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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四通道全自动手帕纸生产线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四通道全自动手帕纸生

产线，属于生活用纸领域，一种四通道全自动手

帕纸生产线沿生产线前进方向依次设有用于将

原纸四等分分切成四段的四通道分切单元、及用

于分别对每段分切后的原纸进行折叠的四通道

折叠单元，四通道折叠单元包括用于分别对四等

分分切后的每段原纸纵向N折的四通道纵向折叠

机构、及用于分别对每段纵向N折的原纸横切并

折叠成纸张的四通道横向折叠机构，四通道纵向

折叠机构的进纸端与四通道分切单元的出纸端

相连，四通道纵向折叠机构的出纸端与四通道横

向折叠机构的进纸端相连。本发明的种四通道全

自动手帕纸生产线生产速度快，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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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四通道全自动手帕纸生产线，其特征在于：

沿生产线前进方向依次设有用于将原纸四等分分切成四段的四通道分切单元(1)、及

用于分别对每段分切后的原纸进行折叠的四通道折叠单元(2)；

所述四通道折叠单元(2)包括用于分别对四等分分切后的每段原纸纵向N折的四通道

纵向折叠机构(21)、及用于分别对每段纵向N折的原纸横切并折叠成纸张的四通道横向折

叠机构(22)；

所述四通道纵向折叠机构(21)的进纸端与所述四通道分切单元(1)的出纸端相连，所

述四通道纵向折叠机构(21)的出纸端与所述四通道横向折叠机构(22)的进纸端相连；

所述四通道横向折叠机构(22)包括一组横向切断面刀辊(221)、一组横向切断底刀辊

(222)、两个主折叠辊(223)、一组二分之一折叠辊(224)、一组四分之一折叠辊(225)、以及

一组抛掷辊(226)；

两个所述主折叠辊(223)并排设置，每个所述主折叠辊(223)分别对应所述四通道纵向

折叠机构(21)输送出的两个通道的纸进行折叠；

所述横向切断底刀辊(222)分别与所述横向切断面刀辊(221)和所述主折叠辊(223)相

切；

所述二分之一折叠辊(224)和所述四分之一折叠辊(225)均与所述主折叠辊(223)相

切；

所述抛掷辊(226)与所述主折叠辊(223)相切；

还包括用于原纸放卷和换卷的原纸退卷单元(3)、用于对原纸表面进行挤压的压光单

元(4)、用于对原纸进行压花处理的压花单元(5)、用于对所述四通道横向折叠机构(22)折

叠后的纸张进行堆叠的四通道分纸单元(6)、用于将所述四通道分纸单元(6)输送出的四个

通道的纸张合并为两通道的四合二输送单元(7)、链条爬坡机构(8)、双通道包装机(9)、小

包两边成型单元(10)、小包贴标机单元(11)、以及小包出料单元(12)、双通道进料输送单

元；

所述原纸退卷单元(3)、所述压光单元(4)、所述压花单元(5)、所述四通道分切单元

(1)、所述四通道折叠单元(2)、所述四通道分纸单元(6)、所述四合二输送单元(7)、所述双

通道进料输送单元、所述双通道包装机(9)、所述小包两边成型单元(10)、所述小包贴标机

单元(11)、以及所述小包出料单元(12)沿生产线前进方向依次设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四通道全自动手帕纸生产线，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真空吸附单元(13)；

所述真空吸附单元(13)包括真空泵(131)和真空管道(132)；

所述真空管道(132)的一端与所述真空泵(131)连通，所述真空管道(132)的另一端分

别与所述四通道横向折叠机构(22)、及所述原纸退卷单元(3)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四通道全自动手帕纸生产线，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用于将整卷包膜进行放卷和不停机状态下进行驳接的自动接膜单元(14)；

所述自动接膜单元(14)包括两个一用一备的包膜退卷架(141)、及包膜自动驳接机构

(142)；

所述包膜自动驳接机构(142)位于两个所述包膜退卷架(141)之间；

所述包膜自动驳接机构(142)的出膜端与所述双通道包装机(9)的进膜端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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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四通道全自动手帕纸生产线，其特征在于：

所述原纸退卷单元(3)包括两个一用一备的原纸退卷架(31)、及自动接纸机构(32)；

两个所述原纸退卷架(31)分别位于所述自动接纸机构(32)的两侧；

所述自动接纸机构(32)的出纸端与所述压光单元(4)的进纸端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四通道全自动手帕纸生产线，其特征在于：

所述双通道包装机(9)包括包装轮(91)、打膜机构(92)、侧封机构(93)、易撕口虚切机

构(94)、真空吸附风机(95)、以及包膜纠正机构(96)；

所述打膜机构(92)和所述侧封机构(93)均设置在所述包装轮(91)的外圈周边；

所述包膜纠正机构(96)位于所述打膜机构(92)和所述易撕口虚切机构(94)之间；

所述真空吸附风机(95)与所述包装轮(91)相连，为所述包装轮(91)提供真空吸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四通道全自动手帕纸生产线，其特征在于：

所述小包两边成型单元(10)包括小包成型机构(101)、及两边侧烫机构(102)；

所述两边侧烫机构(102)位于所述小包成型机构(101)的一端。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四通道全自动手帕纸生产线，其特征在于：

