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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沐浴露，尤其涉及一种花瓣

叶沐浴露的灌装设备。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是提供一种花瓣叶沐浴露的灌装设备。一种花瓣

叶沐浴露的灌装设备，包括主框体、内部传送机

构、底脚支架、控制显示屏、加压推送动力机构、

花瓣无损添加机构、灌装控制装置、定时器和瓶

体，所述主框体底端与内部传送机构相连接，所

述主框体顶端左中部设置有加压推送动力机构，

所述主框体顶端左中部设置有花瓣无损添加机

构，并且花瓣无损添加机构顶端与加压推送动力

机构相连接，本发明达到了花瓣和沐浴露分管添

加，灌装口混合进瓶，灌装成品沐浴露花瓣无折

损的效果。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8页  附图4页

CN 110589738 A

2019.12.20

CN
 1
10
58
97
38
 A



1.一种花瓣叶沐浴露的灌装设备，包括主框体(1)、内部传送机构(2)和底脚支架(3)，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控制显示屏(4)、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灌装控

制装置(7)、定时器(8)和瓶体(9)，所述主框体(1)底端与内部传送机构(2)相连接，所述主

框体(1)顶端左中部设置有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所述主框体(1)顶端左中部设置有花瓣

无损添加机构(6)，并且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顶端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所述内

部传送机构(2)底端与底脚支架(3)相连接，所述内部传送机构(2)底端左中部设置有控制

显示屏(4)，所述内部传送机构(2)顶端设置有瓶体(9)，并且瓶体(9)顶端与花瓣无损添加

机构(6)相连接，所述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底端中部设置有灌装控制装置(7)，并且灌装控

制装置(7)底端左右两侧与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相连接，所述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底端

右侧设置有定时器(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花瓣叶沐浴露的灌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压推送动

力机构(5)包括沐浴露乳液送料舱(501)、进料口(502)、加压送料梯形板(503)、推进连接板

(504)、水平固定板(505)、电机(506)、第一传动轮(507)、第二传动轮(508)、第三传动轮

(509)、第四传动轮(5010)、第五传动轮(5011)、第六传动轮(5012)、第一丝杆(5013)、第七

传动轮(5014)、第八传动轮(5015)和第二丝杆(5016)，所述沐浴露乳液送料舱(501)右端中

下部设置有进料口(502)，所述沐浴露乳液送料舱(501)内中部设置有加压送料梯形板

(503)，所述沐浴露乳液送料舱(501)左端中部设置有电机(506)，所述加压送料梯形板

(503)顶端右侧与推进连接板(504)相连接，所述推进连接板(504)顶端与水平固定板(505)

相连接，所述电机(506)顶端中部与第一传动轮(507)进行转动连接，所述第一传动轮(507)

右端通过皮带与第二传动轮(508)进行传动连接，所述第二传动轮(508)右端通过皮带与第

三传动轮(509)进行传动连接，所述第三传动轮(509)外表面顶端通过皮带与第四传动轮

(5010)进行传动连接，所述第三传动轮(509)顶端中部与第一丝杆(5013)进行转动连接，并

且第一丝杆(5013)外表面底端与沐浴露乳液送料舱(501)相连接，第四传动轮(5010)外表

面中部通过皮带与第五传动轮(5011)进行传动连接，所述第四传动轮(5010)外表面底端通

过皮带与第六传动轮(5012)进行传动连接，所述第一丝杆(5013)顶端与第七传动轮(5014)

进行转动连接，所述第七传动轮(5014)右端通过皮带与第八传动轮(5015)进行传动连接，

所述第八传动轮(5015)底端中部与第二丝杆(5016)进行转动连接，并且第二丝杆(5016)外

表面底端与沐浴露乳液送料舱(501)相连接，所述沐浴露乳液送料舱(501)底端右侧与定时

器(8)相连接，所述沐浴露乳液送料舱(501)内中部与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相连接，所述沐

浴露乳液送料舱(501)左端中部和右端底部与主框体(1)相连接，所述沐浴露乳液送料舱

(501)底端与灌装控制装置(7)相连接，所述加压送料梯形板(503)内左侧和内右侧与花瓣

无损添加机构(6)相连接，所述第五传动轮(5011)底端中部与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相连

接，所述第六传动轮(5012)底端中部与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相连接，所述沐浴露乳液送料

舱(501)底端与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相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花瓣叶沐浴露的灌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花瓣无损添

