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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膜自动化生产线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胶膜自动化生产线，包括

上料装置、小孔模切装置、第一排废装置、内框模

切装置、第二排废装置和离型膜模切装置，上料

装置位于小孔模切装置的上游，小孔模切装置位

于第一排废装置的上游，第一排废装置位于内框

模切装置的上游，内框模切装置位于第二排废装

置的上游，第二排废装置位于离型膜模切装置的

上游；上料装置按生产流程依次包括底材放料

辊、贴边带放料辊、第一压带机构、第二压带机构

和第三压带机构；第二压带机构的上方设有基材

放卷机构，第三压带机构的上方设有识别带放料

辊。本发明自动化程度高，实现了快速、高效、高

质量的生产，降低了人工劳动强度，提高基材膜

的利用率，节约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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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胶膜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包括上料装置(1)、小孔模切装置(2)、第一排

废装置(3)、内框模切装置(4)、第二排废装置(5)和离型膜模切装置(6)，所述上料装置位于

所述小孔模切装置的上游，所述小孔模切装置位于所述第一排废装置的上游，所述第一排

废装置位于所述内框模切装置的上游，所述内框模切装置位于所述第二排废装置的上游，

所述第二排废装置位于所述离型膜模切装置的上游；

所述上料装置按生产流程依次包括底材放料辊(11)、贴边带放料辊(12)、第一压带机

构(13)、第二压带机构(14)和第三压带机构(15)；

所述第二压带机构的上方设有基材放卷机构(17)，所述第三压带机构的上方设有识别

带放料辊(18)；

所述第一排废装置按生产流程依次包括第四压带机构(31)、第五压带机构(32)和第六

压带机构(33)，所述第四压带机构的上方设有排废料机构(34)，所述第五压带机构的上方

设有去胶机构(35)，所述第六压带机构的上方设有第二离型膜放料辊(36)，所述第五压带

机构和所述第六压带机构之间设有收卷识别膜的识别带收料辊(37)；

所述第二排废装置按生产流程依次包括第七压带机构(51)、第八压带机构(52)和第九

压带机构(53)，所述第七压带机构与所述第八压带机构之间设有用于收卷外框(7)的外框

收料辊(54)和用于收卷外框胶的外框胶收料辊(55)，所述第八压带机构的上方设有去除内

框(8)的内框排除机构(56)，所述第九压带机构的上方设有第三离型膜放料辊(57)；

所述底材放料辊套有底材膜(111)，所述贴边带放料辊套有两卷贴边带(121)，两卷所

述贴边带之间的间距等于基材膜的宽度，两条贴边带穿过第一压带机构贴于底材膜的上表

面两侧；

所述第一压带机构、所述第二压带机构、所述第三压带机构、所述第四压带机构、所述

第五压带机构、所述第六压带机构、所述第七压带机构、所述第八压带机构和所述第九压带

机构皆包括上压辊(151)和下压辊(152)，所述底材膜被压于所述上压辊和所述下压辊之

间；

所述基材放卷机构包括基材放料辊(171)和用于收卷基材膜的第一离型膜(1731)的第

一离型膜收料辊(172)，所述基材放料辊套有基材膜(173)，所述基材膜穿过所述第二压带

机构贴于底材膜，所述基材膜的第一离型膜穿过所述第二压带机构与第一离型膜收料辊连

接；

所述识别带放料辊套有所述识别膜(181)，所述识别膜穿过所述第三压带机构贴于基

材膜；

所述排废料机构包括第一排废放料辊(341)和第一排废收料辊(342)，所述第一排废放

料辊套有第一排废胶带(3411)，所述第一排废胶带穿过所述第四压带机构与所述第一排废

收料辊连接以将小孔模切装置裁切的孔型废料去除；

所述去胶机构包括去胶放料辊(351)和去胶收料辊(352)，所述去胶放料辊套有去胶胶

带(3511)，所述去胶胶带穿过所述第五压带机构与所述去胶收料辊连接以将孔型废料(9)

处底材膜上的胶去除；

所述第二离型膜放料辊套有第二离型膜(361)，所述第二离型膜穿过所述第六压带机

构贴于所述基材膜；

所述内框排除机构包括第二排废放料辊(561)和第二排废收料辊(562)，所述第二排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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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料辊套有第二排废胶带(5611)，所述第二排废胶带穿过所述第八压带机构与所述第二排

