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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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0786560.4

(22)申请日 2014.12.1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75242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7.13

(73)专利权人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410600 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玉潭镇

新康路1号

(72)发明人 李波　

(74)专利代理机构 湖南兆弘专利事务所(普通

合伙) 43008

代理人 赵洪

(51)Int.Cl.

B65B 69/00(2006.01)

(56)对比文件

EP 0604795 A2,1994.06.07,

CN 101807437 A,2010.08.18,

CN 102785144 A,2012.11.21,

CN 203031849 U,2013.07.03,

CN 203780013 U,2014.08.20,

审查员 林洪莹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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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预灌封机的自动撕

膜装置，包括撕膜组件以及可在三维方向运动的

三维度组件，所述三维度组件与所述撕膜组件相

连，所述三维度组件的三个维度方向分别为：X轴

方向、Y轴方向以及Z轴方向，所述三维度组件在

各个维度方向下运动，带动撕膜组件沿预灌封机

的针管盘对角线方向将针管盘的密封膜从针管

盘上撕下，本发明的撕膜结构操作简单、易于控

制。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撕膜方法，通过三维度方

向的运动使撕膜组件沿针管盘的对角线方向撕

下，操作简单且撕膜可靠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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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预灌封机的自动撕膜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撕膜组件（3）以及可在三维方

向运动的三维度组件（2），所述三维度组件（2）与所述撕膜组件（3）相连，所述三维度组件

（2）的三个维度方向分别为：X轴方向、Y轴方向以及Z轴方向，所述三维度组件（2）在各个维

度方向下运动，带动撕膜组件（3）沿预灌封机的针管盘（11）对角线方向将针管盘（11）的密

封膜（111）从针管盘（11）上撕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预灌封机的自动撕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三维度组件

（2）包括首尾依次相连的第一伸缩组件（22）、第二伸缩组件（24）和第三伸缩组件（26），其中

第一伸缩组件（22）沿Z轴方向布置，所述第二伸缩组件（24）沿Y轴方向布置，所述第三伸缩

组件（26）沿X轴方向布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预灌封机的自动撕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三维度组件

（2）安装在预灌封机的输送带（1）一侧，所述撕膜组件（3）安装在所述第三伸缩组件（26）的

端部。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预灌封机的自动撕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撕膜组件

（3）为可伸缩的真空吸嘴（33）。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意一项所述的用于预灌封机的自动撕膜装置，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用于在撕膜时固定预灌封机的输送带（1）上针管盘（11）的定位组件（5）。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预灌封机的自动撕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组件

（5）包括用于阻挡所述输送带（1）上针管盘（11）运动的阻挡件（53）、以及安装于输送带（1）

两侧以夹持固定住针管盘（11）的夹持件（52），所述阻挡件（53）可翻转地安装在输送带（1）

上。

7.根据权利要求2至4中任意一项所述的用于预灌封机的自动撕膜装置，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驱动所述第一伸缩组件（22）转动的驱动组件（4）。

8.一种基于权利要求1至7中任意一项所述的预灌封机的自动撕膜装置的撕膜方法，其

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撕膜开始，所述三维度组件（2）沿Z轴方向缩回，使正对所述针管盘（11）一角的撕膜

组件（3）向下运动，拉住所述针管盘（11）密封膜（111）一角的撕拉部（112）；

S2：所述三维度组件（2）沿Z轴方向伸出，带动撕膜组件（3）竖直向上运动，使密封膜

（111）的撕拉部（112）与所述针管盘（11）分离；

S3：所述三维度组件（2）沿X轴方向及Y轴方向同时缩回，使所述撕膜组件（3）沿所述针

管盘（11）的对角线方向运动将所述密封膜（111）从针管盘（11）上完全撕下。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撕膜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1之前，通过定位组件（5）将针

管盘（11）固定在输送带（1）上，具体步骤如下：

S11：当检测到输送带（1）上有针管盘（11）经过时，输送带（1）上的阻挡件（53）翻转后阻

挡针管盘（11）继续输送；

S12：延时预设时间后停止输送带（1）转动；

S13：安装在输送带（1）两侧的夹持件（52）伸出将针管盘（11）夹持固定在输送带（1）上。

10.根据权利要求8或9所述的撕膜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执行步骤S3之后，所述三维度