加机构(6)包括第一送料管(601)、第一花瓣进口(602)、第二送料管(603)、第二花瓣进口

(604)、第一绞龙(605)、第二绞龙(606)、第一乳液加压锥形管(607)、第二乳液加压锥形管

(608)、第一红外检测器(609)和第二红外检测器(6010)，所述第一送料管(601)顶端左侧设

置有第一花瓣进口(602)，所述第一送料管(601)右方设置有第二送料管(603)，所述第一送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0589738 A

2



料管(601)内部设置有第一绞龙(605)，所述第二送料管(603)顶端右侧设置有第二花瓣进

口(604)，所述第二送料管(603)内部设置有第二绞龙(606)，所述第一绞龙(605)底端与第

一乳液加压锥形管(607)相连接，所述第二绞龙(606)底端与第二乳液加压锥形管(608)相

连接，所述第一乳液加压锥形管(607)左端中下部设置有第一红外检测器(609)，所述第二

乳液加压锥形管(608)右端中下部设置有第二红外检测器(6010)，所述第一送料管(601)外

侧中上部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所述第二送料管(603)外侧中上部与加压推送动

力机构(5)相连接，所述第一绞龙(605)顶端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所述第二绞龙

(606)顶端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所述第一乳液加压锥形管(607)顶端与加压推

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所述第二乳液加压锥形管(608)顶端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

接，所述第一乳液加压锥形管(607)底端与瓶体(9)相连接，所述第二乳液加压锥形管(608)

底端与瓶体(9)相连，所述第一红外检测器(609)右上方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所

述第二红外检测器(6010)左上方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花瓣叶沐浴露的灌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灌装控制装

置(7)包括第一锥齿轮(701)、第二锥齿轮(702)、星形齿轮(703)、传动齿轮(704)、联动轮

(705)、异形转轮(706)、联动框(707)、联动杆(708)、分叉式支架(709)、主转杆(7010)、第一

滑动杆(7011)和第二滑动杆(7012)，所述第一锥齿轮(701)底端前侧与第二锥齿轮(702)互

相啮合，所述第二锥齿轮(702)前端中部与星形齿轮(703)进行转动连接，所述星形齿轮

(703)底端与传动齿轮(704)互相啮合，所述传动齿轮(704)右端通过皮带与联动轮(705)进

行传动连接，所述联动轮(705)前端中下部与异形转轮(706)相连接，所述异形转轮(706)外

表面顶端和底端与联动框(707)进行传动连接，所述联动框(707)底端中部与联动杆(708)

相连接，所述联动杆(708)外表面中部与分叉式支架(709)进行滑动连接，所述联动杆(708)

底端与主转杆(7010)相连接，所述主转杆(7010)左端与第一滑动杆(7011)进行转动连接，

所述主转杆(7010)右端与第二滑动杆(7012)进行转动连接，所述第一锥齿轮(701)顶端中

部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所述第二锥齿轮(702)后端中部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

(5)相连接，所述传动齿轮(704)后端中部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所述联动轮

(705)后端中部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所述分叉式支架(709)左右两端与加压推

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所述第一滑动杆(7011)左端与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相连接，所述

第二滑动杆(7012)右端与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相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花瓣叶沐浴露的灌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沐浴露乳液

送料舱(501)内底端左右两侧设置为水平角度为三十度的直角三角形形状，并且其形状与

加压送料梯形板(503)底端形状相匹配。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花瓣叶沐浴露的灌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锥齿轮

(701)顶端中部与之连接的转轴杆具有伸缩性。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花瓣叶沐浴露的灌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乳液加

压锥形管(607)和第二乳液加压锥形管(608)底端均设置有矩形开槽。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花瓣叶沐浴露的灌装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四传动轮

(5010)、第五传动轮(5011)和第六传动轮(5012)皮带连接几何关系在竖直方向上呈等腰三

角形形状。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0589738 A

3



一种花瓣叶沐浴露的灌装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沐浴露，尤其涉及一种花瓣叶沐浴露的灌装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沐浴露又称沐浴乳，是指洗澡时使用的一种液体清洗剂，是一种现代人常见的清

洁用品，沐浴露接触人们肌肤时并不会有像香皂那样硬梆梆的感觉，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沐浴露逐渐替代香皂成为人们洗浴用品的首选。

