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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是一种敷料批量包装设备，包括送料

装置、取料机械手、输送装置、热封装置和切片装

置，取料机械手包括支架，支架下方设有真空泵，

支架上端设有一框架，框架内设有一块封板，封

板中间设有通孔，封板一侧装有驱动电机，驱动

电机的输出轴穿过通孔位于封板另一侧依次装

有圆盘A、定齿轮、圆盘B，圆盘A与封板紧贴，封板

与圆盘A接触面设有一段弧形槽，弧形槽上设有

一抽气孔，真空泵通过管道连接抽气孔，封板下

端设有泄气孔，圆盘A上均布有三个通气孔，圆盘

B上对应三个通气孔处各装有一轴承，每个轴承

中间装有一根插入通气孔的空心连接轴，每根空

心连接轴上装有一个吸盘支架，吸盘支架上装有

若干个吸盘；本发明提高了生产效率，解放了劳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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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敷料批量包装设备，包括装有敷料的送料装置、取料机械手、输送装置、热封装

置和切片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取料机械手设置在送料装置一侧，所述取料机械手包括支

架，支架下方设有真空泵，支架上端设有一框架，框架内设有一块封板，封板中间设有通孔，

封板一侧装有驱动电机，驱动电机的输出轴穿过通孔位于封板另一侧依次装有圆盘A、定齿

轮、圆盘B，定齿轮与封板固定连接，圆盘A与封板紧贴，封板与圆盘A接触的一面靠送料装置

一侧设有一段弧形槽，弧形槽上设有一抽气孔，所述真空泵通过管道连接抽气孔，封板下端

设有泄气孔，所述圆盘A上均布有三个通气孔，所述三个通气孔位于弧形槽的圆周线上，圆

盘B上对应三个通气孔处各装有一根插入所述通气孔的空心连接轴，每根空心连接轴上装

有一齿轮A，圆盘B上位于每个齿轮A一侧装有一个与齿轮A啮合的齿轮B，每个齿轮B均与所

述定齿轮啮合，每根空心连接轴外端伸出圆盘B且装有一个吸盘支架，每个吸盘支架上装有

一个气包，气包一侧通过管道与空心连接轴连接，另一侧装有一排若干个吸盘；所述输送装

置设置在吸盘支架下方，输送装置末端依次装有所述热封装置和切片装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敷料批量包装设备，其特征是：所述送料装置包括支架，

支架两侧设有支板，两块支板之间沿长度方向装有若干根导辊，导辊上方装有若干块与导

辊垂直的导料板，每两块导料板之间形成导料槽，导辊上位于导料槽底部装有皮带，位于最

前端的导辊一端装有棘轮机构，支板上装有一个驱动棘轮机构的驱动气缸。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敷料批量包装设备，其特征是：所述棘轮机构包括与导辊

轴固定连接的棘轮和设置在棘轮外圈的套环，套环内壁铰接有一拨齿，套环外壁设有与所

述驱动气缸连接的连杆。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敷料批量包装设备，其特征是：所述支板前端装有一个龙

门架，龙门架的横梁上设有长形通孔，长形通孔内位于每个导料槽处装有一根调节螺杆，每

根调节螺杆上装有锁紧螺母，每根调节螺杆底部装有一块导料压板。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敷料批量包装设备，其特征是：所述支架下方装有位置调

整机构，位置调整机构包括一个固定架，固定架顶部设有两条滑轨，滑轨上装有滑座，滑座

上装有锁紧螺栓，滑座上还设有导向孔，导向孔内装有与所述支架固定连接的导向杆，滑座

中间装有与支架固定连接的升降螺杆，滑座上装有与升降螺杆配合的锁紧螺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敷料批量包装设备，其特征是：所述热封装置包括固定支

架，固定支架顶部设置有两条滑轨，固定支架位于滑轨两端各装有一个轴承座，两个轴承座

内装有一根螺杆，固定支架上装有伺服电机，伺服电机与所述螺杆传动连接，所述两条滑轨

上装有一个滑座，滑座顶部装有一块垫板，滑座上沿长度方向装有至少一个支架，每个支架

上装有一个气缸，气缸的活塞杆竖直向下朝向垫板且装有一块加热板，加热板内装有电阻

丝，加热板一端装有与电阻丝连接的电线，所述滑座底部设有一块支板，支板上设有内螺

纹，所述螺杆与支板螺纹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敷料批量包装设备，其特征是：所述固定支架上位于螺杆