组件（2）旋转至废膜收集箱（6）上方，并将密封膜（111）与撕膜组件（3）分离而掉入至废膜收

集箱（6）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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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预灌封机的自动撕膜装置及其撕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主要涉及食品、医药包装技术领域，特指一种用于预灌封机的自动撕膜装

置及其撕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预灌封注射器玻璃针管在出厂时就已经消毒灭菌好后密封的，到药厂生产

灌装时需要将针管盘密封膜撕掉，而目前多是通过操作人员手工撕掉，然后放入机器上进

行灌装封口，手动撕膜的过程中人员对注射器玻璃针管容易产生交叉感染，从而影响产品

质量。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就在于：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

种结构简单、控制方便的用于预灌封机的自动撕膜装置，并相应提供一种原理简单、易于操

作的撕膜方法。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用于预灌封机的自动撕膜装置，包括撕膜组件以及可在三维方向运动的三维

度组件，所述三维度组件与所述撕膜组件相连，所述三维度组件的三个维度方向分别为：X

轴方向、Y轴方向以及Z轴方向，所述三维度组件在各个维度方向下运动，带动撕膜组件沿预

灌封机的针管盘对角线方向将针管盘的密封膜从针管盘上撕下。

[0006]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0007] 所述三维度组件包括首尾依次相连的第一伸缩组件、第二伸缩组件和第三伸缩组

件，其中第一伸缩组件沿Z轴方向布置，所述第二伸缩组件沿Y轴方向布置，所述第三伸缩组

件沿X轴方向布置。

[0008] 所述三维度组件安装在预灌封机的输送带一侧，所述撕膜组件安装在所述第三伸

缩组件的端部。

[0009] 所述撕膜组件为可伸缩的真空吸嘴。

[0010] 还包括用于在撕膜时固定预灌封机的输送带上针管盘的定位组件。

[0011] 所述定位组件包括用于阻挡所述输送带上针管盘运动的阻挡件、以及安装于输送

带两侧以夹持固定住针管盘的夹持件，所述阻挡件可翻转地安装在输送带上。

[0012] 还包括驱动所述第一伸缩组件转动的驱动组件。

[0013] 本发明还相应提供一种基于如上所述的预灌封机的自动撕膜装置的撕膜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0014] S1：撕膜开始，所述三维度组件沿Z轴方向缩回，使正对所述针管盘一角的撕膜组

件向下运动，拉住所述针管盘密封膜一角的撕拉部；

[0015] S2：三维度组件沿Z轴方向伸出，带动撕膜组件竖直向上运动，使密封膜的撕拉部

与所述针管盘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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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S3：所述三维度组件沿X轴方向及Y轴方向同时缩回，使所述撕膜组件沿所述针管

盘的对角线方向运动将所述密封膜从针管盘上完全撕下。

[0017]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0018] 在步骤S1之前，通过定位组件将针管盘固定在输送带上，具体步骤如下：

[0019] S11：当检测到输送带上有针管盘经过时，输送带上的阻挡件翻转后阻挡针管盘继

续输送；

[0020] S12：延时预设时间后停止输送带转动；

[0021] S13：安装在输送带两侧的夹持件伸出将针管盘夹持固定在输送带上。

[0022] 在执行步骤S3之后，所述三维度组件旋转至废膜收集箱上方，并将密封膜与撕膜

组件分离而掉入至废膜收集箱内。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24] 本发明的用于预灌封机的自动撕膜装置，通过三维度组件在三个维度方向的组合