[0003] 中国专利CN109820784A针对已有的目前人们常使用的沐浴露含有大量的石油烃

类化学表面活性剂制备而成，长期使用不利于身体健康的问题，公开了一种花瓣沐浴露及

其制备方法，其通过利用花瓣原料制备沐浴露的方式克服了目前人们常使用的沐浴露含有

大量的石油烃类化学表面活性剂制备而成，长期使用不利于身体健康的问题，但由于花瓣

在灌装时会由于灌装机械而造成花瓣破损，从而会导致沐浴露成品花瓣破碎，影响沐浴露

质量和沐浴露对人体肌肤的触感的问题。

[0004] 综上，目前需要研发一种能够保持花瓣完整性的灌装设备，来克服现有技术中花

瓣在灌装时会由于灌装机械而造成花瓣破损，从而会导致沐浴露成品花瓣破碎，影响沐浴

露质量和沐浴露对人体肌肤的触感，影响花瓣沐浴露的美观性和使用体验的缺点。

发明内容

[0005] (1)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6] 本发明为了克服花瓣在灌装时会由于灌装机械而造成花瓣破损，从而会导致沐浴

露成品花瓣破碎，影响沐浴露质量和沐浴露对人体肌肤的触感，影响花瓣沐浴露的美观性

和使用体验的缺点，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花瓣叶沐浴露的灌装设备。

[0007] 本发明由以下具体技术手段所达成：

[0008] 一种花瓣叶沐浴露的灌装设备，包括主框体、内部传送机构、底脚支架、控制显示

屏、加压推送动力机构、花瓣无损添加机构、灌装控制装置、定时器和瓶体，所述主框体底端

与内部传送机构相连接，所述主框体顶端左中部设置有加压推送动力机构，所述主框体顶

端左中部设置有花瓣无损添加机构，并且花瓣无损添加机构顶端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相连

接，所述内部传送机构底端与底脚支架相连接，所述内部传送机构底端左中部设置有控制

显示屏，所述内部传送机构顶端设置有瓶体，并且瓶体顶端与花瓣无损添加机构相连接，所

述加压推送动力机构底端中部设置有灌装控制装置，并且灌装控制装置底端左右两侧与花

瓣无损添加机构相连接，所述加压推送动力机构底端右侧设置有定时器。

[0009] 优选地，所述加压推送动力机构包括沐浴露乳液送料舱、进料口、加压送料梯形

板、推进连接板、水平固定板、电机、第一传动轮、第二传动轮、第三传动轮、第四传动轮、第

五传动轮、第六传动轮、第一丝杆、第七传动轮、第八传动轮和第二丝杆，所述沐浴露乳液送

料舱右端中下部设置有进料口，所述沐浴露乳液送料舱内中部设置有加压送料梯形板，所

述沐浴露乳液送料舱左端中部设置有电机，所述加压送料梯形板顶端右侧与推进连接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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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所述推进连接板顶端与水平固定板相连接，所述电机顶端中部与第一传动轮进行转

