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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日化品瓶铝箔密封在线

检测生产线，包括瓶盖旋松旋盖机、输送组件、检

测剔除组件、瓶盖拧紧旋盖机。瓶盖旋松旋盖机

用于将瓶盖旋松；输送组件用于输送日化品瓶；

检测剔除组件安装在台板上，用于挤压被测日化

品瓶，并检测其抵抗变形的反作用力值是否满足

阈值，将反作用力值低于阈值的日化品瓶从输送

带上剔除，进入收集箱；瓶盖拧紧旋盖机对日化

品瓶铝箔密封检测判断为好的日化品瓶，拧紧其

瓶盖，前往下一工位。本发明设计合理，操作方

便，能够实现多规格的日化品瓶密封性检测和剔

除，工作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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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日化品瓶铝箔密封性在线检测生产线，其特征在于：包括瓶盖旋松旋盖机(1)、

输送组件(2)、检测剔除组件(3)和瓶盖拧紧旋盖机(4)；

所述的瓶盖旋松旋盖机(1)用于旋松日化品瓶瓶盖(01)；所述的输送组件(2)用于输送

日化品瓶；所述的检测剔除组件(3)用于对完成铝箔密封生产的日化品瓶，在圆周径向施以

一定的挤压量，检测其抵抗变形的反作用力值是否在阈值范围内，将反作用力值低于阈值

的日化品瓶剔除进收集箱(34)，反作用力值满足阈值的日化品瓶前往下一工位；所述的瓶

盖拧紧旋盖机(4)用于对日化品瓶铝箔密封检测判断为好的日化品瓶，拧紧日化品瓶瓶盖

(01)；

所述的检测剔除组件(3)包括拦挡气缸(30)、驱动机构(31)、限位机构(32)、机箱(33)、

收集箱(34)、对射式传感器(35)、测压机构(36)、剔除机构(37)和台板(38)；

所述的拦挡气缸(30)安装在台板(38)上，用于拦挡输送带上已旋松瓶盖的日化品瓶；

所述的驱动机构(31)安装在台板(38)上，用于对完成铝箔密封生产的日化品瓶，在其

圆周径向施以一定的挤压量；所述的驱动机构(31)包括滚珠丝杠(312)、安装支架(313)、联

轴器(314)、步进电机(315)、右导向压杆(310)、推送板(311)；所述的右导向压杆(310)固定

安装在推送板(311)上；步进电机(315)驱动滚珠丝杠(312)控制右导向压杆(310)挤压被测

日化品瓶一定的位移量；

所述的限位机构(32)安装在台板(38)上，用于拦挡被测日化品瓶；

所述的机箱(33)用于支撑整个检测剔除组件(3)；

所述的收集箱(34)用于收集被剔除的铝箔密封性不好的日化品瓶；

所述的对射式传感器(35)安装在输送带组件(2)两侧，当检测到日化品瓶时，发送信号

到控制单元，控制单元发送信号控制拦挡气缸(30)和限位机构(32)伸出；

所述的测压机构(36)安装在台板(38)上，用于检测日化品瓶抵抗变形的反作用力值，

将反作用力值输送至控制单元；测压机构(36)包括压力传感器安装板(368)、压力传感器

(362)、压缩弹簧(361)、压缩弹簧垫圈(360)、支撑板(367)、左导向压杆(364)、联接板

(363)、直线轴承(366)、限位导向杆(365)；其中，压力传感器(362)安装在压力传感器安装

板(368)上，用于检测日化品瓶的抵抗变形的反作用力的大小，直线轴承(366)安装在压力

传感器安装板(368)和支撑板(367)上，限位导向杆(365)安装在直线轴承(366)中，尾部具

有限位结构，和直线轴承(366)保持接触，联接板(363)安装在限位导向杆(365)上，距离压

力传感器(362)有2～3mm距离，能减小联接板(363)和压力传感器(362)之间的冲击力，延长

压力传感器(362)使用寿命，压缩弹簧(361)、压缩弹簧垫圈(360)安装在限位导向杆(365)

上，在联接板(363)和直线轴承(366)之间；

所述的剔除机构(37)安装在台板(38)上，用于将铝箔密封性不好的日化品瓶剔除进收

集箱。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日化品瓶铝箔密封性在线检测生产线，其特征在于：工作流程