和支板下方设置有一块安装板，安装板上装有三个位置传感器分别对应支板的前端极限位

置、中间位置和后端极限位置，所有位置传感器均与伺服电机电气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敷料批量包装设备，其特征是：包括支架，其特征是：支架

上端两侧设有支板，两块支板之间从前到后依次装有纵向分割机构和横向切断机构，所述

纵向分割机构包括安装在两块支板之间下端的转轴A和上端的转轴B，转轴A上装有若干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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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轮，转轴B上对应每个导向轮处装有一个压轮，其中位于中间的若干个压轮外圈上装有

一圈环形刀片；所述横向切断机构包括上刀架和下刀架，所述两块支板上均设置有上滑槽

和下滑槽，上滑槽与下滑槽之间设有隔板，所述上刀架安装在上滑槽内，所述下刀架安装在

下滑槽内，支板上装有带动上刀架与下刀架做相对运动的驱动机构。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敷料批量包装设备，其特征是：所述驱动机构包括安装在

两侧支板的上滑槽内位于上刀架上方的滑块和安装在下滑槽内位于下刀架下方的滑块，每

个滑块上装有套环，套环内装有转轮，两个转轮之间装有一根偏心轴，偏心轴的轴心与转轮

不同心，支板外侧装有与偏心轴连接的驱动电机。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敷料批量包装设备，其特征是：所述两根偏心轴上均装

有齿轮，两个齿轮之间装有两个相互啮合的传动齿轮A和传动齿轮B，传动齿轮A与位于上端

的偏心轴的齿轮啮合，传动齿轮B与位于下端的偏心轴的齿轮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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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敷料批量包装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敷料生产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敷料批量包装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面上已经出现很多婴儿用的敷料产品，贴在肚脐处，主要作用是防水、隔绝

细菌，敷料需要密封包装后进行销售，目前还没有一款专门用于敷料的包装设备，一些企业

采用其他类型的包装机来生产，具有以下几个问题：1、现有包装机的上料处需要人工送料，

劳动强度大，且制约了生产速度；2、现有包装机的热封装置通常加热时间不足，容易出现漏

袋导致次品率较高，若提高加热时间则又降低了生产效率；3、包装切片机构通常一次只能

切一片，制约了生产效率。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上述现有包装机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敷料批量包