动连接，所述第一传动轮右端通过皮带与第二传动轮进行传动连接，所述第二传动轮右端

通过皮带与第三传动轮进行传动连接，所述第三传动轮外表面顶端通过皮带与第四传动轮

进行传动连接，所述第三传动轮顶端中部与第一丝杆进行转动连接，并且第一丝杆外表面

底端与沐浴露乳液送料舱相连接，第四传动轮外表面中部通过皮带与第五传动轮进行传动

连接，所述第四传动轮外表面底端通过皮带与第六传动轮进行传动连接，所述第一丝杆顶

端与第七传动轮进行转动连接，所述第七传动轮右端通过皮带与第八传动轮进行传动连

接，所述第八传动轮底端中部与第二丝杆进行转动连接，并且第二丝杆外表面底端与沐浴

露乳液送料舱相连接，所述沐浴露乳液送料舱底端右侧与定时器相连接，所述沐浴露乳液

送料舱内中部与花瓣无损添加机构相连接，所述沐浴露乳液送料舱左端中部和右端底部与

主框体相连接，所述沐浴露乳液送料舱底端与灌装控制装置相连接，所述加压送料梯形板

内左侧和内右侧与花瓣无损添加机构相连接，所述第五传动轮底端中部与花瓣无损添加机

构相连接，所述第六传动轮底端中部与花瓣无损添加机构相连接，所述沐浴露乳液送料舱

底端与花瓣无损添加机构相连接。

[0010] 优选地，所述花瓣无损添加机构包括第一送料管、第一花瓣进口、第二送料管、第

二花瓣进口、第一绞龙、第二绞龙、第一乳液加压锥形管、第二乳液加压锥形管、第一红外检

测器和第二红外检测器，所述第一送料管顶端左侧设置有第一花瓣进口，所述第一送料管

右方设置有第二送料管，所述第一送料管内部设置有第一绞龙，所述第二送料管顶端右侧

设置有第二花瓣进口，所述第二送料管内部设置有第二绞龙，所述第一绞龙底端与第一乳

液加压锥形管相连接，所述第二绞龙底端与第二乳液加压锥形管相连接，所述第一乳液加

压锥形管左端中下部设置有第一红外检测器，所述第二乳液加压锥形管右端中下部设置有

第二红外检测器，所述第一送料管外侧中上部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相连接，所述第二送料

管外侧中上部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相连接，所述第一绞龙顶端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相连

接，所述第二绞龙顶端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相连接，所述第一乳液加压锥形管顶端与加压

推送动力机构相连接，所述第二乳液加压锥形管顶端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相连接，所述第

一乳液加压锥形管底端与瓶体相连接，所述第二乳液加压锥形管底端与瓶体相连，所述第

一红外检测器右上方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相连接，所述第二红外检测器左上方与加压推送

动力机构相连接。

[0011] 优选地，所述灌装控制装置包括第一锥齿轮、第二锥齿轮、星形齿轮、传动齿轮、联

动轮、异形转轮、联动框、联动杆、分叉式支架、主转杆、第一滑动杆和第二滑动杆，所述第一

锥齿轮底端前侧与第二锥齿轮互相啮合，所述第二锥齿轮前端中部与星形齿轮进行转动连

接，所述星形齿轮底端与传动齿轮互相啮合，所述传动齿轮右端通过皮带与联动轮进行传

动连接，所述联动轮前端中下部与异形转轮相连接，所述异形转轮外表面顶端和底端与联

动框进行传动连接，所述联动框底端中部与联动杆相连接，所述联动杆外表面中部与分叉

式支架进行滑动连接，所述联动杆底端与主转杆相连接，所述主转杆左端与第一滑动杆进

行转动连接，所述主转杆右端与第二滑动杆进行转动连接，所述第一锥齿轮顶端中部与加

压推送动力机构相连接，所述第二锥齿轮后端中部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相连接，所述传动

齿轮后端中部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相连接，所述联动轮后端中部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相连

接，所述分叉式支架左右两端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相连接，所述第一滑动杆左端与花瓣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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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添加机构相连接，所述第二滑动杆右端与花瓣无损添加机构相连接。

[0012] 优选地，所述沐浴露乳液送料舱内底端左右两侧设置为水平角度为三十度的直角

三角形形状，并且其形状与加压送料梯形板底端形状相匹配。

[0013] 优选地，所述第一锥齿轮顶端中部与之连接的转轴杆具有伸缩性。

[0014] 优选地，所述第一乳液加压锥形管和第二乳液加压锥形管底端均设置有矩形开

槽。

[0015] 优选地，所述第四传动轮、第五传动轮和第六传动轮皮带连接几何关系在竖直方

向上呈等腰三角形形状。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7] 为解决现有技术发明花瓣叶沐浴露的灌装设备在花瓣在灌装时会由于灌装机械

而造成花瓣破损，从而会导致沐浴露成品花瓣破碎，影响沐浴露质量和沐浴露对人体肌肤

的触感，影响花瓣沐浴露的美观性和使用体验的问题，设计了加压推送动力机构、花瓣无损

添加机构和灌装控制装置，使用时通过加压推送动力机构加压添加沐浴露乳液，同时花瓣

无损添加机构配合添加花瓣进行混合灌装，最后通过灌装控制装置控制单次灌装的开始和

结束，实现了花瓣和沐浴露分管添加，灌装口混合进瓶，灌装成品沐浴露花瓣无折损的效

果。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的加压推送动力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的花瓣无损添加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的灌装控制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中的标记为：1-主框体，2-内部传送机构，3-底脚支架，4-控制显示屏，5-加压