如下：

(a)瓶盖旋松旋盖机(1)将完成铝箔密封生产的日化品瓶瓶盖(01)旋松；

(b)当对射式传感器(35)检测到瓶子的时候，控制单元发送信号给拦挡气缸(30)和限

位气缸(32)，控制拦挡气缸(30)和限位气缸(32)伸出；

(c)驱动机构(31)中右导向压杆(310)在步进电机(315)的驱动下挤压被测日化品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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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距离，并保持一定时间；

(d)压力传感器(362)测出日化品瓶抵抗变形的反作用力值，并将其输送到控制单元，

控制拦挡气缸(30)和限位气缸(32)回缩；

(e)控制单元判断日化品瓶抵抗变形的反作用力值是否在阈值范围内，若不在阈值范

围内，剔除机构(37)动作，将日化品瓶剔除进入收集箱(34)；若在范围内，剔除机构(37)不

动；

(f)瓶盖拧紧旋盖机(4)对日化品瓶铝箔密封检测判断为好的日化品瓶，拧紧日化品瓶

瓶盖(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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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化品瓶铝箔密封性在线检测生产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铝箔密封性的检测和剔除装置，具体涉及日化品瓶铝箔密封性在线检

测生产线。

背景技术

[0002] 诸如，消毒液等液体日化品，在生产过程中，一般是先将液体罐装到高密度聚乙烯

(HDPE)瓶子中，然后将含有铝箔垫片的瓶盖拧紧到罐装好的瓶子上，利用电磁波热能，使得

铝箔垫片的粘合层融化，实现美观牢固的瓶口铝箔密封。如果铝箔密封性不好，日化品会产

生泄漏，影响产品的质量和保质时间。因此瓶口铝箔密封性检测显得尤为重要。

[0003] 目前，检查瓶口铝箔密封性的常用方法是人工检查。操作工人，要先将日化品瓶从

生产线上取下来并将瓶盖拧开，人眼观察铝箔是否完好；用手挤压日化品瓶、人眼观测其是

否泄漏和滴液；检查完后再放到生产线上进行下一道工序。这种人工检查的方式使得工人

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低，不符合现代企业自动化生产的要求。

[0004] 为检测出日化品瓶铝箔的密封状况、自动剔除不合格品，提高生产效率，设计了日

化品瓶铝箔密封性在线检测生产线，以解决工人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低等问题，实现日化

品瓶铝箔密封性在线检测与剔除。

发明内容

[0005] 发明目的：本发明针对日化品瓶铝箔密封检测的实际需求，提供了一种日化品瓶

铝箔密封在线检测生产线，用于将日化品瓶中铝箔密封性不好的产品剔除出来。本发明设

计合理，操作方便，能够实现日化品铝箔密封性的检测和剔除，满足自动化生产要求。

[0006] 1.日化品瓶铝箔密封在线检测生产线包括：瓶盖旋松旋盖机、输送组件、检测剔除

组件和瓶盖拧紧旋盖机；

[0007] 所述瓶盖旋松旋盖机用于旋松日化品瓶瓶盖；

[0008] 所述输送组件用于输送日化品瓶；

[0009] 所述检测剔除组件，用于对完成铝箔密封生产的日化品瓶，在圆周径向施以一定

的挤压量，检测其抵抗变形的反作用力值是否在阈值范围内，将反作用力值低于阈值的日

化品瓶剔除进收集箱，反作用力值满足阈值的日化品瓶前往下一工位；检测剔除组件包括

拦挡气缸、驱动机构、限位机构、机箱、收集箱、对射式传感器、测压机构、剔除机构和台板；

[0010] 拦挡气缸安装在台板上，用于拦挡输送带上已旋松瓶盖的日化品瓶。

[0011] 驱动机构安装在台板上，用于对完成铝箔密封生产的日化品瓶，在圆周径向施以

一定的挤压量；驱动机构包括滚珠丝杠、安装支架、联轴器、步进电机、右导向压杆、推送板；

右导向压杆固定连接在推送板上；步进电机驱动滚珠丝杠控制右导向压杆挤压被测日化品

瓶一定的位移量。

[0012] 限位机构安装在台板上，用于拦挡受检的日化品瓶。

[0013] 机箱用于支撑整个检测剔除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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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收集箱用于收集被剔除的铝箔密封性不好的日化品瓶。