运动，带动撕膜组件沿预灌封机的针管盘对角线方向将针管盘的密封膜从针管盘上撕下，

由于沿针管盘对角线撕膜，能够将密封膜完整的从针管盘上分离开来而不易将密封膜撕

裂，而且本发明结构简单，能够在三个维度方向进行单独运动，从而方便对撕膜的动作轨迹

进行调整。相应的，本发明的撕膜方法沿针管盘的对角线进行撕膜，能够保证撕膜的完整

性，另外在撕膜时首先将撕拉部撕开，方便进行下一步的撕膜动作，因此本发明的撕膜方法

简单实用、易于控制。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的撕膜装置在具体应用实施例中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的撕膜装置在具体应用实施例中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的撕膜装置在具体应用实施例中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为本发明的撕膜装置在具体应用实施例中的立体结构示意图（突出底部）。

[0029] 图5为本发明的撕膜装置的控制原理框架图。

[0030] 图中标号表示：1、输送带；11、针管盘；111、密封膜；112、撕拉部；2、三维度组件；

21、第一安装板；22、第一伸缩组件；221、第一行程开关；222、第二行程开关；23、第二安装

板；24、第二伸缩组件；241、第三行程开关；242、第四行程开关；25、第三安装板；26、第三伸

缩组件；261、第五行程开关；262、第六行程开关；3、撕膜组件；31、安装座；32、真空管道；33、

真空吸嘴；34、真空发生器；4、驱动组件；41、同步带轮；42、同步带；43、驱动电机；5、定位组

件；51、安装架；52、夹持件；  521、第七行程开关；522、第八行程开关；53、阻挡件；54、检测开

关；6、废膜收集箱；7、控制器；8、执行系统。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结合说明书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32] 如图1至图5所示，本实施例的用于预灌封机的自动撕膜装置，包括撕膜组件3以及

可在三维方向运动的三维度组件2，其中撕膜组件3和三维度组件2安装在预灌封机的输送

带1一侧，三维度组件2与撕膜组件3相连，三维度组件2的三个维度方向分别为：X轴方向、Y

轴方向以及Z轴方向，如图1所示，其中输送带1水平布置，X轴方向与输送带1的布置方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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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Y轴方向则与输送带1布置方向水平垂直，Z轴方向则为竖直方向，三维度组件2在各个维

