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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我国关于烟草产业的调控政策越来越严格，

尤其是提税顺价与控烟条例等相关政策的落地更是对烟草

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国内各烟草集团产业资源

整合的背景下，许多烟厂纷纷通过设计更加新奇、特别、

个性化的异型烟来进行品牌创新，市场上出现了侧开式、

抽拉式、上翻盖式及保湿包装等异型烟盒。烟盒改变后，

对内装烟支形状也进行了相应的改变，卷烟直径大小、烟

嘴棒的颜色等较之以往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导致既往的卷

烟装盒、包装机械无法实现异型烟的机械化、高效、批量

包装，但是使用人工来完成异型烟的装盒、包装又伴随着

生产效率低下、质量不稳定及人工成本高等弊端。基于以

上背景，本文介绍了一种异型烟自动装盒、包装系统结构

方案及包装动作工艺，其主要功能包括烟支输运、烟盒输

运、机械手夹取烟支以及烟支装盒等。烟支流动线体上分

布有若干个装烟模具，内部存储有一定量的异型烟支，当

装烟模具运动到烟盒定位机构后，烟支夹取机械手开始动

作，执行夹取烟支与装盒指令，在护烟机构的辅助下可以

较为精准地完成异型烟装盒工作。实践证明，使用并联机

器人代替人工完成异型烟的自动包装，能够保证在稳定生

产质量的条件下实现较高的生产效率。因此，继续加大异

型烟自动包装系统的研发力度，有助于我国烟草包装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

1    异型烟人工包装的不足与机械自动包装的优势

1.1    人工包装的不足

使用人工包装异型烟，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后会出现

体力下降、精力不集中等问题，手部异味也可能会沾染到

烟支上，因而会造成包装效率低、包装质量不稳定及烟支

异味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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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包装效率低

由异型烟人工包装生产实践可知，人工装烟的正常效

率约为 5 包 /min，除去必要的吃饭、休息及上卫生间的时

间，按 8 小时工作制计算，每个工人每天总共可以包装约

1800 包异型烟，综合效率较低，鉴于目前需求量巨大的

市场，必须同时使用大量的人工及场地来保证产能。

1.1.2    包装质量不稳定

使用人工包装异型烟，由于包装工作烦琐、细碎，工

作一段时间后就容易出现体力下降与注意力不集中的问

题，可能会造成装盒烟支数量不够、烟嘴方向错误甚至异

常破损烟支进盒等问题。

1.1.3    烟支品质得不到保证

烟叶及外包装纸容易吸附异味，因此使用人工包装异

型烟时容易吸附工人身上的汗味、体味及化妆品味道等，

进而会影响到卷烟的成品质量，造成卷烟存在异味。此外，

由人工进行异型烟包装还可能会在烟支外面留下压伤痕

迹，也会影响烟支的质量。

1.2    机械自动包装的优势

通过研究异型烟与异型烟盒的特征，采取烟支、烟盒

自动输运，视觉系统辅助并联机器人实现自动夹取烟支、

装盒、封装等功能，相较于异型烟的人工包装具有以下优势。

1.2.1    包装效率高

专门的异型烟自动包装系统经调试后可以实现 24h不间

断高负荷运转，后端配合自动转运及仓储系统甚至可以实现

无人生产与全年不间断运行，生产效率较人工高出许多。

1.2.2    包装质量稳定

使用视觉定位系统配合并联柔性机器人能够精确地完

成烟支夹取与装盒动作，不仅可以保证烟嘴方向的正确性

与一致性，还可以通过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计数功能保证装

盒烟支数量的正确性。此外，通过合理设计机器人夹爪，

可以有效避免烟支在装盒过程中出现损伤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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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烟支品质能够保障