废收料辊连接；

所述第三离型膜放料辊套有第三离型膜(571)，所述第三离型膜穿过所述第九压带机

构贴于所述基材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胶膜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料装置还包括保护膜

收料辊(19)，所述底材膜的保护膜(1111)穿过贴边带放料辊与保护膜收料辊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胶膜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小孔模切装置、所述内

框模切装置和所述离型膜模切装置皆包括上安装座(21)和下安装座(22)，所述下安装座的

上表面安装有下模具(23)，所述下模具的上表面设有两块用于定位胶膜的卡块(231)，所述

上安装座的下表面安装有上模具(24)。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胶膜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小孔模切装置的上模具

的下表面设有小孔模具刀(241)。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胶膜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内框模切装置的上模具

的下表面设有内框模具刀(41)。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胶膜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离型膜模切装置的上模

具的下表面设有用于裁切第三离型膜的离型膜模具刀(61)。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胶膜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模具设有定位针

(242)，所述下模具设有与所述定位针相对应的定位孔(232)。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胶膜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模具设有与所述卡块

对应的让位槽(243)。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胶膜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针与所述贴边带相

对应。

10.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胶膜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两块所述卡块之间的间距

等于底材膜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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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膜自动化生产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模切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胶膜自动化生产线。

背景技术

[0002] 胶膜被广泛应用于手机、电视机等相关家用电器行业。市面上的胶膜主要是根据

所需要的长度对胶膜原材进行裁切而成的产品。使用小孔模切装置裁切胶膜时，需要对胶

膜原材进行间隔式切断，再把裁切后的半成品收卷，最后通过人工将裁切出来的废料去掉

再收卷。

[0003] 现有的胶膜在裁切过程中，无法观察废料是否被裁切，而且胶膜两侧的料经过模

切装置的定位针打孔后无法使用，材料的利用率低，一定程度的增加了生产成本。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主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胶膜自动化生产线，自动化程度高，实现

了快速、高效、高质量的生产，降低了人工劳动强度，提高基材膜的利用率，节约生产成本。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一个技术方案是：一种胶膜自动化生产线，包

括上料装置、小孔模切装置、第一排废装置、内框模切装置、第二排废装置和离型膜模切装

置，所述上料装置位于所述小孔模切装置的上游，所述小孔模切装置位于所述第一排废装

置的上游，所述第一排废装置位于所述内框模切装置的上游，所述内框模切装置位于所述

第二排废装置的上游，所述第二排废装置位于所述离型膜模切装置的上游；

[0006] 所述上料装置按生产流程依次包括底材放料辊、贴边带放料辊、第一压带机构、第

二压带机构和第三压带机构；

[0007] 所述第二压带机构的上方设有基材放卷机构，所述第三压带机构的上方设有识别

带放料辊；

[0008] 所述第一排废装置按生产流程依次包括第四压带机构、第五压带机构和第六压带

机构，所述第四压带机构的上方设有排废料机构，所述第五压带机构的上方设有去胶机构，

所述第六压带机构的上方设有第二离型膜放料辊，所述第五压带机构和所述第六压带机构

之间设有收卷识别膜的识别带收料辊；

[0009] 所述第二排废装置按生产流程依次包括第七压带机构、第八压带机构和第九压带

机构，所述第七压带机构与所述第八压带机构之间设有用于收卷外框的外框收料辊和用于

收卷外框胶的外框胶收料辊，所述第八压带机构的上方设有去除内框的内框排除机构，所

述第九压带机构的上方设有第三离型膜放料辊；

[0010] 所述底材放料辊套有底材膜，所述贴边带放料辊套有两卷贴边带，两卷所述贴边

带之间的间距等于基材膜的宽度，两条贴边带穿过第一压带机构贴于底材膜的上表面两

侧；

[0011] 所述第一压带机构、所述第二压带机构、所述第三压带机构、所述第四压带机构、

所述第五压带机构、所述第六压带机构、所述第七压带机构、所述第八压带机构和所述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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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带机构皆包括上压辊和下压辊，所述底材膜被压于所述上压辊和所述下压辊之间；