推送动力机构，6-花瓣无损添加机构，7-灌装控制装置，8-定时器，9-瓶体，501-沐浴露乳液

送料舱，502-进料口，503-加压送料梯形板，504-推进连接板，505-水平固定板，506-电机，

507-第一传动轮，508-第二传动轮，509-第三传动轮，5010-第四传动轮，5011-第五传动轮，

5012-第六传动轮，5013-第一丝杆，5014-第七传动轮，5015-第八传动轮，5016-第二丝杆，

601-第一送料管，602-第一花瓣进口，603-第二送料管，604-第二花瓣进口，605-第一绞龙，

606-第二绞龙，607-第一乳液加压锥形管，608-第二乳液加压锥形管，609-第一红外检测

器，6010-第二红外检测器，701-第一锥齿轮，702-第二锥齿轮，703-星形齿轮，704-传动齿

轮，705-联动轮，706-异形转轮，707-联动框，708-联动杆，709-分叉式支架，7010-主转杆，

7011-第一滑动杆，7012-第二滑动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4] 实施例

[0025] 一种花瓣叶沐浴露的灌装设备，如图1-4所示，包括主框体1、内部传送机构2、底脚

支架3、控制显示屏4、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灌装控制装置7、定时器8和

瓶体9，所述主框体1底端与内部传送机构2相连接，所述主框体1顶端左中部设置有加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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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动力机构5，所述主框体1顶端左中部设置有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并且花瓣无损添加机构

6顶端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所述内部传送机构2底端与底脚支架3相连接，所述内

部传送机构2底端左中部设置有控制显示屏4，所述内部传送机构2顶端设置有瓶体9，并且

瓶体9顶端与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相连接，所述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底端中部设置有灌装控

制装置7，并且灌装控制装置7底端左右两侧与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相连接，所述加压推送动

力机构5底端右侧设置有定时器8。

[0026] 所述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包括沐浴露乳液送料舱501、进料口502、加压送料梯形板

503、推进连接板504、水平固定板505、电机506、第一传动轮507、第二传动轮508、第三传动

轮509、第四传动轮5010、第五传动轮5011、第六传动轮5012、第一丝杆5013、第七传动轮

5014、第八传动轮5015和第二丝杆5016，所述沐浴露乳液送料舱501右端中下部设置有进料

口502，所述沐浴露乳液送料舱501内中部设置有加压送料梯形板503，所述沐浴露乳液送料

舱501左端中部设置有电机506，所述加压送料梯形板503顶端右侧与推进连接板504相连

接，所述推进连接板504顶端与水平固定板505相连接，所述电机506顶端中部与第一传动轮

507进行转动连接，所述第一传动轮507右端通过皮带与第二传动轮508进行传动连接，所述

第二传动轮508右端通过皮带与第三传动轮509进行传动连接，所述第三传动轮509外表面

顶端通过皮带与第四传动轮5010进行传动连接，所述第三传动轮509顶端中部与第一丝杆

5013进行转动连接，并且第一丝杆5013外表面底端与沐浴露乳液送料舱501相连接，第四传

动轮5010外表面中部通过皮带与第五传动轮5011进行传动连接，所述第四传动轮5010外表

面底端通过皮带与第六传动轮5012进行传动连接，所述第一丝杆5013顶端与第七传动轮

5014进行转动连接，所述第七传动轮5014右端通过皮带与第八传动轮5015进行传动连接，

所述第八传动轮5015底端中部与第二丝杆5016进行转动连接，并且第二丝杆5016外表面底

端与沐浴露乳液送料舱501相连接，所述沐浴露乳液送料舱501底端右侧与定时器8相连接，

所述沐浴露乳液送料舱501内中部与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相连接，所述沐浴露乳液送料舱

501左端中部和右端底部与主框体1相连接，所述沐浴露乳液送料舱501底端与灌装控制装

置7相连接，所述加压送料梯形板503内左侧和内右侧与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相连接，所述第

五传动轮5011底端中部与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相连接，所述第六传动轮5012底端中部与花

瓣无损添加机构6相连接，所述沐浴露乳液送料舱501底端与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相连接。

[0027] 所述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包括第一送料管601、第一花瓣进口602、第二送料管603、

第二花瓣进口604、第一绞龙605、第二绞龙606、第一乳液加压锥形管607、第二乳液加压锥

形管608、第一红外检测器609和第二红外检测器6010，所述第一送料管601顶端左侧设置有

第一花瓣进口602，所述第一送料管601右方设置有第二送料管603，所述第一送料管601内

部设置有第一绞龙605，所述第二送料管603顶端右侧设置有第二花瓣进口604，所述第二送

料管603内部设置有第二绞龙606，所述第一绞龙605底端与第一乳液加压锥形管607相连

接，所述第二绞龙606底端与第二乳液加压锥形管608相连接，所述第一乳液加压锥形管607

左端中下部设置有第一红外检测器609，所述第二乳液加压锥形管608右端中下部设置有第

二红外检测器6010，所述第一送料管601外侧中上部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所述第