装设备。

[0004] 本发明的具体方案是：一种敷料批量包装设备，包括装有敷料的送料装置、取料机

械手、输送装置、热封装置和切片装置，所述取料机械手设置在送料装置一侧，所述取料机

械手包括支架，支架下方设有真空泵，支架上端设有一框架，框架内设有一块封板，封板中

间设有通孔，封板一侧装有驱动电机，驱动电机的输出轴穿过通孔位于封板另一侧依次装

有圆盘A、定齿轮、圆盘B，定齿轮与封板固定连接，圆盘A与封板紧贴，封板与圆盘A接触的一

面靠送料装置一侧设有一段弧形槽，弧形槽上设有一抽气孔，所述真空泵通过管道连接抽

气孔，封板下端设有泄气孔，所述圆盘A上均布有三个通气孔，所述三个通气孔位于弧形槽

的圆周线上，圆盘B上对应三个通气孔处各装有一根插入所述通气孔的空心连接轴，圆盘A

和圆盘B通过空心连接轴连接构成转盘组，每根空心连接轴上装有一齿轮A，圆盘B上位于每

个齿轮A一侧装有一个与齿轮A啮合的齿轮B，每个齿轮B均与所述定齿轮啮合，每根空心连

接轴外端伸出圆盘B且装有一个吸盘支架，每个吸盘支架上装有一个气包，气包一侧通过管

道与空心连接轴连接，另一侧装有一排若干个吸盘；所述输送装置设置在吸盘支架下方，输

送装置末端依次装有所述热封装置和切片装置。

[0005] 本发明所述送料装置包括支架，支架两侧设有支板，两块支板之间沿长度方向装

有若干根导辊，导辊上方装有若干块与导辊垂直的导料板，每两块导料板之间形成导料槽，

导辊上位于导料槽底部装有皮带，位于最前端的导辊一端装有棘轮机构，支板上装有一个

驱动棘轮机构的驱动气缸。

[0006] 本发明所述棘轮机构包括与导辊轴固定连接的棘轮和设置在棘轮外圈的套环，套

环内壁铰接有一拨齿，套环外壁设有与所述驱动气缸连接的连杆。

[0007] 本发明所述支板前端装有一个龙门架，龙门架的横梁上设有长形通孔，长形通孔

内位于每个导料槽处装有一根调节螺杆，每根调节螺杆上装有锁紧螺母，每根调节螺杆底

部装有一块导料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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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本发明所述支架下方装有位置调整机构，位置调整机构包括一个固定架，固定架

顶部设有两条滑轨，滑轨上装有滑座，滑座上装有锁紧螺栓，滑座上还设有导向孔，导向孔

内装有与所述支架固定连接的导向杆，滑座中间装有与支架固定连接的升降螺杆，滑座上

装有与升降螺杆配合的锁紧螺母。

[0009] 本发明所述热封装置包括固定支架，固定支架顶部设置有两条滑轨，固定支架位

于滑轨两端各装有一个轴承座，两个轴承座内装有一根螺杆，固定支架上装有伺服电机，伺

服电机与所述螺杆传动连接，所述两条滑轨上装有一个滑座，滑座顶部装有一块垫板，滑座

上沿长度方向装有至少一个支架，每个支架上装有一个气缸，气缸的活塞杆竖直向下朝向

垫板且装有一块加热板，加热板内装有电阻丝，加热板一端装有与电阻丝连接的电线，所述

滑座底部设有一块支板，支板上设有内螺纹，所述螺杆与支板螺纹连接。

[0010] 本发明包括支架，其特征是：支架上端两侧设有支板，两块支板之间从前到后依次

装有纵向分割机构和横向切断机构，所述纵向分割机构包括安装在两块支板之间下端的转

轴A和上端的转轴B，转轴A上装有若干个导向轮，转轴B上对应每个导向轮处装有一个压轮，

其中位于中间的若干个压轮外圈上装有一圈环形刀片；所述横向切断机构包括上刀架和下

刀架，所述两块支板上均设置有上滑槽和下滑槽，上滑槽与下滑槽之间设有隔板，所述上刀

架安装在上滑槽内，所述下刀架安装在下滑槽内，支板上装有带动上刀架与下刀架做相对

运动的驱动机构。

[0011] 本发明所述驱动机构包括安装在两侧支板的上滑槽内位于上刀架上方的滑块和

安装在下滑槽内位于下刀架下方的滑块，每个滑块上装有套环，套环内装有转轮，两个转轮

之间装有一根偏心轴，偏心轴的轴心与转轮不同心，支板外侧装有与偏心轴连接的驱动电

机。

[0012] 本发明所述两根偏心轴上均装有齿轮，两个齿轮之间装有两个相互啮合的传动齿

轮A和传动齿轮B，传动齿轮A与位于上端的偏心轴的齿轮啮合，传动齿轮B与位于下端的偏

心轴的齿轮啮合。

[0013] 本发明所述弧形槽的弧度范围为120°~180°，弧形槽的最低点位于泄气孔一侧，弧

形槽与泄气孔之间设有隔板。

[0014] 本发明所述吸盘支架设有长形通孔，所述气包安装在长形通孔内，吸盘支架上位

于长形通孔两侧设有螺纹孔，螺纹孔内装有紧固螺钉，所述气包通过软管与空心连接轴连

接。

[0015] 本发明所述齿轮A和齿轮B的传动比为1:1，齿轮B与定齿轮的传动比是3:1。

[0016]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如下：将敷料一片一片堆叠成一横排放置在送料装置的各个导