使用自动包装系统替代人工完成异型烟的装盒，可以

有效解决卷烟吸附异味，造成品质改变的问题，从而能够

保证卷烟质量的纯正。

2    异型烟自动包装系统结构与动作流程

2.1    异型烟自动包装系统结构

本文所述异型烟自动包装系统立体结构示意图如图 1
所示，其主要构件包括烟支供料装置、烟支输送皮带、烟

支抓取机械手、烟包纸供料装置以及烟包纸折叠装置等。

其中，烟支供料装置的细分结构又包括外框、烟支盘、烟

支供料线性模组、传感器以及 PLC 等。

通过视觉引导定位系统可以保证柔性并联

机器人精准地完成烟支夹取动作，要想顺利地

完成烟支装盒就需要保证烟支状态的稳定，因

此烟支盘与烟支夹取机械手的设计尤为关键。

如图 2 所示，烟支盘的前侧面与顶面均为

开口的矩形，厚度尺寸可根据异型烟支的实际

大小进行修改，烟支盘放入外框后承载板可起

到承载的作用，而承载板可在烟支供料线性模

组的驱动下上下运动，进而可驱动烟支盘上下

运动。系统运行过程中，机械手会从烟框中取

走烟支，然后烟支盘内烟支堆叠高度减小，承

载盘会在线性模组的驱动下自主升高，控制烟

支取料高度与外框顶面高度始终保持一致，因

而能够保证烟框内所有烟支均能够被取出，同

时还能保证较高的烟支夹取效率。需要说明的

是，本文所述的异型烟支包装系统中引入了检

测烟支盘内烟支高度的传感器，使用 PLC 控

制系统读取其检测信号可实现精准的自动化控制。本文所

述的异型烟自动包装系统 PLC 控制框图如图 3 所示。

其中，传感器 1-4 或光电传感器 2-3 用于检测烟支盘

内烟支高度，并将信号反馈给控制单元 PLC1-5，PLC1-5
根据接收的烟支高度信号信息，发出控制指令使得烟支供

料线性模组 1-3 运动，驱动烟支盘与承载板上下运动，让

烟支始终保持在合适的位置；当 PLC1-5 判定需要执行取

烟支动作时，发出控制信号驱动压板气缸 2-2 动作使得

烟支压板给抓烟机械手让位；PLC1-5 发出指令控制气缸

Ⅰ 1-8 与气缸Ⅱ 1-10 动作时，可以带动外框机构与活动们

改变位置，以便于工作人员更换烟支盘。

图 2    烟支盘放置与烟支夹取机械手结构示意图

（a） （b）

1-1 为外框；1-2 为烟支盘；1-3 为烟支供料模组；1-4 为传感器；1-5 为 PLC 控制器；1-6 为承载板；1-8 为气缸；1-9 为活动门

图 1    异型烟自动包装系统立体结构示意图

1- 烟支供料装置；2- 烟支输送皮带；3- 烟支抓取机械手；4- 烟包纸供料装置；5- 烟包纸折叠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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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异型烟自动包装系统动作流程