二送料管603外侧中上部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所述第一绞龙605顶端与加压推送

动力机构5相连接，所述第二绞龙606顶端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所述第一乳液加压

锥形管607顶端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所述第二乳液加压锥形管608顶端与加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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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所述第一乳液加压锥形管607底端与瓶体9相连接，所述第二乳液加压

锥形管608底端与瓶体9相连，所述第一红外检测器609右上方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

接，所述第二红外检测器6010左上方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

[0028] 所述灌装控制装置7包括第一锥齿轮701、第二锥齿轮702、星形齿轮703、传动齿轮

704、联动轮705、异形转轮706、联动框707、联动杆708、分叉式支架709、主转杆7010、第一滑

动杆7011和第二滑动杆7012，所述第一锥齿轮701底端前侧与第二锥齿轮702互相啮合，所

述第二锥齿轮702前端中部与星形齿轮703进行转动连接，所述星形齿轮703底端与传动齿

轮704互相啮合，所述传动齿轮704右端通过皮带与联动轮705进行传动连接，所述联动轮

705前端中下部与异形转轮706相连接，所述异形转轮706外表面顶端和底端与联动框707进

行传动连接，所述联动框707底端中部与联动杆708相连接，所述联动杆708外表面中部与分

叉式支架709进行滑动连接，所述联动杆708底端与主转杆7010相连接，所述主转杆7010左

端与第一滑动杆7011进行转动连接，所述主转杆7010右端与第二滑动杆7012进行转动连

接，所述第一锥齿轮701顶端中部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所述第二锥齿轮702后端中

部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所述传动齿轮704后端中部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

所述联动轮705后端中部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所述分叉式支架709左右两端与加

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所述第一滑动杆7011左端与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相连接，所述第

二滑动杆7012右端与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相连接。

[0029] 所述沐浴露乳液送料舱501内底端左右两侧设置为水平角度为三十度的直角三角

形形状，并且其形状与加压送料梯形板503底端形状相匹配。

[0030] 所述第一锥齿轮701顶端中部与之连接的转轴杆具有伸缩性。

[0031] 所述第一乳液加压锥形管607和第二乳液加压锥形管608底端均设置有矩形开槽。

[0032] 所述第四传动轮5010、第五传动轮5011和第六传动轮5012皮带连接几何关系在竖

直方向上呈等腰三角形形状。

[0033] 一种花瓣叶沐浴露的灌装设备，包括主框体1、内部传送机构2、底脚支架3、控制显

示屏4、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灌装控制装置7、定时器8和瓶体9，所述主

框体1底端与内部传送机构2相连接，所述主框体1顶端左中部设置有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

所述主框体1顶端左中部设置有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并且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顶端与加压

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所述内部传送机构2底端与底脚支架3相连接，所述内部传送机构2

底端左中部设置有控制显示屏4，所述内部传送机构2顶端设置有瓶体9，并且瓶体9顶端与

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相连接，所述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底端中部设置有灌装控制装置7，并且

灌装控制装置7底端左右两侧与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相连接，所述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底端

右侧设置有定时器8。

[0034] 使用时，首先将花瓣叶沐浴露的灌装设备固定在沐浴露生产灌装线最后的灌装位

置，然后接通电源，打开控制显示屏4，并使用定时器8设置合适的单次灌装时间，然后通过

控制显示屏4接通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的动力机构，同时将生产配料完毕的沐浴露加入加压

推送动力机构5内部，同时，将足量花瓣加入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内部，达到其与沐浴露乳液

混合加入的效果，最后通过灌装控制装置7根据定时器8设定的时间完成对瓶体9的灌装，本

装置使用方便，可以将花瓣没有折损的与沐浴露乳液混合，保证了花瓣的完整性。

[0035] 所述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包括沐浴露乳液送料舱501、进料口502、加压送料梯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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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推进连接板504、水平固定板505、电机506、第一传动轮507、第二传动轮508、第三传动