料槽内，每个导料槽内在敷料后端放置一块压铁，送料时，驱动气缸不断动作带动套环往复

旋转，套环内的拨齿与棘轮配合动作，套环顺时针旋转时拨齿推动棘轮顺时针旋转一定角

度，套环逆时针旋转时拨齿移动到棘轮的前一个齿处，再次顺时针旋转时再带动棘轮顺时

针旋转，棘轮则带动皮带步进式旋转，按照生产节拍将敷料步进式向前送料；为了与其他机

构配合，设置位置调整机构可以调节支架的高度和前后位置；

开始包装工作时，开启驱动电机和真空泵，真空泵使封板与圆盘A之间的弧形槽内始终

保持负压状态，驱动电机使圆盘A和圆盘B同步旋转，圆盘B带动齿轮A和齿轮B沿定齿轮的圆

周公转，同时齿轮B带动空心连接轴和吸盘支架以空心连接轴轴线为轴心自转，当齿轮B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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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120°时，正好自转360°，齿轮B运动到弧形槽范围内时气包与弧形槽连通使吸盘形成负

压，运动到送料装置处时，带负压的吸盘将敷料吸到吸盘上即完成取料动作，然后吸着敷料

的吸盘随着齿轮B运动到圆盘B的最低点时气包与泄气孔连通，外界的空气进入气包使气压

平衡，敷料失去吸力在重力作用下落到运输装置上即完成放料动作，齿轮B继续公转到弧形

槽之前气包内均没有形成负压，直到再次运动到弧形槽范围内再次形成负压，继续公转时

循环取料、放料动作使敷料从送料装置上被一片一片的单独放置在输送装置上，通过输送

装置将一排若干个敷料输送到热封装置处；

进入热封装置之前通过覆膜卷在敷料的上下两层各铺设有一层包装袋膜，包装袋膜及

敷料一同从垫板上过线，前端通过滚筒驱动机构将包装袋一同向前拉，进行封装动作时，加

热板内的电阻丝始终通电加热，所有气缸同时动作将加热板压倒垫板上对前一批敷料的包

装膜进行热封，然后伺服电机驱动滑座跟随包装袋同步前进，通过程序控制其速度保持一

致，前进一端距离后前端的位置传感器检测到支板，气缸回缩同时伺服电机控制滑座反转

回到起始位置，后端的位置传感器检测到支板，气缸再次动作使加热板下压对后一批的敷

料包装袋进行热封，同时伺服电机再次使滑座向前与敷料及包装袋膜同步跟随移动，如此

循环动作；

热封工位完成封装动作使一排包装袋内有多个独立的敷料包装，包装袋整体通过牵拉

机构向前移动，包装袋从压轮与导向轮之间通过然后从上刀架与下刀架之间通过，通过压

轮时，位于中间的压轮外圈的环形刀片与对应的导向轮作用下将包装袋沿纵向分割，通过

后方的横向切断机构时，驱动机构使上刀架与下刀架不断做剪切动作，通过调节包装袋行

进速度与剪切频次可以使每次剪切位置位于包装袋封装条处从而形成一片一片独立的小

包装。

[0017] 本发明相比现有技术具有以下优点：1、取料、放料完全通过机械手自动完成，不需

要人工持续操作，解放了劳动力，提高了生产效率；2、设置齿轮A和齿轮B作为行星齿轮，使

吸盘支架在同时具有公转和自转，吸盘支架自转避免了吸盘在公转时触碰到送料装置上的

敷料将其挤掉导致无法正常吸住敷料；3、在线进行热封，避免中间过程接触敷料，避免敷料

被污染；封装时加热板同步跟随移动一段时间，增加了包装袋的热封时间，提高了封装效

果，避免漏袋现象；4、切片装置可一次分割若干排包装袋后切成单独的小片包装，提高了切

片效率，结构简单。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的立体视图；

图2是本发明取料机械手的主视图；

图3是图2的俯视图；

图4是图2的A-A视图；

图5是图4的B-B视图；

图6是图4的C-C视图；

图7是本发明热封装置的立体视图；

图8是图7的主视图；

图9是图7的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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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是本发明切片装置的立体视图a；

