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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铝铂膜包装棉签的膜切

机，包括膜切机主体，所述膜切机主体包括二次

热封机构、牵引机构、传感机构、刀模机构、控制

器、主体架子；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本设计能

对铝铂膜包装棉签排进行第二次热封，解决了切

割过程中，由于一次封装不够稳固，容易封装包

容易破裂的问题，且设有光纤感应器进行计数，

指令切割，实现半自动化切割，结构简单，操作容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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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铝铂膜包装棉签的膜切机，包括膜切机主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膜切机主体

(1)包括二次热封机构(11)、牵引机构(12)、传感机构(13)、刀模机构(14)、控制器(15)、主

体架子(16)；所述二次热封机构(11)设有热封铜块(111)、热封冲杆(112)、热封气缸(113)、

硅胶板(114)、热封架子(115)；所述牵引机构(12)设有导轨架(121)、导轨丝杆(122)、牵引

电机(123)、牵引上板(124)、牵引冲杆(125)、牵引气缸(126)、牵引下板(127)；所述传感机

构(13)设有光纤传感器(131)、传感架子(132)；所述刀模机构(14)设有上刀模(141)、刀模

冲杆(142)、刀模气缸(143)、下刀模(144)、刀模架子(145)；所述主体架子(16)设有架子台

面(161)；所述架子台面(161)设有牵引孔道(1611)；所述硅胶板(114)在热封架子(115)的

下部，所述热封铜块(111)在硅胶板(114)的正上方，所述热封铜块(111)的上部连接热封冲

杆(112)的一端，热封冲杆(112)的另一端连接热封气缸(113)，所述热封气缸(113)在热封

架子(115)的上部；所述导轨丝杆(122)在架子台面(161)的下方，且导轨丝杆(122)正对着

牵引孔道(1611)，所述导轨架(121)的下端连接导轨丝杆(122)，且导轨架(121)的上部穿过

牵引孔道(1611)，所述导轨丝杆(122)的左端连接牵引电机(123)，所述牵引下板(127)在导

轨架(121)的中部，且牵引下板(127)在架子台面(161)的上方，所述牵引上板(124)在牵引

下板(127)的正上方，所述牵引上板(124)的上部连接牵引冲杆(125)的一端，牵引冲杆

(125)的另一端连接牵引气缸(126)，所述牵引气缸(126)在导轨架(121)的上部；所述光纤

传感器(131)在传感架子(132)的上部；所述下刀模(144)在刀模架子(145)的下部，所述上

刀模(141)在下刀模(144)的正上方，所述上刀模(141)的上部连接刀模冲杆(142)的一端，

刀模冲杆(142)的另一端连接刀模气缸(143)；所述二次热封机构(11)、牵引机构(12)、传感

机构(13)、刀模机构(14)依次排列的在架子台面(161)上，所述控制器(15)在架子台面

(161)的侧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铝铂膜包装棉签的膜切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15)控

制二次热封机构(11)、牵引机构(12)、传感机构(13)、刀模机构(14)工作。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铝铂膜包装棉签的膜切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二次热封机构

(11)工作，所述热封气缸(113)推动热封冲杆(112)向下，热封冲杆(112)推动热封铜块

(111)向下，压住硅胶板(114)。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铝铂膜包装棉签的膜切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牵引机构(12)

工作，所述牵引气缸(126)推动牵引冲杆(125)向下，牵引冲杆(125)推动牵引上板(124)向

下，压住牵引下板(127)；所述牵引电机(123)发动，可控制导轨架(121)沿着导轨丝杆

(122)，且在牵引孔道(1611)内，左右移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铝铂膜包装棉签的膜切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传感机构(13)

工作，所述光纤传感器(131)能感应到铝铂膜包装棉签排，并对棉签进行计数，当达到设定

数值时，就会发指令到控制器(1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铝铂膜包装棉签的膜切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刀模机构(14)

工作，所述刀模气缸(143)推动刀模冲杆(142)向下，刀模冲杆(142)推动上刀模(141)向下，

压住下刀模(144)。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铝铂膜包装棉签的膜切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热封铜块

(111)为加热铜块，且能封装铝铂膜包装。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一种铝铂膜包装棉签的膜切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刀模(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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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住下刀模(144)，能把放置在里面的铝铂膜包装棉签排，切成独立铝铂膜包装棉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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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铝铂膜包装棉签的膜切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棉签生产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铝铂膜包装棉签的膜切机。