[0012] 所述基材放卷机构包括基材放料辊和用于收卷基材膜的第一离型膜的第一离型

膜收料辊，所述基材放料辊套有基材膜，所述基材膜穿过所述第二压带机构贴于底材膜，所

述基材膜的第一离型膜穿过所述第二压带机构与第一离型膜收料辊连接；

[0013] 所述识别带放料辊套有所述识别膜，所述识别膜穿过所述第三压带机构贴于基材

膜；

[0014] 所述排废料机构包括第一排废放料辊和第一排废收料辊，所述第一排废放料辊套

有第一排废胶带，所述第一排废胶带穿过所述第四压带机构与所述第一排废收料辊连接以

将小孔模切装置裁切的孔型废料去除；

[0015] 所述去胶机构包括去胶放料辊和去胶收料辊，所述去胶放料辊套有去胶胶带，所

述去胶胶带穿过所述第五压带机构与所述去胶收料辊连接以将孔型废料处底材膜上的胶

去除；

[0016] 所述第二离型膜放料辊套有第二离型膜，所述第二离型膜穿过所述第六压带机构

贴于所述基材膜；

[0017] 所述内框排除机构包括第二排废放料辊和第二排废收料辊，所述第二排废放料辊

套有第二排废胶带，所述第二排废胶带穿过所述第八压带机构与所述第二排废收料辊连

接；

[0018] 所述第三离型膜放料辊套有第三离型膜，所述第三离型膜穿过所述第九压带机构

贴于所述基材膜。

[0019] 进一步地说，所述上料装置还包括保护膜收料辊，所述底材膜的保护膜穿过贴边

带放料辊与保护膜收料辊连接。

[0020] 进一步地说，所述小孔模切装置、所述内框模切装置和所述离型膜模切装置皆包

括包括上安装座和下安装座，所述下安装座的上表面安装有下模具，所述下模具的上表面

设有两块用于定位胶膜的卡块，所述上安装座的下表面安装有上模具。

[0021] 进一步地说，所述小孔模切装置的上模具的下表面设有小孔模具刀。

[0022] 进一步地说，所述内框模切装置的上模具的下表面设有内框模具刀。

[0023] 进一步地说，所述离型膜模切装置的上模具的下表面设有用于裁切第三离型膜的

离型膜模具刀。

[0024] 进一步地说，所述上模具设有定位针，所述下模具设有与所述定位针相对应的定

位孔。

[0025] 进一步地说，所述上模具设有与所述卡块对应的让位槽。

[0026] 进一步地说，所述定位针与所述贴边带相对应。

[0027] 进一步地说，两块所述卡块之间的间距等于底材膜的宽度。

[002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至少具有以下几点：

[0029] 本发明包括包括上料装置、小孔模切装置、第一排废装置、内框模切装置、第二排

废装置和离型膜模切装置，从而提高了自动化程度，实现快速、高效、高质量的生产，降低了

人工劳动强度；

[0030] 本发明包括上料装置的贴边带放料辊，贴边带放料辊套有两卷贴边带，两卷贴边

带之间的间距等于基材膜的宽度，两条贴边带穿过第一压带机构贴于底材膜的上表面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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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通过贴边带贴于底材膜上表面的粘性面，使底材膜的两侧不具粘性，便于小孔模切装置

的定位针进行打孔，提高基材膜的利用率，节约生产成本；

[0031] 本发明的上料装置的识别带放料辊套有识别膜，识别膜穿过第三压带机构贴于基

材膜，便于观察经过小孔模切装置裁切后，孔型废料是否被裁切；

[0032] 本发明的第一排废装置的第四压带机构的上方设有排废料机构，第五压带机构的

上方设有去胶机构，从而将小孔模具刀裁切的孔型废料及位于孔型废料处底材膜上的残胶

去除，便于自动化生产；

[0033] 本发明的第二排废装置的第七压带机构与第八压带机构之间设有用于收卷外框

的外框收料辊和用于收卷外框胶的外框胶收料辊，第八压带机构的上方设有去除内框的内

框排除机构，第九压带机构的上方设有第三离型膜放料辊，从而通过内框排除机构将第二

离型膜去除后，换上第三离型膜，通过离型膜模切装置对第三离型膜进行裁切，第三离型膜

经过离型膜模具刀裁切后的尺寸大于内框的尺寸，从而保护基材膜，防止基材膜刮伤损坏，

保证其质量。

附图说明

[0034]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2是本发明的上料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3是本发明的第一排废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4是本发明的第二排废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5是本发明的小孔模切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9] 图6是本发明的小孔模切装置的上模具的结构示意图；