图11是本发明切片装置的立体视图b；

图12是图11的主视图；

图13是图12的D-D视图；

图14是本发明送料装置的主视图；

图15是图14的俯视图；

图16是图14的E-E视图；

图17是图14的F-F视图；

图中：1-取料机械手，101-支架，102-真空泵，103-框架，104-圆盘B，105-圆盘A，106-吸

盘支架，107-封板，171-弧形槽，172-泄气孔，173-抽气孔，108-定齿轮，109-空心连接轴，

110-气包，111-吸盘，114-齿轮A，115-齿轮B，116-驱动电机，,2-送料装置，201-锁紧螺母，

202-调节螺杆，203-导料压板，204-敷料，205-导料板，206-棘轮机构，261-连杆，262-套环，

263-棘轮，264-拨齿，207-导辊，208-皮带，209-滑座，210-导向杆，211-升降螺杆，212-龙门

架，213-支板，214-固定架，215-驱动气缸，3-运输装置，4-热封装置，401-固定支架，402-滑

轨，403-滑座，404-支架，405-垫板，406-加热板，407-导辊，408-气缸，409-螺杆，410-轴承

座，411-伺服电机，412-电线，413-支板，414-位置传感器，415-安装板，5-切片装置，501-支

架，502-支板，521-上滑槽，522-下滑槽，503-驱动电机，504-滑块，505-套环，506-转轮，

507-偏心轴，508-上刀架，509-转轴B，510-环形刀片，511-压轮，512-复位弹簧，513-传动齿

轮B，514-传动齿轮A，515-齿轮，516-转轴A，517-导向轮，518-下刀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参见图1-6，本实施例包括装有敷料的送料装置2、取料机械手1、输送装置3、热封

装置4和切片装置5，所述取料机械手1设置在送料装置2一侧，所述取料机械手1包括支架

101，支架101下方设有真空泵102，支架101上端设有一框架103，框架103内设有一块封板

107，封板107中间设有通孔，封板107一侧装有驱动电机116，驱动电机116的输出轴穿过通

孔位于封板107另一侧依次装有圆盘A105、定齿轮108、圆盘B104，定齿轮108与封板107固定

连接，圆盘A105与封板107紧贴，封板107与圆盘A105接触的一面靠送料装置2一侧设有一段

弧形槽171，弧形槽171上设有一抽气孔173，所述真空泵102通过管道连接抽气孔173，封板

107下端设有泄气孔172，所述圆盘A105上均布有三个通气孔，所述三个通气孔位于弧形槽

171的圆周线上，圆盘B104上对应三个通气孔处各装有一根插入所述通气孔的空心连接轴

109，圆盘A105和圆盘B104通过空心连接轴109连接构成转盘组，每根空心连接轴109上装有

一齿轮A114，圆盘B104上位于每个齿轮A114一侧装有一个与齿轮A114啮合的齿轮B115，每

个齿轮B115均与所述定齿轮108啮合，每根空心连接轴114外端伸出圆盘B104且装有一个吸

盘支架106，每个吸盘支架106上装有一个气包110，气包110一侧通过管道与空心连接轴114

连接，另一侧装有一排若干个吸盘111；所述输送装置3设置在吸盘支架106下方，输送装置3

末端依次装有所述热封装置4和切片装置5。

[0020] 参见图14-17，本实施例所述送料装置2包括支架，支架两侧设有支板213，两块支

板213之间沿长度方向装有若干根导辊207，导辊207上方装有若干块与导辊207垂直的导料

板205，每两块导料板205之间形成导料槽，导辊207上位于导料槽底部装有皮带208，皮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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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上放置堆叠成一横排的敷料204，位于最前端的导辊207一端装有棘轮机构206，支板213

