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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网纱类产品加工技术领域，

尤其是指一种贴合模切系统，其包括机架以及设

置于机架的工作台，还包括设置于机架上并用于

将双面胶与离型膜贴合的贴合机构、设置于机架

上并用于对贴双面胶后的离型膜进行模切处理

的模切机构以及设置于机架上并用于将网纱贴

设于离型膜上的贴网机构，所述双面胶用于将网

纱贴设于离型膜上。本申请不需要借助定位治具

进行定位，也能高效率地完成离型膜与网纱的复

合加工，本申请能够精准地将网纱与离型膜贴

合，降低人工成本，提高贴合效率，提高贴合的精

准度，且只需要对离型膜进行一次模切，提高模

切效率。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6页

CN 210190656 U

2020.03.27

CN
 2
10
19
06
56
 U



1.一种贴合模切系统，包括机架以及设置于机架的工作台，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置于

机架上并用于将双面胶与离型膜贴合的贴合机构、设置于机架上并用于对贴双面胶后的离

型膜进行模切处理的模切机构以及设置于机架上并用于将网纱贴设于离型膜上的贴网机

构，所述双面胶用于将网纱贴设于离型膜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贴合模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贴合机构包括转动设置

于工作台上的胶辊装置以及设置于机架上的双面胶放卷装置，双面胶与离型膜经由胶辊装

置辊压后贴合。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贴合模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双面胶放卷装置包括安

装于机架上的固定轴、套设于固定轴上的限位部件以及设置于限位部件的紧固部件，限位

部件的数量为两个，双面胶所形成的卷筒转动设置于两个限位部件之间的固定轴上，所述

紧固部件用于将限位部件锁定于固定轴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贴合模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模切机构包括上模切装

置以及设置于工作台上并与上模切装置相对应的下模切装置，所述上模切装置设有模切刀

具。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贴合模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贴网机构包括设置于机

架上的网纱放卷装置以及设置于工作台上的网纱辊压装置，网纱与离型膜经由网纱辊压装

置辊压后贴合。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贴合模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贴合模切系统还包括转

动设置于机架上的多个辅助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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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贴合模切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网纱类产品加工技术领域，尤其是指一种贴合模切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防尘网、喇叭网等网纱类产品生产加工较为困难，如需要将离型膜与网纱贴合时，

传统的生产方式为先将第一层双面胶和离型膜贴合后经由模切机构第一次冲切，然后将第

二层双面胶和另一离型膜贴合，再经由模切机构第二次冲切，其中一部分离型膜被切成小

块，总共需要两次冲切，模切效率低，如图5、图6所示，冲切完成后将两个离型膜分别贴到网

纱的两面，在此过程中需要将离型膜用定位治具定位，定位治具设有定位柱，模切后的离型

膜有切孔，定位柱穿过离型膜的切孔，定位以及贴合工作均由人工操作，完成离型膜的定位

后再将另一离型膜覆盖在网纱的上面，最后完成离型膜与网纱的复合加工，人工定位贴合

的良品率极低且产品损耗大，大量的人工使用增加生产成本，贴合效率低，贴合的精准度

低，对人们造成很大的困扰。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贴合模切系统，不需要借助定位治具进

行定位，也能高效率地完成离型膜与网纱的复合加工，提高贴合效率、贴合精准度，且只需

要对离型膜进行一次模切，提高模切效率。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贴合模切系统，其包括机架以及设置于机架的工作台，还包括设置于机架上

并用于将双面胶与离型膜贴合的贴合机构、设置于机架上并用于对贴双面胶后的离型膜进

行模切处理的模切机构以及设置于机架上并用于将网纱贴设于离型膜上的贴网机构，所述

双面胶用于将网纱贴设于离型膜上。

[0006] 进一步地，所述贴合机构包括转动设置于工作台上的胶辊装置以及设置于机架上

的双面胶放卷装置，双面胶与离型膜经由胶辊装置辊压后贴合。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双面胶放卷装置包括安装于机架上的固定轴、套设于固定轴上的