轮509、第四传动轮5010、第五传动轮5011、第六传动轮5012、第一丝杆5013、第七传动轮

5014、第八传动轮5015和第二丝杆5016，所述沐浴露乳液送料舱501右端中下部设置有进料

口502，所述沐浴露乳液送料舱501内中部设置有加压送料梯形板503，所述沐浴露乳液送料

舱501左端中部设置有电机506，所述加压送料梯形板503顶端右侧与推进连接板504相连

接，所述推进连接板504顶端与水平固定板505相连接，所述电机506顶端中部与第一传动轮

507进行转动连接，所述第一传动轮507右端通过皮带与第二传动轮508进行传动连接，所述

第二传动轮508右端通过皮带与第三传动轮509进行传动连接，所述第三传动轮509外表面

顶端通过皮带与第四传动轮5010进行传动连接，所述第三传动轮509顶端中部与第一丝杆

5013进行转动连接，并且第一丝杆5013外表面底端与沐浴露乳液送料舱501相连接，第四传

动轮5010外表面中部通过皮带与第五传动轮5011进行传动连接，所述第四传动轮5010外表

面底端通过皮带与第六传动轮5012进行传动连接，所述第一丝杆5013顶端与第七传动轮

5014进行转动连接，所述第七传动轮5014右端通过皮带与第八传动轮5015进行传动连接，

所述第八传动轮5015底端中部与第二丝杆5016进行转动连接，并且第二丝杆5016外表面底

端与沐浴露乳液送料舱501相连接，所述沐浴露乳液送料舱501底端右侧与定时器8相连接，

所述沐浴露乳液送料舱501内中部与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相连接，所述沐浴露乳液送料舱

501左端中部和右端底部与主框体1相连接，所述沐浴露乳液送料舱501底端与灌装控制装

置7相连接，所述加压送料梯形板503内左侧和内右侧与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相连接，所述第

五传动轮5011底端中部与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相连接，所述第六传动轮5012底端中部与花

瓣无损添加机构6相连接，所述沐浴露乳液送料舱501底端与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相连接。

[0036] 当沐浴露乳液从进料口502加入后，同时电机506转动带动其顶端与之转动连接的

第一传动轮507，第一传动轮507右端通过皮带带动第二传动轮508转动，然后第二传动轮

508右端通过皮带带动第三传动轮509转动，然后第三传动轮509右端通过皮带带动第四传

动轮5010转动，然后第四传动轮5010通过皮带带动第五传动轮5011转动，第三传动轮509顶

端中部带动第一丝杆5013进行转动，然后第一丝杆5013顶端带动第七传动轮5014转动，进

而带动第八传动轮5015转动，然后第八传动轮5015带动其底端的第二丝杆5016进行转动，

在第一丝杆5013和第二丝杆5016与沐浴露乳液送料舱501顶端开口的作用下，第一丝杆

5013和第二丝杆5016带动水平固定板505向下移动，进而通过推进连接板504带动加压送料

梯形板503向下移动，进而给沐浴露乳液送料舱501底端的沐浴露加压，使其通过管道进入

瓶体9，同时第四传动轮5010通过皮带带动第五传动轮5011和第六传动轮5012转动，进而带

动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的运动，在使用时可以快速加压，使粘稠的沐浴露乳液进入灌装通

道。

[0037] 所述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包括第一送料管601、第一花瓣进口602、第二送料管603、

第二花瓣进口604、第一绞龙605、第二绞龙606、第一乳液加压锥形管607、第二乳液加压锥

形管608、第一红外检测器609和第二红外检测器6010，所述第一送料管601顶端左侧设置有

第一花瓣进口602，所述第一送料管601右方设置有第二送料管603，所述第一送料管601内

部设置有第一绞龙605，所述第二送料管603顶端右侧设置有第二花瓣进口604，所述第二送

料管603内部设置有第二绞龙606，所述第一绞龙605底端与第一乳液加压锥形管607相连

接，所述第二绞龙606底端与第二乳液加压锥形管608相连接，所述第一乳液加压锥形管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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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端中下部设置有第一红外检测器609，所述第二乳液加压锥形管608右端中下部设置有第

二红外检测器6010，所述第一送料管601外侧中上部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所述第

二送料管603外侧中上部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所述第一绞龙605顶端与加压推送

动力机构5相连接，所述第二绞龙606顶端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所述第一乳液加压

锥形管607顶端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所述第二乳液加压锥形管608顶端与加压推

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所述第一乳液加压锥形管607底端与瓶体9相连接，所述第二乳液加压

锥形管608底端与瓶体9相连，所述第一红外检测器609右上方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