[0015] 对射式传感器安装在输送带组件两侧，当检测到日化品瓶时，发送信号到控制单

元，控制拦挡气缸和限位机构伸出。

[0016] 测压机构安装在台板上，用于检测日化品瓶抵抗变形的反作用力值，将反作用力

值输送至控制单元；测压机构包括压力传感器安装板、压力传感器、压缩弹簧、压缩弹簧垫

圈、支撑板、左导向压杆、联接板、直线轴承、限位导向杆；其中，压力传感器安装在压力传感

器安装板上，用于检测日化品瓶的抵抗变形的反作用力的大小，直线轴承安装在压力传感

器安装板和支撑板上，限位导向杆安装在直线轴承中，尾部具有限位结构，和直线轴承保持

接触，联接板安装在限位导向杆上，距离压力传感器有2～3mm距离，能减小联接板和压力传

感器之间的冲击力，延长压力传感器使用寿命，压缩弹簧、压缩弹簧垫圈安装在限位导向杆

上，在联接板和直线轴承之间；

[0017] 剔除机构安装在台板上，用于将铝箔密封性不好的日化品瓶剔除进收集箱。

[0018] 所述瓶盖拧紧旋盖机用于对日化品瓶铝箔密封检测判断为好的日化品瓶，拧紧日

化品瓶瓶盖。

[0019] 2.日化品瓶铝箔密封性在线检测原理及具体实施流程：

[0020] 对完成铝箔密封生产的日化品瓶，在其圆周径向施以一定的挤压量，瓶内空气被

挤压，如果日化品瓶铝箔密封性好，日化品瓶抵抗变形的反作用力会大于某一临界值，定义

这个临界值为阈值；如果日化品瓶铝箔密封性不好，则瓶内空气受挤压会有泄出，日化品瓶

抵抗变形的反作用力会小于这个临界值，据此判定该日化品瓶铝箔密封性不好。

[0021] 本发明日化品瓶铝箔密封在线检测生产线具体实施流程如下：

[0022] (1)瓶盖旋松旋盖机将完成铝箔密封生产的日化品瓶瓶盖旋松；

[0023] (2)当对射式传感器检测到瓶子的时候，控制单元发送信号给拦挡气缸和限位气

缸，控制拦挡气缸和限位气缸伸出；

[0024] (3)驱动机构中右导向压杆在步进电机的驱动下向前挤压日化品瓶一定距离，并

保持一定时间；

[0025] (4)压力传感器检测日化品瓶抵抗变形的反作用力值，并将其输送到控制单元，同

时拦挡气缸和限位气缸回缩；

[0026] (5)控制单元判断日化品瓶抵抗变形的反作用力值是否在阈值范围内，若不在阈

值范围内，剔除机构动作，将日化品瓶剔除进入收集箱；若在范围内，剔除机构不动；

[0027] (6)瓶盖拧紧旋盖机对日化品瓶铝箔密封检测判断为好的日化品瓶，拧紧日化品

瓶瓶盖。

[0028] 有益效果：本发明设计合理，操作方便，能够自动实现的日化品瓶的密封性检测和

剔除，降低了工人劳动强度，工作效率高。

附图说明

[0029] 在此描述的附图仅用于解释目的，而不在于以任何方式来限制本发明公开的范

围。另外，图中的各部件形状和比例尺寸等仅为示意性，用于帮助对本发明的理解，并不是

具体限制本发明各部件的形状和比例尺寸。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教导下，可以根

据具体情况选择各种可能的形状和比例尺寸来实施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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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图1为日化品瓶爆炸视图；

[0031] 图2为日化品瓶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2] 图3为日化品瓶铝箔密封结构示意图；

[0033] 图4为本发明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4] 图5为日化品瓶铝箔密封在线检测原理结构示意图；

[0035] 图6为日化品瓶铝箔密封在线检测生产线具体实施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以使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能够更好的理解本发明的优点和特征，从而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做出更为清楚的界