限位部件以及设置于限位部件的紧固部件，限位部件的数量为两个，双面胶所形成的卷筒

转动设置于两个限位部件之间的固定轴上，所述紧固部件用于将限位部件锁定于固定轴

上。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模切机构包括上模切装置以及设置于工作台上并与上模切装置相

对应的下模切装置，所述上模切装置设有模切刀具。

[0009] 进一步地，所述贴网机构包括设置于机架上的网纱放卷装置以及设置于工作台上

的网纱辊压装置，网纱与离型膜经由网纱辊压装置辊压后贴合。

[0010] 进一步地，所述贴合模切系统还包括转动设置于机架上的多个辅助辊。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申请的离型膜分为A侧离型膜和B侧离型膜，A侧离型

膜、B侧离型膜分别需要贴上双面胶，所述贴合机构的数量为两个，其中一个贴合机构对A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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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型膜贴双面胶，另一个贴合机构对B侧离型膜贴双面胶，所述模切机构设置于贴合机构后

端的机架上，对贴双面胶后的A侧离型膜和B侧离型膜同时模切，只需要对离型膜进行一次

模切，提高模切效率，模切时将A侧离型膜和B侧离型膜之间切一道折合虚线，通常双面胶会

粘有贴纸，将模切后的离型膜上的双面胶贴纸撕掉，如图1、图3所示，所述贴网机构将网纱

贴设于A侧(或B侧)的离型膜的双面胶上，使得网纱的一面粘贴于A侧离型膜上，然后将B侧

(或A侧)的离型膜沿折合虚线翻转180°，B侧(或A侧)的离型膜的双面胶与网纱的另一面粘

贴，使得网纱的另一面粘贴于A侧离型膜上，网纱贴合于A侧离型膜与B侧离型膜之间，不需

要借助定位治具进行定位，也能高效率地完成离型膜与网纱的复合加工；本申请能够精准

地将网纱与离型膜贴合，降低人工成本，提高贴合效率，提高贴合的精准度，且只需要对离

型膜进行一次模切，提高模切效率。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实用新型另一视角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离型膜与双面胶、网纱的复合加工流程示意图一。

[0015]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离型膜与双面胶、网纱的复合加工流程示意图二。

[0016] 图5为传统的离型膜与双面胶、网纱的复合加工流程示意图一。

[0017] 图6为传统的离型膜与双面胶、网纱的复合加工流程示意图二。

[0018] 附图标记说明：

[0019] 1-机架；11-工作台；2-贴合机构；21-胶辊装置；22-双面胶放卷装置；221-固定轴；

222-限位部件；223-紧固部件；3-模切机构；31-上模切装置；32-下模切装置；33-模切刀具；

4-贴网机构；41-网纱放卷装置；42-网纱辊压装置；5-辅助辊。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便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的理解，下面结合实施例与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

的说明，实施方式提及的内容并非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定。

[0021] 如图1至图6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贴合模切系统，其包括机架1以及设置于

机架1的工作台11，还包括设置于机架1上并用于将双面胶与离型膜贴合的贴合机构2、设置

于机架1上并用于对贴双面胶后的离型膜进行模切处理的模切机构3以及设置于机架1上并

用于将网纱贴设于离型膜上的贴网机构4，所述双面胶用于将网纱贴设于离型膜上，各个机

构均与工作台11配合使用。

[0022] 传统的生产方式为先将第一层双面胶和离型膜贴合后经由模切机构3第一次冲

切，然后将第二层双面胶和另一离型膜贴合，再经由模切机构3第二次冲切，其中一部分离

型膜被切成小块，总共需要两次冲切，模切效率低，如图5、图6所示，冲切完成后将两个离型

膜分别贴到网纱的两面，在此过程中需要将离型膜用定位治具定位，定位治具设有定位柱，

模切后的离型膜有切孔，网纱两面的离型膜的切孔需要对齐，定位柱穿过离型膜的切孔，定

位以及贴合工作均由人工操作，完成离型膜的定位后再将另一离型膜覆盖在网纱的上面，

最后完成离型膜与网纱的复合加工，人工定位贴合的良品率极低且产品损耗大，大量的人

工使用增加生产成本，贴合效率低，贴合的精准度低，对人们造成很大的困扰；为了解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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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问题，本申请在实际运用中，所述离型膜分为A侧离型膜和B侧离型膜，A侧离型膜、B侧离