[0040] 图7是本发明的内框模切装置的上模具的结构示意图；

[0041] 图8是本发明的离型膜模切装置的上模具的结构示意图；

[0042] 图9是本发明的贴边带放料辊的结构示意图；

[0043] 图10是本发明经过小孔模切装置后的产品的结构示意图；

[0044] 图11是本发明经过内框模切装置后的产品的结构示意图；

[0045] 图12是本发明经过离型膜模切装置后的产品的结构示意图；

[0046] 附图中各部分标记如下：

[0047] 上料装置1、底材放料辊11、底材膜111、保护膜1111、贴边带放料辊12、贴边带121、

第一压带机构13、第二压带机构14、第三压带机构15、上压辊151、下压辊152、基材放卷机构

17、基材放料辊171、第一离型膜收料辊172、基材膜173、第一离型膜1731、识别带放料辊18、

识别膜181、保护膜收料辊19、小孔模切装置2、上安装座21、下安装座22、下模具23、卡块

231、定位孔232、上模具24、小孔模具刀241、定位针242、让位槽243、第一排废装置3、第四压

带机构31、第五压带机构32、第六压带机构33、排废料机构34、第一排废放料辊341、第一排

废胶带3411、第一排废收料辊342、去胶机构35、去胶放料辊351、去胶胶带3511、去胶收料辊

352、第二离型膜放料辊36、第二离型膜361、识别带收料辊37、内框模切装置4、内框模具刀

41、第二排废装置5、第七压带机构51、第八压带机构52、第九压带机构53、外框收料辊54、外

框胶收料辊55、内框排除机构56、第二排废放料辊561、第二排废胶带5611、第二排废收料辊

562、第三离型膜放料辊57、第三离型膜571、离型膜模切装置6、离型膜模具刀61、外框7、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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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8、孔型废料9。

具体实施方式

[004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进行详细阐述，以使本发明的优点和特征能

更易于被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从而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做出更为清楚明确的界定。

[0049] 实施例：一种胶膜自动化生产线，如图1-图12所示，包括上料装置1、小孔模切装置

2、第一排废装置3、内框模切装置4、第二排废装置5和离型膜模切装置6，所述上料装置1位

于所述小孔模切装置2的上游，所述小孔模切装置2位于所述第一排废装置3的上游，所述第

一排废装置3位于所述内框模切装置4的上游，所述内框模切装置4位于所述第二排废装置5

的上游，所述第二排废装置5位于所述离型膜模切装置6的上游；

[0050] 所述上料装置1按生产流程依次包括底材放料辊11、贴边带放料辊12、第一压带机

构13、第二压带机构14和第三压带机构15；

[0051] 所述第二压带机构14的上方设有基材放卷机构17，所述第三压带机构15的上方设

有识别带放料辊18；

[0052] 所述第一排废装置3按生产流程依次包括第四压带机构31、第五压带机构32和第

六压带机构33，所述第四压带机构31的上方设有排废料机构34，所述第五压带机构32的上

方设有去胶机构35，所述第六压带机构33的上方设有第二离型膜放料辊36，所述第五压带

机构32和所述第六压带机构33之间设有收卷识别膜181的识别带收料辊37；

[0053] 所述第二排废装置5按生产流程依次包括第七压带机构51、第八压带机构52和第

九压带机构53，所述第七压带机构51与所述第八压带机构52之间设有用于收卷外框7的外

框收料辊54和用于收卷外框胶的外框胶收料辊55，所述第八压带机构52的上方设有去除内

框8的内框排除机构56，所述第九压带机构53的上方设有第三离型膜放料辊57；

[0054] 所述底材放料辊11套有底材膜111，所述贴边带放料辊12套有两卷贴边带121，两

卷所述贴边带121之间的间距等于基材膜173的宽度，两条贴边带121穿过第一压带机构13

贴于底材膜111的上表面两侧；

[0055] 所述第一压带机构13、所述第二压带机构14、所述第三压带机构15、所述第四压带

机构31、所述第五压带机构32、所述第六压带机构33、所述第七压带机构51、所述第八压带

机构52和所述第九压带机构53皆包括上压辊151和下压辊152，所述底材膜111被压于所述

上压辊151和所述下压辊152之间；

[0056] 所述基材放卷机构17包括基材放料辊171和用于收卷基材膜173的第一离型膜

1731的第一离型膜收料辊172，所述基材放料辊171套有基材膜173，所述基材膜173穿过所

述第二压带机构14贴于底材膜111，所述基材膜173的第一离型膜1731穿过所述第二压带机

构14与第一离型膜收料辊172连接；

[0057] 所述识别带放料辊18套有所述识别膜181，所述识别膜181穿过所述第三压带机构

15贴于基材膜173；

[0058] 所述排废料机构34包括第一排废放料辊341和第一排废收料辊342，所述第一排废

放料辊341套有第一排废胶带3411，所述第一排废胶带3411穿过所述第四压带机构31与所

述第一排废收料辊342连接以将小孔模切装置2裁切的孔型废料9去除；

[0059] 所述去胶机构35包括去胶放料辊351和去胶收料辊352，所述去胶放料辊351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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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胶胶带3511，所述去胶胶带3511穿过所述第五压带机构32与所述去胶收料辊352连接以

