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214231.5

(22)申请日 2019.03.20

(71)申请人 李昱辉

地址 250014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甸柳新

村三区1-1号3号楼1单元201号

(72)发明人 李昱辉　

(51)Int.Cl.

B65B 51/14(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小型封口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小型封口装置，属于小型封

装设备领域。它包括上颚板、下颚板、开关、滚子

和加热板，所述上颚板与下颚板之间通过销轴进

行可转动的连接，上颚板与下颚板通过销轴连接

后整体呈钳形，上颚板前端下部设置有固定支

架，滚子通过销轴安装在固定支架上，开关安装

在下颚板尾端侧部，加热板固定安装在下颚板前

端上部。该装置能有效的对家庭中零散食品包装

进行封口，使打开包装后的食品不至于长时间暴

露在外界空气中，有效的防止了食物出现变质及

变潮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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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食品封口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使用由上颚板、下颚板、开关、滚子和加热板

组成的装置，所述上颚板与下颚板之间通过销轴进行可转动的连接，上颚板与下颚板通过

销轴连接后整体呈钳形，上颚板前端下部设置有固定支架，滚子通过销轴安装在固定支架

上，所述下颚板尾端设有电池腔，电池腔内安装有电池，开关安装在下颚板尾端侧部，加热

板内部安装有电热丝并固定安装在下颚板前端，设置在下颚板尾端侧部的开关控制电热丝

的通电与断电，在封装时，给电热丝通电，滚子作用在加热板上，使待封装塑料袋得到封装。

2.一种小型封口装置，包括上颚板、下颚板、开关、滚子和加热板等，其特征在于：所述

上颚板与下颚板之间通过销轴进行可转动的连接，上颚板与下颚板通过销轴连接后整体呈

钳形，上颚板前端下部设置有固定支架，滚子通过销轴安装在固定支架上，所述下颚板尾端

设有电池腔，用于安装电池，开关安装在下颚板尾端侧部，加热板固定安装在下颚板前端上

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小型封口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板内部设有电热

丝，且加热板上部为内凹的弧面，电热丝通过导线与电池腔中的电池连接，设置在下颚板尾

端侧部的开关控制电热丝的通电与断电。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小型封口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滚子共设计有两个，分

为滚子A和滚子B，滚子A为外部带有凸棱的椭圆面滚子，滚子B为外部不带有凸棱的椭圆面

滚子。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小型封口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颚板前端下部连接滚

子A和滚子B的部分采用曲线型设计，使滚子A和滚子B能同时且有效的作用在加热板的内凹

弧面上，所述滚子A和滚子B的外凸弧面曲率相等，且其曲率均略大于或等于加热板上部内

凹弧面的曲率。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小型封口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颚板上安装的两个滚

子，其中心连线与加热板内凹弧面上的中心线平行且均处于同一个竖直平面中，且上颚板

的尾端设有通孔。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小型封口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颚板中部还设计有小

板和螺钉，小板通过螺钉可拆卸的安装在上颚板上，上颚板尾端下部与下颚板尾端上部分

别设置有防滑垫。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小型封口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板的内凹弧面上涂

有热敏变色颜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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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小型封口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涉及一种小型封口装置，具体地说是采用了上颚板、下颚板、滚

子和加热板的一种装置，属于小型封装设备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日常生活中，在超市买的大包装零食，如薯条、瓜子、饼干等等，我们往往吃到一半

就不想吃了。本想放起来过段时间后再吃，可由于打开包装之后，原本处于密封包装内的食

品与空气中的水分、氧气及灰尘长时间接触，易导致食物出现变质、变潮等现象。再次食用

该零食不仅不卫生，而且还将影响食用的口感，降低了人们对该零食的体验。故对待没有一

次性吃完而放在一旁的食物，我们一般会选择将其扔掉，而不会选择继续食用。但是直接丢

弃不仅浪费了粮食，而且也增加了生活的成本。

[0003] 现如今，市面上出售的封口机一般用于工业生产领域或零售领域，其主要是针对

大批量的食品包装。很少有针对于家庭中零散包装的封口装置，为使打开包装后的食物能

够再次包装起来，使其不至于长时间与外界空气接触。故需要设计一种装置，使其能对打开

包装后的食品进行有效封装，防止食物出现变质及变潮的现象。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小型封口装置，它能够有效的