型膜分别需要贴上双面胶，所述贴合机构2的数量为两个，其中一个贴合机构2对A侧离型膜

贴双面胶，另一个贴合机构2对B侧离型膜贴双面胶，所述模切机构3设置于贴合机构2后端

的机架1上，对贴双面胶后的A侧离型膜和B侧离型膜同时模切，只需要对离型膜进行一次模

切，提高模切效率，模切时将A侧离型膜和B侧离型膜之间切一道折合虚线，通常双面胶会粘

有贴纸，将模切后的离型膜上的双面胶贴纸撕掉，如图1、图3所示，所述贴网机构4将网纱贴

设于A侧(或B侧)离型膜的双面胶上，使得网纱的一面粘贴于A侧离型膜上，然后将B侧(或A

侧)离型膜沿折合虚线翻转180°，B侧(或A侧)离型膜的双面胶与网纱的另一面粘贴，使得网

纱的另一面粘贴于A侧离型膜上，网纱贴合于A侧离型膜与B侧离型膜之间，不需要借助定位

治具进行定位，也能高效率地完成离型膜与网纱的复合加工，本申请能够精准地将网纱与

离型膜贴合，降低人工成本，提高贴合效率，提高贴合的精准度，且只需要对离型膜进行一

次模切，提高模切效率。

[0023] 本实施例中，所述贴合机构2包括转动设置于工作台11上的胶辊装置21以及设置

于机架1上的双面胶放卷装置22，所述双面胶为卷筒双面胶，双面胶与离型膜经由胶辊装置

21辊压后贴合。所述双面胶放卷装置22包括安装于机架1上的固定轴221、套设于固定轴221

上的限位部件222以及设置于限位部件222的紧固部件223，限位部件222的数量为两个，双

面胶所形成的卷筒转动设置于两个限位部件222之间的固定轴221上，所述紧固部件223用

于将限位部件222锁定于固定轴221上。实际运用中，所述固定轴221位于胶辊装置21的上

方，卷筒双面胶限位于两个限位部件222之间的固定轴221上，所述限位部件222用于将卷筒

双面胶限位于A侧离型膜或B侧离型膜正上方的固定轴221上，使得双面胶能够准确地贴设

到预设的离型膜位置，所述紧固部件223用于将限位部件222锁定在预设的固定轴221位置

上，防止卷筒双面胶转动时发生位置偏移，使得双面胶能够准确地贴设到预设的离型膜位

置，提高贴合精度。

[0024] 本实施例中，所述模切机构3包括上模切装置31以及设置于工作台11上并与上模

切装置31相对应的下模切装置32，所述上模切装置31设有模切刀具33。模切刀具33的形状

根据所需的离型膜的形状设定，模切时，离型膜承载于下模切装置32上，上模切装置31向下

移动并冲切离型膜。

[0025] 本实施例中，所述贴网机构2包括设置于机架1上的网纱放卷装置41以及设置于工

作台上的网纱辊压装置42，网纱与离型膜经由网纱辊压装置42辊压后贴合。所述网纱放卷

装置41的结构与双面胶放卷装置22的结构相同，网纱辊压装置42的结构与胶辊装置21的结

构相同。

[0026] 本实施例中，所述贴合模切系统还包括转动设置于机架1上的多个辅助辊5。所述

辅助辊5用于朝预设方向运送离型膜并使得离型膜处于张紧状态。

[0027] 本实施例中的所有技术特征均可根据实际需要而进行自由组合。

[0028] 上述实施例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实现方案，除此之外，本实用新型还可以其它方

式实现，在不脱离本技术方案构思的前提下任何显而易见的替换均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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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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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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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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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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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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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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