将孔型废料9处底材膜111上的胶去除；

[0060] 所述第二离型膜放料辊36套有第二离型膜361，所述第二离型膜361穿过所述第六

压带机构33贴于所述基材膜173；

[0061] 所述内框排除机构56包括第二排废放料辊561和第二排废收料辊562，所述第二排

废放料辊561套有第二排废胶带5611，所述第二排废胶带5611穿过所述第八压带机构52与

所述第二排废收料辊562连接；

[0062] 所述第三离型膜放料辊57套有第三离型膜571，所述第三离型膜571穿过所述第九

压带机构53贴于所述基材膜。

[0063] 所述上料装置1还包括保护膜收料辊19，所述底材膜111的保护膜1111穿过贴边带

放料辊12与保护膜收料辊19连接。

[0064] 所述小孔模切装置2、所述内框模切装置4和所述离型膜模切装置6皆包括包括上

安装座21和下安装座22，所述下安装座22的上表面安装有下模具23，所述下模具23的上表

面设有两块用于定位胶膜的卡块231，所述上安装座21的下表面安装有上模具24。

[0065] 所述小孔模切装置2的上模具的下表面设有小孔模具刀241。

[0066] 所述内框模切装置4的上模具的下表面设有内框模具刀41。

[0067] 所述离型膜模切装置6的上模具的下表面设有用于裁切第三离型膜571的离型膜

模具刀61。

[0068] 具体实施时，所述第三离型膜571经过离型膜模具刀61裁切后的尺寸大于内框8的

尺寸。

[0069] 所述上模具24设有定位针242，所述下模具23设有与所述定位针242相对应的定位

孔232。

[0070] 所述上模具24设有与所述卡块231对应的让位槽243。

[0071] 所述定位针242与所述贴边带121相对应。

[0072] 两块所述卡块231之间的间距等于底材膜111的宽度。

[0073] 具体实施时，所述识别膜181是颜色区别于基材膜173的识别膜181，所述基材膜

173为透明基材膜，所述识别膜181为红色识别膜。

[0074] 通过小孔模切装置2后的产品包括底材膜111、基材膜173、识别膜181和贴边带

121，所述基材膜173和所述贴边带121位于所述底材膜111的上方，两条所述贴边带121分别

位于所述基材膜173的两侧，所述识别膜181位于所述基材膜173的上方。

[0075] 通过内框模切装置4后的产品包括底材膜111、基材膜173、第二离型膜361和贴边

带121，所述基材膜173和所述贴边带121位于所述底材膜111的上方，两条所述贴边带121分

别位于所述基材膜173的两侧，所述第二离型膜361位于所述基材膜173的上方。

[0076] 通过离型膜模切装置6后的产品包括底材膜111、基材膜173、第三离型膜571和贴

边带121，所述基材膜173和所述贴边带121位于所述底材膜111的上方，两条所述贴边带121

分别位于所述基材膜173的两侧，所述第三离型膜571位于所述基材膜173的上方。

[0077]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如下：底材膜经过保护膜收料辊将底材膜的保护膜去除后将两

条贴边带贴于底材膜的上表面两侧，再将基材膜的离型膜去除后贴于底材膜，将识别膜贴

于基材膜后通过小孔模切装置进行模切，最后通过第一排废胶带和去胶胶带将小孔模具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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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切的孔型废料及位于孔型废料处底材膜上的残胶去除，再通过内框模切装置裁切出内框

形状后，利用外框收料辊和外框胶收料辊将外框及外框胶收卷除去，通过内框排除机构将

第二离型膜去除后利用第三离型膜放料辊将第三离型膜贴于基材膜，最后通过离型模切装

置进行裁切，第三离型膜经过离型膜模具刀裁切后的尺寸大于内框的尺寸，从而保护基材

膜，防止基材膜刮伤损坏。

[007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

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术领域，均

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说　明　书 6/6 页

9

CN 109573713 B

9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10

CN 109573713 B

10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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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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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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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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