如图 1 所示，所述的异型烟包生产线的主要动作流程

为：烟支输送皮带 2 侧方沿输送方向依次设有烟支供料装置

1、烟包纸折叠装置 5，烟支供料装置 1 内的烟支通过烟支

抓取机械手 3 搬运到烟支输送皮带 2 上；烟包纸折叠装置 5
进料端侧方设有烟包纸供料装置 4，烟支输送皮带 2 上的烟

支通过烟支抓取机械手 3 搬运至烟包纸折叠装置 5 上进行

烟包装填。工作时，由人工件烟支码放于烟支供料装置 1内，

烟支输送皮带 2 设有两条，相互平行设置，烟支输送皮带 2
进料端侧方一一对应设置一个烟支供料装置 1，并对应设置

两个烟支抓取机械手 3，用于分别将烟支供料装置 1 内的烟

支搬运至相应的烟支输送皮带 2 上，然后由烟支输送皮带

2 将烟支输送至烟包纸折叠装置 5 侧方，烟包纸折叠装置 5
将烟包纸折叠出能够盛装烟支的烟支凹槽后，再由对应的

烟支抓取机械手 3 将烟支输送装置上的烟支搬运至烟支凹

槽内，最后由烟包纸折叠装置5将烟包纸折叠成相应的烟包，

实现异型烟包的自动化装包折叠工作。

2.3    关键功能单元

2.3.1    三维视觉系统

视觉系统在现代工业自动化领域中的应用越来越广

泛，利用该技术不但可以实现精确的位置识别，还具有自

主学习功能。异型烟自动包装系统中，三维视觉系统位于

烟框上部，其能够快速、准确地判定烟框中烟支的位置与

摆放是否杂乱。若烟支位置不合理或烟支摆放凌乱视觉系

统会触发报警并传递至烟支抓取机器人，系统会停止工作

并发出告警，提示工作人员进行异常情况确认与处理。

2.3.2    烟支整理与输运机构

烟支整理机构位于烟支抓起机器人的框架内部，烟支

抓取机器人夹取烟支放置在输送带上后烟支会沿着输送带

到达整理盒处，当烟支缓存到一定数量后会在输送带的带

动下实现单层的整齐排列，同时烟支上方放置的整理条可

以有效防止烟支在移载过程中发生堆叠。当烟支经传输带

到达装盒系统后，烟支抓取位置上方的气缸会通过自动开

合来实现烟支上方空间的限制，根据烟支抓取机器人是否

抓取烟支来判定气缸的动作。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烟支传

送带上方设置了横挡杆，因而可以有效避免烟支供气问题

的出现，且传送带上的烟支积累到足够数量后会触发检测

传感器，传送带会切换到静止状态。

2.3.3    烟支装盒机器人

烟支装盒机器人的功能是抓取烟支并将烟支放置在烟

盒模具中，然后由传送系统运输至内框纸成型系统处，两

台烟支装盒机器人分别用于将烟支装入模盒下层与上层。

为了快速而高效地完成烟支抓取与装盒，对抓烟机器人进

行了特殊的设计，4 个铝制长方形吸盘保持相互独立，各

吸盘下方均开有 5 个浅槽（各浅槽间距与烟支摆放间距保

持一致），各吸盘分别与气管相连并进行串联，气缸动作

时会带动吸盘完成打开与合拢动作。需要注意的是，小

吸盘的间距与外形位置需要与折盒机模盒位置保持一致，

即 4 个小吸盘并列排布时浅槽应与 20 支烟保持相同间距。

烟支抓取机器人执行抓取指令时，4 个小吸盘会合拢，通

过电磁阀驱动小吸盘及浅槽结构的气路，使得该部分产生

真空，让烟支整齐的贴在浅槽内，抓烟机器人带着烟支运

动到模盒处时再由电磁阀驱动气路破真空，让烟支落入模

盒中，从而实现完整的烟支抓取与装盒功能。

2.3.4    内框纸成型系统

所述卷烟纸折叠装置的局部结构示意图如图 4 所示。

该结构包括送料组件、折纸组件、压纸组件、上胶组件、

推烟组件和封口组件。主要用于完成内框纸的折叠、成型、

封口功能，包装效率可达 100 包 /min。前端卡纸位置设计

为双吸位置。将卡纸同时从两个卡纸箱中排出，然后通过

后端压纸机构将卡纸压入模具盒中，形成凹槽形状，以满

足卷烟在其中堆放的需要。模盒输送段前后两端设置两个

检测机构，检测模盒内纸张、香烟数量是否正确。当检测

到烟号数据异常时，自动停机，手动确认后恢复生产。模

具盒后端卷烟填充完成后，卷烟盒的双推杆将两个卷烟盒

同时推出模具盒，进入卷烟盒的粘接段。在底部联动机构

的驱动下，橡胶轮将烟盒的两侧粘合在一起。两包香烟盒

继续向前输送，移动到两包粘接处，通过橡胶轮将两包香

烟盒的中间部分粘接，两缸推杆分别作用于两包香烟盒的

外侧。两包香烟合在一起粘接后，通过传送带完成运输。

2.3.5    烟支抓取机械手

异型烟支抓取机械手立体结构示意图如图 5 所示，剪

叉杆架俯视图如图 6 所示。其主要功能型构件包括抓烟机

械手、安装座、吸盘组件、剪叉杆架以及伸缩气缸等。其中，

机械手与安装座连接在一起，抓取烟支后安装座可以带动

机械手完成烟支的移位；吸盘组件包括吸盘与滑块，滑块

可以在安装座底部处两根滑杆上移动，带动吸盘实现往返

运动，由于设计了两根滑杆，因而能够保证滑块移动时具

有足够的稳定性。一个抓烟机械手上设置了四组吸盘组件，

引入剪叉杆架可保证各吸盘组件间保持相等的距离，进而

能够高效而准确地完成成排烟支的负压抓取（吸取），机械

手带动吸盘将烟支放入烟盒后各滑块按照等距分开。此外，

吸盘底部设计了与异型烟大小相匹配的凹槽，可对异型烟

支进行良好地定位，使得异型烟在抓取后保持稳定的姿态，

图 3    异型烟自动包装系统 PLC 控制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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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能够保证异型烟具有较高的装盒成功率。

