成；所述的两条平行的

直线平热合条8.5、直线凸热合条8.6与上膜3、下膜4下方的两条平行的直线平热合垫8.7、

直线凹热合垫8.8相对应。所述的下行机构由电机通过轮盘8.2边上的偏心轴与摇臂8.3铰

接，摇臂8.3的另一端与连接板8.4上的铰轴铰接；连接板8.4底端与袋形 “∏”结构的袋形

热合条固定连接；连接板8.4的四周通过拉簧装置8.9与热合机架8.1连接。

[0021] 所述的一字形热合机9，包括热合机架9.1、下行机构、一字形热合条，热合机架9.1

上固定的下行装置与一字形热合条相连；一字形热合条为直线凸热合条9.5构成；所述的直

线凸热合条9.5与上膜3、下膜4下方的直线凹热合垫9.6相对应；直线凹热合垫9.6固定在机

箱13上。下行机构由电机通过轮盘9.2边上的偏心轴与摇臂9.3铰接，摇臂9.3的另一端与连

接板9.4上的铰轴铰接；连接板8.4底端与一字形热合条固定连接；连接板8.4的上端通过拉

簧装置与热合机架8.1连接。

[0022] 所述的上下膜运行动力装置10为两固定支架10.3间的上凹辊10.1、与下凹辊10.2

之间组成用于运输血袋的凹穴腔体10.9；上凹辊10.1上轴10.4的两端的上部分别设置有弹

簧装置10.6，下凹辊10.2下轴10.5的两端的下部分别设置有调整升降装置，调整升降装置

由螺栓10.7通过齿轮副与调整杆10.8连接；其中下凹辊10.2下轴10.5的一端与动力电机相

连10.10。

[0023] 所述的切割装置11，包括切割机架11.1、下行机构、一字形切割刀，切割机架11.1

上固定的下行装置与一字形切割刀相连；输送带一字形切割刀为直线凸切割刀11.5，所述

的直线凸切割刀11.5与上膜3、下膜4下方的直线凹切割垫11.6相对应；直线凹切割垫11.6

固定在机箱13上；其中的下行机构由电机通过轮盘11.2边上的偏心轴与摇臂11.3铰接，摇

臂11.3的另一端与连接板11.4上的铰轴铰接；连接板11.4底端与直线凸切割刀11.5固定连

接；连接板11.4的上端通过拉簧装置与切割机架11.1连接。

[0024] 一种血袋包装机的工作方法，采用双膜夹持血袋运行至上下凹辊的空穴中，对夹

持血袋的双膜进行袋形及一字形热合封口的包装；其具体步骤如下：

准备工作：首先将包装膜分别安装在上膜卷1与下膜卷2上，然后将上膜卷1、下膜卷2上

包装的上膜3和下膜4依序穿过第一上下凹辊7、第二上下凹辊7、袋形热合机8、第三上下凹

辊7、封口的一字形热合机9至上下膜运行动力装置10的夹紧装置的上凹辊、下凹辊之间，通

过按下上下膜运行动力装置10上的调整弹簧，将包装的上膜3和下膜4夹紧；

包装工作：上下膜运行动力装置10的下凹辊在电机带动下转动，对上凹辊、下凹辊之间

的上膜3、下膜4进行作用，使膜3、下膜4向前运行；

将血袋5放置在第的上凹辊、下凹辊一上下凹辊7前端的上膜3与下膜4之间；

当血袋5在上膜3、下膜4的夹持下通过第一上下凹辊7、第二上下凹辊7的凹穴至第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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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凹辊7与第三上下凹辊7间的袋形热合机8位置；袋形热合机8通过下行装置带动热合条下

行，对夹持血袋5外的上膜3、下膜4进行热合，封装成袋形热合线；

当热合封装袋内的血袋5运行至一字形热合机9位置，一字形热合机9通过下行装置带

动热合条下行，对热合封装袋内的血袋5夹持血袋5外的上膜3、下膜4进行一字形封口热合，

血袋5封装完毕；

当封装完毕的血袋5通过上下膜运行动力装置10的凹穴至切割装置11；切割装置11上

的凸切刀与凹切刀对封装血袋5的上膜3、下膜4进行切断；使热合包装后的血袋与上膜3、下

膜4进行分离；

上膜3、下膜4在上下膜运行动力装置10的上凹辊、下凹辊夹持运动下继续运行，进行下

一个血袋5的封装。

[0025] 所述的张力装置由张力传感器和展平装置组成，张力传感器将重叠的上膜3和下

膜4展平的张力信号反馈至控制部分，控制上膜卷1和下膜卷2的展平装置，将重叠的上膜3

和下膜4展平；如上膜卷1展平装置的电机传动装置1.2带动上膜卷1的上膜卷轴1.1转动，将

上膜3展平；同理，下膜卷2的展平装置，也能将下膜4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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