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924632.6

(22)申请日 2016.10.2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313622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1.11

(73)专利权人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自动化研究所

地址 621000 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仙人路

二段7号

(72)发明人 刘晨敏　钟金龙　杜木伟　王胜　

王敏　杨眉　

(74)专利代理机构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专利中

心 51210

代理人 翟长明　韩志英

(51)Int.Cl.

B31B 50/04(2017.01)

B31B 50/06(2017.01)

B31B 50/62(2017.01)

B31B 50/26(2017.01)

(56)对比文件

CN 104786549 A,2015.07.22,

CN 204278614 U,2015.04.22,

CN 204057330 U,2014.12.31,

CN 104058132 A,2014.09.24,

US 2016/0159026 A1,2016.06.09,

CN 204196321 U,2015.03.11,

审查员 冯冰霞

 

(54)发明名称

一种纸盒成型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纸盒成型机，所述的纸盒

成型机主要解决现有纸盒成型机成型和粘盒工

序分离，生产流程繁琐，设备体积大，且无法满足

多种规格纸盒的问题，其主要包括机架、分页及

送料机构、成型机构、输送和缓存机构，各机构均

安装在机架上，分页及送料机构位于机架的一

侧，与成型机构连接，输送和缓存机构位于成型

机构的下方。本发明适用于多种规格的纸盒，能

完成堆叠纸盒的分料、送料和成型、传送全过程，

成型周期短，生产效率高，结构紧凑，适用范围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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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纸盒成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纸盒成型机包括机架（1）、分页及送料机构

（2）、成型机构（3）、输送和缓存机构（4）；所述的机架（1）由焊接机架（11）和铝型材框架（12）

搭接而成，分页及送料机构（2）、成型机构（3）、输送和缓存机构（4）均安装在焊接机架（11）

上，分页及送料机构（2）位于铝型材框架（12）的一侧，与成型机构（3）连接，输送和缓存机构

（4）位于成型机构（3）的下方；

所述的分页及送料机构（2）包括分页机构（21）、宽度调节装置（22）、送料机构（23）；所

述的分页机构（21）包括分页挡料板（211）、皮带传动组件（212）、逆反轮（213）、同步带传送

组件（214）；所述的宽度调节装置（22）包括宽度调节挡边（221）、梯形丝杠（222）、调节手轮

（223）；所述的送料机构（23）包括送料气缸（231）、推块（232），推块（232）通过螺钉安装在送

料气缸（231）的前端；所述的宽度调节挡边（221）位于送料机构（23）的两侧，延伸至成型机

构（3）的末端定位组件（33）处，用于不同规格的纸盒宽度的调节；所述的宽度调节挡边

（221）还用于托起纸盒边缘，为送料气缸（231）通过推块（232）推送纸盒至成型工位起导向

和支撑作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纸盒成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成型机构（3）包括压盒装置

（31）、成型装置（32）和末端定位组件（33）；所述的压盒装置（31）包括压盒电机（311），曲柄

（312），连杆（313），压块（314），导向柱（315）；所述的成型装置（32）包括成型块（321），点胶

及折耳执行机构（322）和调节机构（323）；

其连接关系是：所述的压盒电机（311）安装在焊接机架（11）上，曲柄（312）一端与压盒

电机（311）连接，另一端与连杆（313）的一端连接；所述的压块（314）与连杆（313）的另一端

连接，在导向柱（315）限制下上下作周期性滑动；

对于不同规格的纸盒，备有相应的压块（314）；所述的成型块（321）、点胶及折耳执行机

构（322）均固定在调节机构（323）上；

对于不同规格的纸盒，需要调整调节机构（323），点胶及折耳执行机构（322）随成型块

（321）一起调整；所述的末端定位组件（33）固定在成型装置（32）的末端，用于送料机构（23）

将纸盒送至成型工位时的定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纸盒成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输送和缓存机构（4）包括传