为了降低抓烟机械手的体积与制造成

本，可在伸缩气缸活塞杆上设计一齿条，同

时在安装座上设置与齿条相啮合的小齿轮以

及同步带轮，在同步带轮的驱动下可实现同

步带的精确运动，精确地完成抓烟、烟支装

盒以及放烟动作，通过调整小齿轮与同步带

轮的直径比可达到放大同步带移动距离的作

用，因而实际上抓烟机械手的尺寸无需太大

即可完成所有动作。

2.4    异型烟自动包装系统评价

本文描述的异型烟包生产线，属于烟草

设备先进技术领域。该异型烟包生产线包括

烟支供料装置、烟支输送皮带、烟支抓取机

械手、烟包纸供料装置和烟包纸折叠装置；

所述的烟支输送皮带侧方沿输送方向依次设

有烟支供料装置、烟包纸折叠装置，烟支供

料装置内的烟支通过烟支抓取机械手搬运到

烟支输送皮带上；烟包纸折叠装置进料端侧

方设有烟包纸供料装置，烟支输送皮带上的

烟支通过烟支抓取机械手搬运至烟包纸折叠

装置上进行烟包装填。该异型烟自动包装系

统实现了烟支供给、烟包装填、烟包纸折叠、

输出的一系列烟包生产工作，实现异型烟包

的机械化装填包装，利用机械化代替手工包

装的功能要求，在降低人工劳动成本的同时，提高生产效

率以及产品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稳定性。

3    结语

综上所述，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化与国家相关政策

图 4    烟包纸折叠装置局部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 5    异型烟支抓取机械手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 6    剪叉杆架俯视示意图

的约束下，异型烟大量出现，导致原先的烟支自动化包

装设备不再适用。目前，美国、意大利、日本以及德国

等国家在烟支自动包装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生产的

烟支自动包装系统在智能性、环保性、兼容性、可靠性



工业设计 2022 年    第 28 期

22

中国机械

界载荷，使用时需谨慎。但其分析简单，计算速度快，在

实际工程中的应用比较多。非线性屈曲分析考虑到了结构

的几何非线性、结构的初始缺陷或载荷扰动等因素，其计

算难度和工作量都要高于线性屈曲分析，但其计算精度是

优于线性屈曲分析的。具体采用哪种稳定性分析方法，需

要设计人员结合产品使用经验、安全系数、设备工况等因

素综合考虑。

3.4    分析模型单元设置的注意事项

氧舱舱体结构在其结构突变处（封头与舱体连接处、

基座与舱体连接处、开孔接管处）往往存在较大的局部应

力（局部膜应力、弯曲应力、峰值应力），建议选用实体

（solid）单元进行分析设计。为了更准确地计算结构的局

部应力，结构壁厚方向上的单元数量一般不少于 3 层或节

点不少于 5 个。

3.5    疲劳强度计算载荷的注意事项

在对氧舱舱体结构进行疲劳强度计算时，JB 4732-1995
（2005 年确认）规定的计算载荷是工作压力。但为了减少

设计工作量，分析设计人员一般会直接采用静力学分析中

得到的峰值应力进行疲劳强度计算。由于设计压力大于工

作压力，故该方法提高了氧舱舱体结构的交变应力强度幅，

使疲劳强度计算的结果更加保守。当然，如该方法疲劳强

度计算不通过，则可按工作压力对疲劳强度进行重新计算。

3.6    生产及检验技术条件的注意事项

由于分析设计法所使用的力学模型结构（特别是焊

缝处）是均匀连续的，所以 JB 4732-1995（2005 年确认）

中对生产和检验提出的技术要求一般情况下是高于 GB 
150.2-2011 的。当对采用分析设计法设计的氧舱舱体结构

提出生产及检验技术要求时，应该满足 JB 4732-1995（2005
年确认）中的相关条款。

4    结语

分析设计法是一种适应性极强的设计方法，许多工业

产品的结构设计创新都需要借助分析设计的手段来实现。

目前，分析设计法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各行各业中。氧舱

舱体结构的设计改进只是应用分析设计进行技术创新的案

例之一。随着我国工业技术水平的发展以及从业技术人员

整体水平的提升，分析设计法必将成为推动我国工业创新

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

参考文献：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氧

舱 GB/T 12130-2020[S].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2020:9.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压力容器 第一部分 :通用要求 GB 

150.1-2011[S].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11:11.

[3]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工业部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化

学工业部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 ,原中国石油化工总

公司 .钢制压力容器 -分析设计标准 (2005 年确认 ) JB 

4732-1995[S].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5:3.

[4]寿比南,杨国义,徐锋,等 .GB 150-2011《压力容器》

标准释义 [M].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21:103-181.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氧舱

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TSG 24-2015[S]. 北京 : 新华出版

社 ,2015:11.

及生产效率等方面也表现较好。但是，我国烟盒设计与

国外存在一定的差异，国外设备也需要进行一定的改动

才能使用，并且国外烟支包装设备价格昂贵，在我国工

业基础日趋完善的背景下实现烟支自动包装系统的自主

研发、设计与制造，对于推动我国烟支包装产业的发展

具有较好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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