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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烟用滤棒水杯固件添加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滤棒成型技术领域，提供一种烟

用滤棒水杯固件添加装置，包括振动盘理料机

构、直振排列机构、单排取料机构、空气送料机

构、等距上料机构，所述振动盘理料机构的料仓

内加入固态材料，振动盘理料机构与直振排列机

构相连，直振排列机构的通道末端与单排取料机

构相连，单排取料机构为曲柄滑块机构，滑块在

直振排列机构的通道末端与空气送料机构的入

口间往复运动，所述等距上料机构包括凸轮滑块

机构和拨料盘，等距上料机构的滑块从空气送料

机构的物料通道末端运动至拨料盘的物料入口，

将固态材料逐个推送至拨料盘内。本发明装置整

体可与滤棒成型设备对接，兼容性好，有效提高

含固态材料的滤棒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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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烟用滤棒水杯固件添加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振动盘理料机构、直振排列机

构、单排取料机构、空气送料机构、等距上料机构、集成电控柜、人机界面盒体、以及机架机

体，所述振动盘理料机构的料仓内加入固态材料，振动盘理料机构与直振排列机构相连，所

述直振排列机构包括一组整齐排列的直振通道，由直线振动器带动振动，所述直振排列机

构的通道末端与单排取料机构相连，所述单排取料机构为曲柄滑块机构，曲柄滑块机构的

滑块上设有取料槽，取料槽可盛取单排的多个固态材料，滑块在直振排列机构的通道末端

与空气送料机构的入口间往复运动，空气送料机构包括单一物料通道和设于物料通道入口

处的正压空气送料喷气头，所述等距上料机构包括凸轮滑块机构和拨料盘，凸轮滑块机构

的滑块在空气送料机构的物料通道末端与拨料盘的物料入口间往复运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烟用滤棒水杯固件添加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振动盘理料机

构、直振排列机构、单排取料机构、空气送料机构、等距上料机构、集成电控柜、人机界面盒

体均设置于机架机体上，整套添加装置集成于一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烟用滤棒水杯固件添加装置，其特征在于：通过等距上料机构

与滤棒成型设备对接，等距上料机构的拨料盘上物料位置与滤棒成型设备的负压皮带对

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烟用滤棒水杯固件添加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振动盘理料机

构的料仓设有物料传感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烟用滤棒水杯固件添加装置，其特征在于：设有两组振动盘理

料机构，每组振动盘理料机构有6道出料通道，一组直振排列机构对应一组振动盘理料机

构，均为6通道，一一对应。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烟用滤棒水杯固件添加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等距上料机构

设有两组凸轮滑块机构和一个拨料盘，两组凸轮滑块机构分别对应两组空气送料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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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烟用滤棒水杯固件添加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滤棒成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烟用滤棒水杯固件添加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伴随着近年的健康导向，吸烟者的嗜好由高焦油制品向低焦油制品过渡。如图1所

示，一种内含L-Cups水杯固件的烟用滤棒及卷烟，在滤棒中添加水杯形固件，水杯形固件如

图2所示，通过挤压可以将水杯固件中含有的去离子水浸润到滤棒的丝束中，可过滤大部分

的焦油和一氧化碳等颗粒物，降低危害，改善口感。

[0003] 但目前现有的往滤棒中添加爆珠的添加装置并不能适用于添加上述类型的固态

材料，因此，亟需一种烟用滤棒水杯固件添加装置，以提高此类滤棒产品的生产效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烟用滤棒水杯固件添加

装置，该装置整体可与滤棒成型设备对接，兼容性好，使用灵活，可添加水杯形的固态材料

技术规格为φ6.5-7mm，长度10mm，有效提高含固态材料的滤棒生产效率。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如下技术措施实现的。

[0006] 一种烟用滤棒水杯固件添加装置，包括振动盘理料机构、直振排列机构、单排取料

机构、空气送料机构、等距上料机构、集成电控柜、人机界面盒体、以及机架机体，所述振动

盘理料机构的料仓内加入固态材料，振动盘理料机构与直振排列机构相连，所述直振排列

机构包括一组整齐排列的直振通道，由直线振动器带动振动，所述直振排列机构的通道末

端与单排取料机构相连，所述单排取料机构为曲柄滑块机构，曲柄滑块机构的滑块上设有

取料槽，取料槽可盛取单排的多个固态材料，滑块在直振排列机构的通道末端与空气送料

机构的入口间往复运动，空气送料机构包括单一物料通道和设于物料通道入口处的正压空

气送料喷气头，单排取料机构的滑块从直振排列机构的通道末端运动至空气送料机构的入

口，单排的固态材料由正压空气一个一个吹送至空气送料机构的物料通道内，所述等距上

料机构包括凸轮滑块机构和拨料盘，凸轮滑块机构的滑块在空气送料机构的物料通道末端

与拨料盘的物料入口间往复运动，等距上料机构的滑块从空气送料机构的物料通道末端运

动至拨料盘的物料入口，将固态材料一个一个推送至拨料盘内。

[0007]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振动盘理料机构、直振排列机构、单排取料机构、空气送

料机构、等距上料机构、集成电控柜、人机界面盒体均设置于机架机体上，整套添加装置集

成于一体。

[0008]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通过等距上料机构与滤棒成型设备对接，等距上料机构的拨

料盘上物料位置与滤棒成型设备的负压皮带对齐。

[0009]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振动盘理料机构的料仓设有物料传感器。

[0010]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设有两组振动盘理料机构，每组振动盘理料机构有6道出料通