度方向下运动，带动撕膜组件3沿预灌封机的针管盘11对角线方向将针管盘11的密封膜111

从针管盘11上撕下。通过调整本撕膜装置在输送带1一侧的位置，并控制各维度方向的运

动，从而使撕膜组件3沿预灌封机的针管盘11对角线方向将针管盘11的密封膜111从针管盘

11上撕下；由于沿针管盘11的对角线撕膜，能够将密封膜111完整的从针管盘11上分离开来

而不易将密封膜111撕裂，而且本发明结构简单，能够在三个维度方向进行单独运动，从而

方便对撕膜的动作轨迹进行调整。

[0033] 本实施例中，三维度组件2包括首尾依次相连的第一伸缩组件22、第二伸缩组件24

和第三伸缩组件26，其中第一伸缩组件22沿Z轴方向布置，第二伸缩组件24沿Y轴方向布置，

第三伸缩组件26沿X轴方向布置，其中输送带1的布置方向与第三伸缩组件26的布置方向一

致，且撕膜组件3安装在第三伸缩组件26的端部，且竖直向下正对密封膜111，其结构简单、

易于实现，方便对撕膜动作轨迹进行全方位的调整。其具体结构为，输送带1的一侧设置有

第一安装板21，第一伸缩组件22安装在第一安装板21上，第一伸缩组件22的端部设有第二

安装板23，第二伸缩组件24安装在第二安装板23上，第二伸缩组件24的端部设置有第三安

装板25，第三伸缩组件26安装在第三安装板25上，其中第一伸缩组件22、第二伸缩组件24和

第三伸缩组件26均为伸缩油缸或伸缩气缸。

[0034] 本实施例中，还包括用于在撕膜时固定预灌封机的输送带1上针管盘11的定位组

件5，从而保证撕膜的顺利进行。

[0035] 本实施例中，定位组件5包括用于阻挡输送带1上针管盘11运动的阻挡件53、以及

安装于输送带1两侧的安装架51上以夹持固定住针管盘11的夹持件52，阻挡件53可翻转地

安装在输送带1上。当安装在输送带1一侧的检测开关54检测到有针管盘11经过时，通过控

制阻挡件53翻转后阻挡针管盘11继续运动，然后停止输送带1的传输，同时通过将输送带1

两侧的夹持件52伸出将针管盘11夹持固定住，保证撕膜的可靠性。其中本实施例中的夹持

件52为伸缩油缸或气缸，易于实现，控制简便。

[0036] 本实施例中，还包括驱动第一伸缩组件22转动的驱动组件4，驱动组件4包括同步

带轮41以及驱动电机43，同步带轮41与第一伸缩组件22相连，同步带轮41通过同步带42与

驱动电机43相连，当撕膜动作完成后，通过驱动电机43带动同步带轮41旋转，从而将密封膜

111移至废膜收集箱6的上方，方便进行废膜的收集处理。

[0037] 本实施例中，撕膜组件3包括安装在第三伸缩组件26端部的安装座31，安装座31上

安装有真空管道32，真空管道32的端部安装有真空吸嘴33，其中真空管道32连接有真空发

生器34，通过真空吸嘴33吸住密封膜111而进行撕膜动作。另外，真空吸嘴33可在驱动件的

驱动下自由升降，从而方便吸住撕拉部112以及将撕拉部112撕开。在其它实施例中，也可以

采用其它夹持部件夹住密封膜111的一角进行撕膜动作。

[0038] 另外，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基于如上所述的预灌封机的自动撕膜装置的撕膜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9] S1：撕膜开始，三维度组件2沿Z轴方向缩回，使正对针管盘11一角的撕膜组件3向

下运动，拉住针管盘11密封膜111一角的撕拉部112；

[0040] S2：三维度组件2沿Z轴方向伸出，带动撕膜组件3竖直向上运动，使密封膜111的撕

拉部112与针管盘11分离，从而方便进行下一步的撕膜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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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S3：三维度组件2沿X轴方向及Y轴方向同时缩回，使撕膜组件3沿针管盘11的对角