背景技术

[0002] 棉签，又称为擦拭棒。棉签是裹有少许消毒棉花的较火柴棍儿稍大的小木棍或塑

料棒，主要用于医疗中涂抹药水，吸附脓血等等。随着棉签的运用越来越广泛和普遍性，生

产棉签的设备也越来越重要。本技术方案主要涉及一种铝铂膜包装棉签如图4，棉签在铝铂

膜包装封装后，形成铝铂膜包装棉签排如图3，要使其最总成为独立铝铂膜包装棉签，就需

要把成铝铂膜包装棉签排进行切，所以就需要一种铝铂膜包装棉签的膜切机。

[0003] 现有铝铂膜包装棉签的膜切机，存在以下缺点：一、纯手工操作，生产效率低；二、

铝铂膜包装在切割的过程中，容易破裂；三、结构复杂，操作复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主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铝铂膜包装棉签的膜切机，其实现了二次

热封装，且半自动生产、结构简单、操作容易。

[0005]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铝铂膜包装棉签的膜切机，包括膜切机主体，

所述膜切机主体包括二次热封机构、牵引机构、传感机构、刀模机构、控制器、主体架子；所

述二次热封机构设有热封铜块、热封冲杆、热封气缸、硅胶板、热封架子；所述牵引机构设有

导轨架、导轨丝杆、牵引电机、牵引上板、牵引冲杆、牵引气缸、牵引下板；所述传感机构设有

光纤传感器、传感架子；所述刀模机构设有上刀模、刀模冲杆、刀模气缸、下刀模、刀模架子；

所述主体架子设有架子台面；所述架子台面设有牵引孔道；所述硅胶板在热封架子的下部，

所述热封铜块在硅胶板的正上方，所述热封铜块的上部连接热封冲杆的一端，热封冲杆的

另一端连接热封气缸，所述热封气缸在热封架子的上部；所述导轨丝杆在架子台面的下方，

且导轨丝杆正对着牵引孔道，所述导轨架的下端连接导轨丝杆，且导轨架的上部穿过牵引

孔道，所述导轨丝杆的左端连接牵引电机，所述牵引下板在导轨架的中部，且牵引下板在架

子台面的上方，所述牵引上板在牵引下板的正上方，所述牵引上板的上部连接牵引冲杆的

一端，牵引冲杆的另一端连接牵引气缸，所述牵引气缸在导轨架的上部；所述光纤传感器在

传感架子的上部；所述下刀模在刀模架子的下部，所述上刀模在下刀模的正上方，所述上刀

模的上部连接刀模冲杆的一端，刀模冲杆的另一端连接刀模气缸；所述二次热封机构、牵引

机构、传感机构、刀模机构依次排列的在架子台面上，所述控制器在架子台面的侧边。

[0006] 进一步说，所述控制器控制二次热封机构、牵引机构、传感机构、刀模机构工作。

[0007] 进一步说，所述二次热封机构工作，所述热封气缸推动热封冲杆向下，热封冲杆推

动热封铜块向下，压住硅胶板。

[0008] 进一步说，所述牵引机构工作，所述牵引气缸推动牵引冲杆向下，牵引冲杆推动牵

引上板向下，压住牵引下板；所述牵引电机发动，可控制导轨架沿着导轨丝杆，且在牵引孔

道内，左右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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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进一步说，所述传感机构工作，所述光纤传感器能感应到铝铂膜包装棉签排，并对

棉签进行计数，当达到设定数值时，就会发指令到控制器。

[0010] 进一步说，所述刀模机构工作，所述刀模气缸推动刀模冲杆向下，刀模冲杆推动上

刀模向下，压住下刀模。

[0011] 进一步说，所述热封铜块为加热铜块，且能封装铝铂膜包装。

[0012] 进一步说，所述上刀模压住下刀模，能把放置在里面的铝铂膜包装棉签排，切成独

立铝铂膜包装棉签。

[0013]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铝铂膜包装棉签的膜切机，包括膜切机主体，所述膜切机主体

包括二次热封机构、牵引机构、传感机构、刀模机构、控制器、主体架子；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在于：本设计能对铝铂膜包装棉签排进行第二次热封，解决了切割过程中，由于一次封装不

够稳固，容易封装包容易破裂的问题，且设有光纤感应器进行计数，指令切割，实现半自动

化切割，结构简单，操作容易。

附图说明

[001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介绍，显而易见地，而描述中的附图是本发明的一

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

附图获得其他附图。

[0015]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的架子台面示意图。

[0017] 图3是铝铂膜包装棉签排示意图。

[0018] 图4是独立铝铂膜包装棉签示意图。

[0019] 下面结合实施例，并参照附图，对本发明目的的实现、功能特点及优点作进一步说

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使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

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发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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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1] 实施例一：