对打开包装后的食品进行封装，防止该食品出现变质及变潮的现象，解决了现有技术所存

在的缺陷。

[0005]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食品封口方法，该方法使用由上颚板、下

颚板、开关、滚子和加热板组成的装置，所述上颚板与下颚板之间通过销轴进行可转动的连

接，上颚板与下颚板通过销轴连接后整体呈钳形，上颚板前端下部设置有固定支架，滚子通

过销轴安装在固定支架上，所述下颚板尾端设有电池腔，电池腔内安装有电池，开关安装在

下颚板尾端侧部，加热板内部安装有电热丝并固定安装在下颚板前端，设置在下颚板尾端

侧部的开关控制电热丝的通电与断电，在封装时，给电热丝通电，滚子作用在加热板上，使

待封装塑料袋得到封装。

[0006] 一种小型封口装置，包括上颚板、下颚板、开关、滚子和加热板等，所述上颚板与下

颚板之间通过销轴进行可转动的连接，上颚板与下颚板通过销轴连接后整体呈钳形，上颚

板前端下部设置有固定支架，滚子通过销轴安装在固定支架上，所述下颚板尾端设有电池

腔，用于安装电池，开关安装在下颚板尾端侧部，加热板固定安装在下颚板前端上部。

[0007] 所述加热板内部设有电热丝，且加热板上部为内凹的弧面，电热丝通过导线与电

池腔中的电池连接，设置在下颚板尾端侧部的开关控制电热丝的通电与断电。

[0008] 所述滚子共设计有两个，分为滚子A和滚子B，滚子A为外部带有凸棱的椭圆面滚

子，滚子B为外部不带有凸棱的椭圆面滚子。

[0009] 所述上颚板前端下部连接滚子A和滚子B的部分采用曲线型设计，使滚子A和滚子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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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同时且有效的作用在加热板的内凹弧面上，所述滚子A和滚子B的外凸弧面曲率相等，且

其曲率均略大于或等于加热板上部内凹弧面的曲率。

[0010] 所述上颚板上安装的两个滚子，其中心连线与加热板内凹弧面上的中心线平行且

均处于同一个竖直平面中，且上颚板的尾端设有通孔。

[0011] 所述上颚板中部还设计有小板和螺钉，小板通过螺钉可拆卸的安装在上颚板上，

且上颚板尾端下部与下颚板尾端上部分别设置有防滑垫。

[0012] 所述加热板的内凹弧面上涂有热敏变色颜料。

[0013] 上述一种小型封口装置，所用部件是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所熟知的，均通过公

知的途径获得，所述部件连接方法是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所能掌握的。

[0014] 本发明的有益之处是，该装置能有效的对家庭中零散食品包装进行封口，使打开

包装后的食品不至于长时间暴露在外界空气中，有效的防止了食物出现变质及变潮的现

象；本装置采用上颚板和下颚板为主体，形成钳形的装置，该装置便于用户操作，用户只需

一只手便可灵活操作，加热板的上部设置成内凹的弧面，使加热的区域变成一个弧面，大大

增加了所封装物品的接触面积，在装置中采用了两个滚子来进行封装，滚子B能将待封装塑

料袋压平，进行初次封装，滚子A能将初次封装后的塑料袋再次进行封装，并压上凹凸的棱

线，使封装更牢固，该装置使用电池来进行供电，大大提高了装置的便捷性，同时，在加热板

的内凹弧面上涂有热敏变色颜料，使用户能大概了解到加热板上的大致温度，以便掌握好

封装时的温度，从而实现更好的封装。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的封装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另一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下颚板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发明上颚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为本发明滚子A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7为本发明的电路示意图。

[0022] 图中：1、上颚板，2、滚子B，3、固定支架，4、滚子A，5、加热板，6、下颚板，7、销轴，8、

通孔，9、电池盖，10、开关，11、待封装塑料袋，12、电池腔，13、凸棱，14、防滑垫，15、小板，16、

螺钉。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与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4] 本发明一种食品封口方法，该方法使用由上颚板1、下颚板6、开关10、滚子和加热

板5组成的装置，所述上颚板1与下颚板6之间通过销轴7进行可转动的连接，上颚板1与下颚

板6通过销轴7连接后整体呈钳形，上颚板1前端下部设置有固定支架3，滚子通过销轴7安装

在固定支架3上，所述下颚板6尾端设有电池腔12，电池腔12内安装有电池，开关10安装在下

颚板6尾端侧部，加热板5内部安装有电热丝并固定安装在下颚板6前端，设置在下颚板6尾

端侧部的开关10控制电热丝的通电与断电，在封装时，给电热丝通电，滚子作用在加热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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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使待封装塑料袋11得到封装。