送组件（41）、导向板（42）、推送机构（43）、缓存滑道（44）；所述的传送组件（41）包括传送电

机（411）、框架（412）、挡边（413）和传送带（414）；所述的推送机构（43）包括竖直气缸（431）、

水平气缸（432）、导向轴（433）、推送板（434）、阻挡气缸（435）、阻挡板（436）；

其连接关系是：所述的传送电机（411）固定在焊接机架（11）上，驱动安装在框架（412）

上的传送带（414）转动，挡边（413）固定在框架（412）的两侧，对成型后纸盒的输送起导向作

用；所述的导向板（42）固定在挡边（413）上，并位于成型装置（32）的正下方，为成型后的纸

盒脱离成型装置（32）并进入输送和缓存机构（4）起导向作用；所述的推送机构（43）位于输

送和缓存机构（4）的末端，安装在框架（412）上，阻挡气缸（435）安装在推送机构（43）的前

端，当下一级传输线不需要推送机构（43）推送成型后的纸盒，阻挡气缸（435）动作，驱动阻

挡板（436）向下运动，阻止成型后的纸盒向下一级传输线输送，当下一级传输线需要推送机

构（43）推送成型后的纸盒，阻挡气缸（435）驱动阻挡板（436）复位，成型后的纸盒在传送带

（414）驱动下继续运动；竖直气缸（431）和水平气缸（432）位于推送机构（43）的末端，当成型

后的纸盒到达时，竖直气缸（431）和水平气缸（432）相继动作，在导向轴（433）导向下驱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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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板（434）向下和向前运动，进而将成型后的纸盒送至下一级工序；所述的缓存滑道（44）与

输送和缓存机构（4）的末端相连，固定在挡边（413）上，且低于传送带（414），用于成型后纸

盒的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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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纸盒成型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包装设备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纸盒成型机。

背景技术

[0002] 纸盒成型机械属于包装工业自动化领域。现有的纸盒成型装置多是将成型和粘盒

分成多个工序，生产流程繁琐，设备体积大，且无法满足多种规格的纸盒。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纸盒包装机械，能完成堆叠纸盒的分料、

送料和成型、传送全过程，并可适用于多种规格的纸盒，调节方便，成型质量好，工作可靠。

[0004] 本发明的纸盒成型机，包括机架、分页及送料机构、成型机构、输送机构，其技术特

征在于：

[0005] 所述的机架是由焊接机架和铝型材框架搭接而成。分页及送料机构、成型机构、输

送及缓存机构均固定在焊接机架上。

[0006] 所述的分页及送料机构包括分页机构和送料机构；分页机构包括分页挡料板、皮

带传动组件、同步带传动组件和逆反轮。送料机构由气缸和推块组成。

[0007] 其连接关系是：分页挡料板位于分页机构的一端，皮带传动组件位于分页机构的

底部，带动叠放的纸盒运动。逆反轮位于分页挡料板的前侧及皮带传动组件的上方，在皮带

传动组件驱动下，与纸盒运动相反的方向转动。

[0008] 所述的成型机构包括压盒装置和成型装置。压盒装置包括压盒电机、曲柄、连杆和

压块。成型装置包括成型块、点胶及折耳执行机构、调节机构。成型块、点胶和折耳执行机构

均安装在调节机构上，调节机构配有锁死装置，用于根据不同规格的纸盒大小调节成型块

之间的距离、点胶和折耳的位置，并加以固定，保证成型质量。

[0009] 所述的输送及缓存机构包括传送组件、导向板、推送机构及缓存滑道。传送组件包

括传送电机、框架、挡边及传送带。传送带和挡边安装在框架上。导向板固定在挡边上，位于

成型机构的正下方。推送机构主要包括竖直气缸、水平气缸、导向轴、推送板、阻挡气缸和阻

挡板。缓存滑道与传送组件的末端相连。

[0010]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纸盒成型机，仅快速调整部分元件的位置便可实现不同规格纸

盒的分料、送料和成型、传送全过程，实用性强，应用范围广。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是成型机构、输送及缓存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3是纸盒成型工艺流程图；

[0014] 图中：1机架，11焊接机架，12铝型材框架，2分页及送料机构，21分页机构，211分页

挡料板，212皮带传动组件，213逆反轮，214同步带组件，22宽度调节装置，221宽度调节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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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222梯形丝杠，223调节手轮，23送料机构，231送料气缸，232推块，3成型机构，31压盒装

置，311压盒电机，312曲柄，313连杆，314压块，315导向柱，32成型装置，321成型块，322点胶

及折耳执行机构，323调节机构，33末端定位组件，4输送机构，41传送组件，411传送电机，

412框架，413挡边，414传送带，42导向板，43推送机构，431竖直气缸，432水平气缸，433导向

轴，434推送板，435阻挡气缸，436阻挡板，44缓存滑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16] 请参阅图1，本发明的一种纸盒成型机包括：机架1、分页及送料机构2、成型机构3、