上装有一个驱动棘轮机构206的驱动气缸215。

[0021] 本实施例所述棘轮机构206包括与导辊7轴固定连接的棘轮263和设置在棘轮263

外圈的套环262，套环262内壁铰接有一拨齿264，套环262外壁设有与所述驱动气缸215连接

的连杆261。

[0022] 本实施例所述支板213前端装有一个龙门架212，龙门架212的横梁上设有长形通

孔，长形通孔内位于每个导料槽处装有一根调节螺杆202，每根调节螺杆202上装有锁紧螺

母201，每根调节螺杆202底部装有一块导料压板203。

[0023] 本实施例所述支架下方装有位置调整机构，位置调整机构包括一个固定架214，固

定架214顶部设有两条滑轨，滑轨上装有滑座209，滑座209上装有锁紧螺栓，滑座209上还设

有导向孔，导向孔内装有与所述支架固定连接的导向杆210，滑座209中间装有与支架固定

连接的升降螺杆211，滑座209上装有与升降螺杆211配合的锁紧螺母。

[0024] 参见图7-9，本实施例所述热封装置4包括固定支架401，固定支架401顶部设置有

两条滑轨402，固定支架401位于滑轨402两端各装有一个轴承座410，两个轴承座410内装有

一根螺杆409，固定支架401上装有伺服电机411，伺服电机411与所述螺杆409传动连接，所

述两条滑轨402上装有一个滑座403，滑座403顶部装有一块垫板405，滑座403上沿长度方向

装有两个支架404，每个支架404上装有一个气缸408，气缸408的活塞杆竖直向下朝向垫板

405且装有一块加热板406，加热板406内装有电阻丝，加热板406一端装有与电阻丝连接的

电线412，所述滑座403底部设有一块支板413，支板413上设有内螺纹，所述螺杆409与支板

413螺纹连接。

[0025] 本实施例所述固定支架401上位于螺杆409和支板413下方设置有一块安装板415，

安装板415上装有三个位置传感器414分别对应支板413的前端极限位置、中间位置和后端

极限位置，所有位置传感器414均与伺服电机411电气连接。

[0026] 本实施例所述滑座403的前、后两端各装有一个导向机构，导向机构包括两个支

架，两个支架之间装有一个导辊407，导辊407的最高点与垫板405的板面在同一高度。

[0027] 参见图10-13，本实施例所述切片装置5包括支架501，支架501上端两侧设有支板

502，两块支板502之间从前到后依次装有纵向分割机构和横向切断机构，所述纵向分割机

构包括安装在两块支板502之间下端的转轴A516和上端的转轴B509，转轴A516上装有四个

导向轮517，转轴B上对应每个导向轮517处装有一个压轮511，其中位于中间的两个压轮511

外圈上装有一圈环形刀片510，对应的导向轮517外圈设有刀槽，压轮511与导向轮517紧贴；

所述横向切断机构包括上刀架508和下刀架518，所述两块支板502上均设置有上滑槽521和

下滑槽522，上滑槽521与下滑槽522之间设有隔板，所述上刀架508安装在上滑槽521内，所

述下刀架518安装在下滑槽522内，支板502上装有带动上刀架508与下刀架508做相对运动

的驱动机构。

[0028] 本实施例所述驱动机构包括安装在两侧支板502的上滑槽521内位于上刀架508上

方的滑块504和安装在下滑槽522内位于下刀架518下方的滑块504，每个滑块504上装有套

环505，套环505内装有转轮506，两个转轮506之间装有一根偏心轴507，偏心轴507的轴心与

转轮506不同心，支板502外侧装有与偏心轴507连接的驱动电机503。

[0029] 本实施例所述两根偏心轴507上均装有齿轮515，两个齿轮515之间装有两个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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啮合的传动齿轮A514和传动齿轮B513，传动齿轮A514与位于上端的偏心轴507的齿轮515啮

合，传动齿轮B513与位于下端的偏心轴507的齿轮515啮合。

[0030] 本实施例所述上刀架508与隔板之间装有复位弹簧512，下刀架518与隔板之间装

有复位弹簧512。

[0031] 本实施例所述转轴B509两端装有滑块，所述支板502上位于两个滑块处设有滑槽，

支板502位于滑槽顶部装有封板，封板上装有与滑块连接的螺杆和与螺杆连接的锁紧螺母。

[0032] 本实施例所述弧形槽171的弧度范围为120°~180°(本实施例具体是160°)，弧形槽

171的最低点位于泄气孔172一侧，弧形槽171与泄气孔172之间设有隔板。

[0033] 本实施例所述吸盘支架106设有长形通孔，所述气包110安装在长形通孔内，吸盘

支架106上位于长形通孔两侧设有螺纹孔，螺纹孔内装有紧固螺钉，所述气包110设有管接

头，管接头通过软管与空心连接轴109连接。

[0034] 本实施例所述齿轮A114和齿轮B115的传动比为1:1，齿轮B115与定齿轮108的传动

比是3:1即定齿轮108的齿数是齿轮B115齿数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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