定。本发明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

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

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7] 实施例

[0038] 如图1所示，为日化品瓶在罐装、铝箔密封前的状态，包括瓶盖01、铝箔垫片02和瓶

身03。如图2所示，为完成铝箔密封生产后的日化品瓶。如图3所示，为拧开瓶盖后的日化品

瓶铝箔密封示意图。

[0039] 如图4所示,本发明的日化品铝箔密封在线检测生产线，包括瓶盖旋松旋盖机1、输

送组件2、检测剔除组件3和瓶盖拧紧旋盖机4。所述瓶盖旋松旋盖机1用于旋松日化品瓶瓶

盖01。所述输送组件2用于输送日化品瓶。

[0040] 如图5所示,所述检测剔除组件3，用于对完成铝箔密生产的日化品瓶，在圆周径向

施以一定的挤压量，同时检测其抵抗变形的反作用力值是否在阈值范围内，将反作用力值

低于阈值的日化品瓶剔除进收集箱34，反作用力值满足阈值的日化品瓶前往下一工位。检

测剔除组件3包括拦挡气缸30、驱动机构31、限位机构32、机箱33、收集箱34、对射式传感器

35、测压机构36、剔除机构37和台板38。

[0041] 拦挡气缸30安装在台板38上，用于拦挡输送带上已旋松瓶盖的日化品瓶。

[0042] 驱动机构31安装在台板38上，用于对完成铝箔密封生产的日化品瓶，在圆周径向

施以一定的挤压量；驱动机构31包括滚珠丝杠312、安装支架313、联轴器314、步进电机315、

右导向压杆310、推送板311；右导向压杆310固定连接在推送板311上；步进电机315驱动滚

珠丝杠312控制右导向压杆310挤压被测日化品瓶一定的位移量。

[0043] 限位机构32安装在台板38上，用于拦挡受检的日化品瓶。

[0044] 机箱33用于支撑整个检测剔除组件3。

[0045] 收集箱34用于收集被剔除的铝箔密封性不好的日化品瓶。

[0046] 对射式传感器35安装在输送带组件2两侧，当检测到日化品瓶时，发送信号到控制

单元，控制单元发送信号使拦挡气缸30和限位机构32伸出。

[0047] 测压机构36安装在台板38上，用于检测日化品瓶抵抗变形的反作用力值，将反作

用力值输送至控制单元；测压机构36包括压力传感器安装板368、压力传感器362、压缩弹簧

361、压缩弹簧垫圈360、支撑板367、左导向压杆364、联接板363、直线轴承366、限位导向杆

365；其中，压力传感器362安装在压力传感器安装板368上，用于检测日化品瓶的抵抗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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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作用力的大小，直线轴承366安装在压力传感器安装板368和支撑板367上，限位导向杆

365安装在直线轴承366中，尾部具有限位结构，和直线轴承366保持接触，联接板363安装在

限位导向杆365上，距离压力传感器362有2～3mm距离，能减小联接板363和压力传感器362

之间的冲击力，延长压力传感器362使用寿命，压缩弹簧361、压缩弹簧垫圈360安装在限位

导向杆365上，在联接板363和直线轴承366之间；

[0048] 剔除机构37安装在台板38上，用于将铝箔密封性不好的日化品瓶剔除进收集箱。

[0049] 所述瓶盖拧紧旋盖机4用于对日化品瓶铝箔密封检测判断为好的日化品瓶，拧紧

日化品瓶瓶盖01。

[0050] 如图6所示，为日化品瓶铝箔密封在线检测生产线具体实施流程图。

[0051] 对日化品瓶铝箔密封性在线检测生产过程按如下步骤：

[0052] (a)瓶盖旋松旋盖机1将完成铝箔密生产的日化品瓶瓶盖01旋松；

[0053] (b)当对射式传感器35检测到瓶子的时候，控制单元发送信号给拦挡气缸30和限

位气缸32，拦挡气缸30和限位气缸32伸出；

[0054] (c)驱动机构31中右导向压杆310在步进电机315的驱动下与测压机构36一起，在

其圆周径向对被测日化品瓶施以一定的挤压量并保持一定时间，同时检测其抵抗变形的反

作用力值是否在阈值范围内；

[0055] (d)由压力传感器362检测出日化品瓶抵抗变形的反作用力值，如果测出反作用力

值低于阈值，则判断日化品瓶铝箔密封性不好，将其剔除进收集箱；如果日化品瓶抵抗变形

的反作用力值满足阈值，则判断其密封性完好，日化品瓶前往下一工位；

[0056] (e)瓶盖拧紧旋盖机4对日化品瓶铝箔密封检测判断为好的日化品瓶，拧紧日化品

瓶瓶盖01。

[0057] 本发明提供一种日化品瓶铝箔密封在线检测生产线，该检测方法和生产线不仅适

用于高密度聚乙烯(HDPE)日化品瓶的铝箔密封性检测，还适用于各种塑料软瓶的密封性检

测，其具体实施不仅仅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和方法的前提下，做出的任

何简单修改或替代，都应在本发明的保护范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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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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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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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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