接，所述第二红外检测器6010左上方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

[0038] 在沐浴露乳液添加的同时，通过第一花瓣进口602和第二花瓣进口604加入完整花

瓣，花瓣进入第一送料管601和第二送料管603，其内部的第一绞龙605和第二绞龙606分别

转动，双管齐下，将花瓣输送至送料管底端与沐浴露乳液混合，然后花瓣在第一乳液加压锥

形管607和第二乳液加压锥形管608内部与沐浴露乳液进行混合，混合过程中进入下方的瓶

体9内部，完成灌装，待定时器8设定时间结束，单次灌装结束，同时可以通过第一红外检测

器609和第二红外检测器6010分别检查瓶体9的溢出和瓶体9质量和标签等状况，高效完成

花瓣和沐浴露乳液混合并灌装，并且不会影响花瓣的完整性。

[0039] 所述灌装控制装置7包括第一锥齿轮701、第二锥齿轮702、星形齿轮703、传动齿轮

704、联动轮705、异形转轮706、联动框707、联动杆708、分叉式支架709、主转杆7010、第一滑

动杆7011和第二滑动杆7012，所述第一锥齿轮701底端前侧与第二锥齿轮702互相啮合，所

述第二锥齿轮702前端中部与星形齿轮703进行转动连接，所述星形齿轮703底端与传动齿

轮704互相啮合，所述传动齿轮704右端通过皮带与联动轮705进行传动连接，所述联动轮

705前端中下部与异形转轮706相连接，所述异形转轮706外表面顶端和底端与联动框707进

行传动连接，所述联动框707底端中部与联动杆708相连接，所述联动杆708外表面中部与分

叉式支架709进行滑动连接，所述联动杆708底端与主转杆7010相连接，所述主转杆7010左

端与第一滑动杆7011进行转动连接，所述主转杆7010右端与第二滑动杆7012进行转动连

接，所述第一锥齿轮701顶端中部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所述第二锥齿轮702后端中

部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所述传动齿轮704后端中部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

所述联动轮705后端中部与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所述分叉式支架709左右两端与加

压推送动力机构5相连接，所述第一滑动杆7011左端与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相连接，所述第

二滑动杆7012右端与花瓣无损添加机构6相连接。

[0040] 当定时器8单次计时开始，单次灌装启动时，加压推送动力机构5中的第二传动轮

508通过伸缩转轴杆带动第一锥齿轮701进行转动，然后第一锥齿轮701带动其前端前侧与

之啮合的第二锥齿轮702转动，然后星形齿轮703伴随第二锥齿轮702同步转动，然后星形齿

轮703带动其底端的传动齿轮704转动，进而传动齿轮704通过皮带带动其右端的联动轮705

转动，异形转轮706伴随联动轮705同步转动，然后异形转轮706的不规则运动带动联动框

707运动，同时带动联动杆708在分叉式支架709内部套管实现竖直上下运动，进而主转杆

7010带动第一滑动杆7011和第二滑动杆7012在转轴处实现折叠，进而带动第一滑动杆7011

和第二滑动杆7012从第一乳液加压锥形管607和第二乳液加压锥形管608底端抽出，灌装开

始，待灌装结束时，第一滑动杆7011和第二滑动杆7012回复至原来位置，结束单次灌装，配

合定时器8实现灌装的精准控制，达到自动化控制灌装容积和时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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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所述沐浴露乳液送料舱501内底端左右两侧设置为水平角度为三十度的直角三角

形形状，并且其形状与加压送料梯形板503底端形状相匹配，以便于粘稠状的沐浴露不会滞

留在沐浴露乳液送料舱501内部，使其由于重力作用更易于灌装流动。

[0042] 所述第一锥齿轮701顶端中部与之连接的转轴杆具有伸缩性，以便于在加压推送

动力机构5竖直上下移动时，第二传动轮508能够保持与第一锥齿轮701的转动连接状态。

[0043] 所述第一乳液加压锥形管607和第二乳液加压锥形管608底端均设置有矩形开槽，

以便于第一滑动杆7011和第二滑动杆7012能够插入，以控制灌装的开始和停止。

[0044] 所述第四传动轮5010、第五传动轮5011和第六传动轮5012皮带连接几何关系在竖

直方向上呈等腰三角形形状，以便于在保持传动轮传动作用的同时能够不阻碍加压推送动

力机构5的竖直上下推送运动。

[0045] 虽然已经参照示例性实施方式详细描述了本公开，但是本公开不限于此，并且对

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显而易见的是，可在不脱离本公开的范围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各种修改和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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