[0022] 如图1至图4所示，所述一种铝铂膜包装棉签的膜切机，包括膜切机主体1，所述膜

切机主体1包括二次热封机构11、牵引机构12、传感机构13、刀模机构14、控制器15、主体架

子16；所述二次热封机构11设有热封铜块111、热封冲杆112、热封气缸113、硅胶板114、热封

架子115；所述牵引机构12设有导轨架121、导轨丝杆122、牵引电机123、牵引上板124、牵引

冲杆125、牵引气缸126、牵引下板127；所述传感机构13设有光纤传感器131、传感架子132；

所述刀模机构14设有上刀模141、刀模冲杆142、刀模气缸143、下刀模144、刀模架子145；所

述主体架子16设有架子台面161；所述架子台面161设有牵引孔道1611；所述硅胶板114在热

封架子115的下部，所述热封铜块111在硅胶板114的正上方，所述热封铜块111的上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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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封冲杆112的一端，热封冲杆112的另一端连接热封气缸113，所述热封气缸113在热封架

子115的上部；所述导轨丝杆122在架子台面161的下方，且导轨丝杆122正对着牵引孔道

1611，所述导轨架121的下端连接导轨丝杆122，且导轨架121的上部穿过牵引孔道1611，所

述导轨丝杆122的左端连接牵引电机123，所述牵引下板127在导轨架121的中部，且牵引下

板127在架子台面161的上方，所述牵引上板124在牵引下板127的正上方，所述牵引上板124

的上部连接牵引冲杆125的一端，牵引冲杆125的另一端连接牵引气缸126，所述牵引气缸

126在导轨架121的上部；所述光纤传感器131在传感架子132的上部；所述下刀模144在刀模

架子145的下部，所述上刀模141在下刀模144的正上方，所述上刀模141的上部连接刀模冲

杆142的一端，刀模冲杆142的另一端连接刀模气缸143；所述二次热封机构11、牵引机构12、

传感机构13、刀模机构14依次排列的在架子台面161上，所述控制器15在架子台面161的侧

边。

[0023] 具体说：手动牵引铝铂膜包装棉签排到二次热封机构11，所述热封气缸113推动热

封冲杆112向下，热封冲杆112推动热封铜块111向下，压住硅胶板114，铝铂膜包装棉签排在

热封铜块111与硅胶板114挤压下，由于热封铜块111为加热铜块，所述铝铂膜包装棉签排进

行了二次封装；再手动牵引二次封装后的铝铂膜包装棉签排到牵引机构12，所述牵引气缸

126推动牵引冲杆125向下，牵引冲杆125推动牵引上板124向下，压住牵引下板127，铝铂膜

包装棉签排被牵引上板124和牵引下板127夹住；所述牵引电机123发动，导轨架121沿着导

轨丝杆122，且在牵引孔道1611内，从左到右移动，铝铂膜包装棉签排也从左到右移动；当铝

铂膜包装棉签排经过传感机构13，所述光纤传感器131能感应到铝铂膜包装棉签排，并对棉

签进行计数，当达到设定数值时，就会发指令到控制器15，控制器15会发指令到刀模机构

14，刀模机构14开始工作，所述刀模气缸143推动刀模冲杆142向下，刀模冲杆142推动上刀

模141向下，压住下刀模144，所述上刀模141压住下刀模144，能把放置在里面的铝铂膜包装

棉签排，切成独立铝铂膜包装棉签；切割完毕后，控制器15会发指令到牵引机构12，所述牵

引上板124与牵引下板127会打开，导轨架121沿着导轨丝杆122，且在牵引孔道1611内，从右

到左移动，恢复到原来状态，如此循环工作。

[0024] 如图1所示，所述控制器15控制二次热封机构11、牵引机构12、传感机构13、刀模机

构14工作。

[0025] 如图1所示，所述二次热封机构11工作，所述热封气缸113推动热封冲杆112向下，

热封冲杆112推动热封铜块111向下，压住硅胶板114。

[0026] 如图1、图2所示，所述牵引机构12工作，所述牵引气缸126推动牵引冲杆125向下，

牵引冲杆125推动牵引上板124向下，压住牵引下板127；所述牵引电机123发动，可控制导轨

架121沿着导轨丝杆122，且在牵引孔道1611内，左右移动。

[0027] 如图1所示，所述传感机构13工作，所述光纤传感器131能感应到铝铂膜包装棉签

排，并对棉签进行计数，当达到设定数值时，就会发指令到控制器15。

[0028] 如图1所示，所述刀模机构14工作，所述刀模气缸143推动刀模冲杆142向下，刀模

冲杆142推动上刀模141向下，压住下刀模144。

[0029] 如图1、图3、图4所示，所述热封铜块111为加热铜块，且能封装铝铂膜包装。

[0030] 如图1、图3、图4所示，所述上刀模141压住下刀模144，能把放置在里面的铝铂膜包

装棉签排，切成独立铝铂膜包装棉签。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110116833 A

6



[0031]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

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

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替

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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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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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10

CN 110116833 A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