线方向运动将密封膜111从针管盘11上完全撕下。

[0042] 本发明的撕膜方法在撕膜时首先将撕拉部112与密封膜111相分离，然后沿针管盘

11对角线进行撕膜，其动作简单，易于实现，而且能够保证在撕膜过程中密封膜111的完整

性；另外在各个维度方向均可运动，从而方便对各个维度方向调整以保持合适的撕膜动作

轨迹，因此易于调整。

[0043] 本实施例中，在步骤S1之前，通过定位组件5将针管盘11固定在输送带1上，具体步

骤如下：

[0044] S11：当检测到输送带1上有针管盘11经过时，输送带1上的阻挡件53翻转后阻挡针

管盘11继续输送；

[0045] S12：延时预设时间后停止输送带1转动；

[0046] S13：安装在输送带1两侧的夹持件52伸出将针管盘11夹持固定在输送带1上。

[0047] 本实施例中，在执行步骤S3之后，三维度组件2旋转至废膜收集箱6上方，并将密封

膜111与撕膜组件3分离而掉入至废膜收集箱6内。

[0048] 本发明的撕膜装置的具体撕膜方法如下：

[0049] 预灌封玻璃针管盘11脱外包后放在输送带1上，经输送带1向下一工位传送，当针

管盘11经过检测开关54（采用光电开关）时，光电开关感应到有盘后发信号给控制器7，控制

器7收到光电开关的输入信号向执行系统8发出信号，打开气源给翻转气缸通气控制阻挡件

53翻转90°，挡住针管盘11继续前进，延时0.5s后控制器7输出信号停止输送带1运转，以保

证针管盘11不往上翻，停止输送带1后控制器7并发出信号给执行系统8同时控制两侧的夹

持件52（伸缩油缸）伸出运动，通过第七行程开关521和第八行程开关522检测反馈信号给控

制器7，由控制器7发出信号给执行系统8控制断开气源，通过两侧的夹持件52将针管盘11固

定在输送带1上。

[0050] 控制器7根据第八行程开关522的到位信号确定已定位好后，再由控制器7发出信

号给执行系统8控制第一伸缩组件22缩进向下运动，控制器7检测到第一行程开关221信号

时并发出信号由执行系统8控制停止第一伸缩组件22运动，同时控制器7发出信号给真空发

生器34产生真空，真空经真空管道32到真空吸嘴33，由真空吸嘴33吸住预灌封玻璃针管盘

11密封膜111的撕拉部112，待真空吸嘴33吸住密封膜111后，整个真空管道32属于密封状

态，真空发生器34内置真空压力检测到达预设压力值时，真空发生器34向控制器7反馈一个

真空压力到达信号（此时表示真空吸嘴33已经完全吸住密封膜111的撕拉部112）。控制器7

接收到真空发生器34的真空压力到达信号后发出信号给执行系统8控制第一伸缩组件22伸

出向上运动，待第二行程开关222发出信号给控制器7时，由控制器7发出信号给执行系统8

控制第一伸缩组件22停止运动，同时由控制器7发出信号给执行系统8控制第二伸缩组件

24、第三伸缩组件26同时缩进运动，第三行程开关241、第五行程开关261检测到信号并发给

控制器7时，由控制器7发信号给执行系统8控制停止第二伸缩组件24和第三伸缩组件26的

运动，此时预灌封玻璃针管盘11的密封膜111已经脱离预灌封玻璃针管盘11。控制器7同时

发出信号给执行系统8控制驱动电机43带动第一伸缩组件22的第一安装板21旋转90°，控制

器7程序监控驱动电机43旋转90°后，控制器7发信号给执行系统8控制第一伸缩组件22缩进

向下运动，待第一行程开关221检测到信号时，由控制器7控制真空发生器34切断真空，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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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器34切断真空后，真空发生器34内置真空压力未达到预置值时说明密封膜111已脱离

真空吸嘴33，密封膜111落入废膜收集箱6内。

[0051] 控制器7发信号给执行系统8控制第一伸缩组件22向上运动，待第二行程开关222

有信号时停止第一伸缩组件22运动，同时控制器7控制驱动电机43旋转带动第一安装板21

从90°旋转到0°，并控制第二伸缩组件24和第三伸缩组件26做伸出运动，待第四行程开关

242和第六行程开关262检测到有信号时，停止第二伸缩组件24和第三伸缩组件26的运动，

此时真空吸嘴33位置正停在压瓶塑料板中心位置，控制器7发出信号给执行系统8控制第一

伸缩组件22向下运动，待第一行程开关221有信号时，停止第一伸缩组件22运动，并打开真

空由真空吸嘴33吸压瓶塑料板，真空发生器34内置真空压力检测到达预设压力值时，真空

发生器34向控制器7反馈一个真空压力到达信号（表示真空吸嘴33已经完全吸住塑料板）。

由控制器7发信号给执行系统8控制第一伸缩组件22向上运动，待第二行程开关222有信号

时，控制器7发信号给执行系统8控制阻挡件53从90°位置反转到0°，控制左右夹持件52退回

松开瓶盘，待第七行程开关521有信号时启动输送带把已经撕掉密封膜111的针管盘11送至

下道工序。同时控制驱动电机43旋转带动第一安装板21旋转90°，到位后由控制器7控制真

空发生器34切断真空，真空发生器34切断真空后，真空发生器34内置真空压力未达到预置

值时说明塑料板已脱离真空吸嘴33，此时控制器7发信号给执行系统8控制第一伸缩组件22

伸出向上运动至第二行程开关222检测到有信号时停止第一伸缩组件22，再由控制器7发信

号给执行系统8同时控制第二伸缩组件24和第三伸缩组件26伸出运动至第四行程开关242

和第六行程开关262检测到有信号时停止第二伸缩组件24和第三伸缩组件26运动，同时控

制器7控制伺服电机旋转带动第一安装板21从90°旋转到0°，整过过程循环执行完成自动撕

膜及取压瓶塑料板。

[0052] 以上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上述实施例，

凡属于本发明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润饰，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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