道，一组直振排列机构对应一组振动盘理料机构，均为6通道，一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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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等距上料机构设有两组凸轮滑块机构和一个拨料盘，两

组凸轮滑块机构分别对应两组空气送料机构。

[0012] 本发明烟草滤棒固态材料添加装置，该装置整体可与滤棒成型设备对接，兼容性

好，使用灵活，无需添加固态材料时可移走，需添加时能快速定位；具有物料自动整理排列

功能，能按要求设计物料出料姿态、现行方向和出料速度，可添加固态材料技术规格为φ

6.5-7mm，长度10mm。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内含水杯固件的烟用滤棒及卷烟的示意图。

[0014] 图2为水杯固件的示意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添加装置的实施例示意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中单排取料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为本发明中等距上料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其中：振动盘理料机构1、直振排列机构2、单排取料机构3、空气送料机构4、等距上

料机构5、集成电控柜6、曲柄滑块机构的滑块31、取料槽32、空气送料机构的物料通道41、凸

轮滑块机构的滑块51、拨料盘52。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实施例及附图更详细阐明本发明，但实施例并不限制本发明。

[0020] 如图3所示，本实施例一种烟草滤棒固态材料添加装置，包括振动盘理料机构1、直

振排列机构2、单排取料机构3、空气送料机构4、等距上料机构5、集成电控柜6、人机界面盒

体、以及机架机体。

[0021] 本实施例中设有两组振动盘理料机构1，每组振动盘理料机构1有6道出料通道，工

作人员将固态材料（来料箱装或者袋装均可）分别加入到振动盘理料机构1的料仓内，固态

材料外形尺寸为φ6.5-7mm，长度10mm。两组振动盘理料机构整理的物料方向共线，若物料

无方向要求，则两组整理物料的方向相同；若有物料正反要求，则两组整理物料的方向相

反。振动盘理料机构1的理料速度为单道2粒/秒，则整套装置的理料速度为2*2*6=24粒/秒。

[0022] 振动盘理料机构1与直振排列机构2相连，由振动盘理料机构1整理好姿态的物料

进入直振排列机构2，所述直振排列机构2为一组整齐排列的直振通道，由直线振动器带动

振动，一组直振排列机构2对应一组振动盘理料机构1，均为6通道，一一对应。不等速进入直

振通道的物料被直振排列机构2进行加速排列，使6个纵向通道的物料排列成整齐的横向，

每一横向均有6粒物料。

[0023] 所述直振排列机构2的通道末端与单排取料机构3相连。如图4所示，所述单排取料

机构3为曲柄滑块机构，曲柄滑块机构的滑块31上设有取料槽32，取料槽32刚好可以盛取单

排的6个固态材料。单排取料机构3的每一次冲程，滑块取料槽从直振排列机构2取走一横向

排列的6粒固态材料，滑块从直振排列机构2的通道末端运动至空气送料机构4的入口，单排

的固态材料由正压空气一个一个吹送至空气送料机构的物料通道41内，每组空气送料机构

4仅有1道通道，单排取料机构3的取料速度可调，可以根据生产要求进行设置，但最高不超

过2冲程/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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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空气送料机构4从单排取料机构3获取单排6粒物料，形成一个纵队，这样就使固态

材料在通道里形成一个一个排列的固定姿态和方向。

[0025] 如图5所示，所述等距上料机构5为两组凸轮滑块机构和一个拨料盘，凸轮滑块机

构的滑块51从空气送料机构的物料通道41末端运动至拨料盘52的物料入口，将固态材料从

空气送料机构的物料通道41一个一个推送至拨料盘52中。两组凸轮滑块机构分别对应两组

空气送料机构4，凸轮滑块机构每圈一个冲程，最快不超过12冲程/秒。每一个冲程将一个固

态材料送入拨料盘52的一个料位，拨料盘52转动过程中，一边将固态材料带走，一边将固态

材料等距同姿态的放到成型设备的负压皮带上。

[0026] 所述振动盘理料机构1、直振排列机构2、单排取料机构3、空气送料机构4、等距上

料机构5、集成电控柜6、人机界面盒体均设置于机架机体上，整套添加装置集成于一体，机

架安装有4组脚轮脚杯，方便人工随时定位、随时移走。

[0027] 添加装置通过等距上料机构与滤棒成型设备对接，生产需要时，工作人员将添加

装置推至合适位置并进行定位固定，使等距上料机构的拨料盘52上物料位置与滤棒成型设

备的负压皮带按指定参数对齐，并将快插电气接头插入滤棒成型设备组的指定端口，完成

生产准备。

[0028] 所述振动盘理料机构1的料仓设有物料传感器，实时检测余量情况，余料到达设定

值时系统自动报警，提醒工作人员添加物料。

[0029] 综上，本发明添加装置采用独立式设计思路，所有执行组件及控制系统均集成一

体，电气快插及机械快换，可与ZL22/YJ21成型设备快速定位、对接。具有物料自动整理排列

功能，能按要求设计物料出料姿态、现行方向和出料速度，适应物料规格φ6.5-7mm，长度

10mm。

[0030] 本说明书中未作详细描述的内容，属于本专业技术人员公知的现有技术。

[0031] 上述实施例仅是为了便于详细阐明本发明，并不仅仅局限于例子，只要在本权利

书要求的范围内，或本领域内的技术人员在不偏离本发明范围和精神进行的各种修改和变

化都属于该专利的保护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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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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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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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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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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