[0025] 由图1至图3所示，本发明一种小型封口装置，包括上颚板1、下颚板6、开关10、滚子

和加热板5等，所述上颚板1与下颚板6之间通过销轴7进行可转动的连接，上颚板1与下颚板

6通过销轴7连接后整体呈钳形，上颚板1前端下部设置有固定支架3，滚子通过销轴7安装在

固定支架3上，滚子可在固定支架3上绕销轴7转动，所述下颚板6尾端设有电池腔12，用于安

装电池，开关10安装在下颚板6尾端侧部，加热板5固定安装在下颚板6前端上部。

[0026] 所述加热板5内部设有电热丝，且加热板5上部为内凹的弧面，如图4所示，电热丝

通过导线与电池腔12中的电池连接，设置在下颚板6尾端侧部的开关10控制电热丝的通电

与断电，电池对电热丝进行供电，如图7电路图所示，加热板5的上部设置成内凹的弧面，使

加热的区域变成一个弧面，大大增加了所封装物品的接触面积。

[0027] 且所述加热板5的内凹弧面上涂有热敏变色颜料，热敏变色颜料是一种能感应温

度变化，而改变自身颜色的颜料，其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呈现出不同的颜色，感温变色的基

本颜色大概为宝蓝、海蓝、深蓝、大红、朱红、玫瑰红、草绿、孔雀绿、墨绿、中绿、橙红、金黄、

黑等，用户可以根据内凹弧面上热敏变色颜料的颜色来判断加热板5上的大致温度。在加热

板5的内凹弧面上涂有热敏变色颜料，使用户能大概了解到加热板5上的大致温度，以便掌

握好封装时的温度，从而实现更好的封装。

[0028] 所述滚子共设计有两个，分为滚子A4和滚子B2，由图6所示，滚子A4为外部带有凸

棱13的椭圆面滚子，滚子B2为外部不带有凸棱13的椭圆面滚子，在该装置中采用了两个滚

子来进行封装，滚子B2的作用使将待封装塑料袋11压平，以进行初次封装，滚子A4能将初次

封装后的塑料袋再次进行封装，并压上凹凸的棱线，使封装更牢固。如图5所示，所述上颚板

1前端下部连接滚子A4和滚子B2的部分采用曲线型设计，使滚子A4和滚子B2能同时且有效

的作用在加热板5的内凹弧面上，上颚板1上安装的两个滚子，其中心连线与加热板5内凹弧

面上的中心线平行且均处于同一个竖直平面中，所述滚子A4和滚子B2的外凸弧面曲率相

等，且其曲率均略大于或等于加热板5上部内凹弧面的曲率，使滚子A4和滚子B2作用在加热

板5上的为一个曲面而不是一条线。

[0029] 所述上颚板1中部还设计有小板15和螺钉16，小板15通过螺钉16安装在上颚板1

上，小板15可进行拆卸，下颚版6安装在上颚板1上之后，通过小板15和螺钉16进行固定，且

所述上颚板1尾端下部与下颚板6尾端上部分别设置有防滑垫14，在使用者使用时达到防滑

的目的，且上颚板1的尾端设有通孔8，该装置在闲置时可通过尾端的通孔8而将该装置悬挂

在工具架上。

[0030] 实施例

[0031] 按照上述图1至图7所示，制得一种小型封口装置，用户在使用该封口装置时，需先

将电池装入电池腔12中，并盖好电池盖9，打开下颚板6尾端侧部控制电热丝通断电的开关

10，在电阻丝的作用下加热板5的温度不断升高，用户可根据加热板5上热敏颜料的颜色变

化来判断加热板5上的大概温度，当加热板5上的温度达到封口所适宜的温度后，取来待封

装塑料袋11进行封口。用户握住上颚板1和下颚板6的尾端，使其前端的滚子A4和滚子B2均

作用在加热板5内凹的弧面上，滚子B2用于待封装塑料袋11的初次封装，而滚子B2能将初次

封装后的塑料袋进行再次封装，并压上凹凸的棱线，使封装更可靠。在封装完后，用户只需

将控制电热丝的开关10断开，取出电池，待加热板5凉透后通过上颚板1的尾端设有通孔8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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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具架上即可。

[0032] 本发明的技术内容及技术特征已揭示如上，然而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仍可能基

于本发明的教示及揭示而作种种不背离本发明精神的替换及修饰，因此，本发明保护范围

应不限于实施例所揭示的内容，而应包括各种不背离本发明的替换及修饰，并为本专利申

请权利要求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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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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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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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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