输送和缓存机构4；

[0017] 所述的机架1由焊接机架11和铝型材框架12搭接而成，分页及送料机构2、成型机

构3、输送和缓存机构4均安装在焊接机架11上，分页及送料机构2位于铝型材框架12的一

侧，与成型机构3连接，输送和缓存机构4位于成型机构3的下方；

[0018] 所述的分页及送料机构2包括分页机构21、宽度调节装置22和送料机构23；所述的

分页机构21包括分页挡料板211、皮带传动组件212、逆反轮213和同步带传送组件214；所述

的宽度调节装置22包括宽度调节挡边221、梯形丝杠222和调节手轮223；所述的送料机构23

包括送料气缸231和推块232，推块232通过螺钉安装在送料气缸231的前端；所述的宽度调

节挡边221位于送料机构23的两侧，延伸至成型机构3的末端定位组件33处，用于不同规格

的纸盒宽度的调节；所述的宽度调节挡边221还用于托起纸盒边缘，为送料气缸231通过推

块232推送纸盒至成型工位起导向和支撑作用；

[0019] 对于不同规格的纸盒，需要改变送料机构23的行程来适应。在送料气缸231行程不

变的情况下，更换相应的推块232即可适用于多种纸盒规格；

[0020] 参阅图2，所述的成型机构3包括压盒装置31、成型装置32和末端定位组件33；所述

的压盒装置31包括压盒电机311、曲柄312、连杆313、压块314、导向柱315；所述的成型装置

32包括成型块321、点胶及折耳执行机构322、调节机构323；

[0021] 其连接关系是：所述的压盒电机311安装在焊接机架11上，曲柄312一端与压盒电

机311连接，另一端与连杆313的一端连接；所述的压块314与连杆313的另一端连接，在导向

柱315限制下上下作周期性滑动。对于不同规格的纸盒，备有相应的压块314；所述的成型块

321、点胶及折耳执行机构322均固定在调节机构323上。对于不同规格的纸盒，需要调整调

节机构323，点胶及折耳执行机构322随成型块321一起调整；所述的末端定位组件33固定在

成型装置32的末端，用于送料机构23将纸盒送至成型工位时的定位；

[0022] 所述的输送和缓存机构4包括传送组件41、导向板42、推送机构43和缓存滑道44；

所述的传送组件41包括传送电机411、框架412、挡边413和传送带414；所述的推送机构43包

括竖直气缸431、水平气缸432、导向轴433，推送板434，阻挡气缸435和阻挡板436；

[0023] 其连接关系是：所述的传送电机411固定在焊接机架11上，驱动安装在框架412上

的传送带414转动，挡边413固定在框架412的两侧，对成型后纸盒的输送起导向作用；所述

的导向板42固定在挡边413上，并位于成型装置32的正下方，为成型后的纸盒脱离成型装置

32并进入输送和缓存机构4起导向作用；所述的推送机构43位于输送和缓存机构4的末端，

安装在框架412上，阻挡气缸435安装在推送机构43的前端，当下一级传输线不需要推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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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43推送成型后的纸盒，阻挡气缸435动作，驱动阻挡板436向下运动，阻止成型后的纸盒向

下一级传输线输送，当下一级传输线需要推送机构43推送成型后的纸盒，阻挡气缸435驱动

阻挡板436复位，成型后的纸盒在传送带414驱动下继续运动；竖直气缸431和水平气缸432

位于推送机构43的末端，当成型后的纸盒到达时，竖直气缸431和水平气缸432相继动作，在

导向轴433导向下驱动推送板434向下和向前运动，进而将成型后的纸盒送至下一级工序；

所述的缓存滑道44与输送和缓存机构4的末端相连，固定在挡边413上，且低于传送带414，

用于成型后纸盒的缓存。

[0024] 参阅图3，整个纸盒成型机的工作过程如下所述：

[0025] 成型前的纸盒叠放在分页机构的分页挡料板211处，通过分页机构21进行分页后，

单张纸盒平铺皮带传动组件212上。而后由送料机构23将展开的纸盒推送到成型机构3处。

压盒机构31利用曲柄滑块机构原理，压盒电机311驱动曲柄312，曲柄312带动连杆313，连杆

313推动压块314，压块314在导向柱315限制下上下作周期性滑动，实现纸盒成型的工艺过

程：压块314下压——折纸盒的一侧对边——折纸盒的另一侧对边——点胶及折耳执行机

构322执行喷胶动作——点胶及折耳执行机构322执行折耳朵动作——气路执行吹气动

作——纸盒脱离成型装置32——纸盒通过导向板42的导向下落至输送和缓存机构4。在成

型装置32一次性完成成型工艺后，输送和缓存机构4将成型后的纸盒送入下一级传输线，进

行流水作业或者直接进行收集。

[0026] 通过本发明的纸盒包装机，能完成堆叠纸盒的分料、送料和成型全过程，成型周期

短，生产效率高，结构紧凑，性能稳定，适用范围广。

[0027]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并不能由此理解为对本发明专

利范围的限制。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

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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