所述压光单元(4)包括两个压光驱动件(41)、及两个钢辊(42)；

两个所述钢辊(42)相对设置，两个所述钢辊(42)分别与两个所述压光驱动件(41)固定

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四通道全自动手帕纸生产线，其特征在于：

所述压花单元(5)包括两个压花驱动件(51)、及两个花辊(52)；

两个所述花辊(52)相对设置，两个所述花辊(52)分别与两个所述压花驱动件(51)固定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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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四通道全自动手帕纸生产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生活用纸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四通道全自动手帕纸生产线。

背景技术

[0002] 生活用纸包括手帕纸、卫生巾和卷纸等，是日常生活最常用物品。传统的手帕纸生

产线中的折叠机和包装机分别为单通道和双通道，速度分别为100包/min、及200包/min，生

产速度慢，效率低下。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出一种四通道全自

动手帕纸生产线，生产速度快，效率高。

[0004] 为达此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四通道全自动手帕纸生产线，沿生产线前进方向依次设有用于

将原纸四等分分切成四段的四通道分切单元、及用于分别对每段分切后的原纸进行折叠的

四通道折叠单元，四通道折叠单元包括用于分别对四等分分切后的每段原纸纵向N折的四

通道纵向折叠机构、及用于分别对每段纵向N折的原纸横切并折叠成纸张的四通道横向折

叠机构，四通道纵向折叠机构的进纸端与四通道分切单元的出纸端相连，四通道纵向折叠

机构的出纸端与四通道横向折叠机构的进纸端相连。

[0006] 本发明优选地技术方案在于，四通道横向折叠机构包括一组横向切断面刀辊、一

组横向切断底刀辊、两个主折叠辊、一组二分之一折叠辊、一组四分之一折叠辊、以及一组

抛掷辊，两个主折叠辊并排设置，每个主折叠辊分别对应四通道纵向折叠机构输送出的两

个通道的纸进行折叠，横向切断底刀辊分别与横向切断面刀辊和主折叠辊相切，二分之一

折叠辊和四分之一折叠辊均与主折叠辊相切，抛掷辊与主折叠辊相切。

[0007] 本发明优选地技术方案在于，还包括用于原纸放卷和换卷的原纸退卷单元、用于

对原纸表面进行挤压的压光单元、用于对原纸进行压花处理的压花单元、用于对四通道横

向折叠机构折叠后的纸张进行堆叠的四通道分纸单元、用于将四通道分纸单元输送出的四

个通道的纸张合并为两通道的四合二输送单元、链条爬坡机构、双通道包装机、小包两边成

型单元、小包贴标机单元、以及小包出料单元、双通道进料输送单元，原纸退卷单元、压光单

元、压花单元、四通道分切单元、四通道折叠单元、四通道分纸单元、四合二输送单元、双通

道进料输送单元、双通道包装机、小包两边成型单元、小包贴标机单元、以及小包出料单元

沿生产线前进方向依次设置。

[0008] 本发明优选地技术方案在于，还包括真空吸附单元，真空吸附单元包括真空泵和

真空管道，真空管道的一端与真空泵连通，真空管道的另一端分别与四通道横向折叠机构、

及原纸退卷单元连通。

[0009] 本发明优选地技术方案在于，还包括用于将整卷包膜进行放卷和不停机状态下进

行驳接的自动接膜单元，自动接膜单元包括两个一用一备的包膜退卷架、及包膜自动驳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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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包膜自动驳接机构位于两个包膜退卷架之间，包膜自动驳接机构的出膜端与双通道

包装机的进膜端相连。

[0010] 本发明优选地技术方案在于，原纸退卷单元包括两个一用一备的原纸退卷架、及

自动接纸机构，两个原纸退卷架分别位于自动接纸机构的两侧，自动接纸机构的出纸端与

压光单元的进纸端相连。

[0011] 本发明优选地技术方案在于，双通道包装机包括包装轮、打膜机构、侧封机构、易

撕口虚切机构、真空吸附风机、以及包膜纠正机构，打膜机构和侧封机构均设置在包装轮的

外圈周边，包膜纠正机构位于打膜机构和易撕口虚切机构之间，真空吸附风机与包装轮相

连，为包装轮提供真空吸附。

[0012] 本发明优选地技术方案在于，小包两边成型单元包括小包成型机构、及两边侧烫

机构，两边侧烫机构位于小包成型机构的一端。

[0013] 本发明优选地技术方案在于，压光单元包括两个压光驱动件、及两个钢辊，两个钢

辊相对设置，两个钢辊分别与两个压光驱动件固定连接。

[0014] 本发明优选地技术方案在于，压花单元包括两个压花驱动件、及两个花辊，两个花

辊相对设置，两个花辊分别与两个压花驱动件固定连接。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6] 本发明提供的四通道全自动手帕纸生产线通过四通道分切单元、四通道折叠单

元、四通道分纸单元、以及四合二输送单元结合双通道包装机改变传统的单通道或双通道，

采用四通道进行手帕纸的生产，生产速度快，效率高。并且通过原纸退卷单元实现原纸用完

时在不停机状态下进行自动换卷的功能，节省时间，提高生产效率。通过自动接膜单元实现

包膜用完时在不停机状态下进行自动换卷的功能，节省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四通道横向折叠机构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是本发明四通道横向折叠机构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是本发明四通道分切单元和四通道纵向折叠机构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是本发明自动接膜单元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是本发明原纸退卷单元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7是本发明双通道包装机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8是本发明小包两边成型单元的部分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5] 图9是本发明压光单元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6] 图10是本发明压花单元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

[0028] 1、四通道分切单元；2、四通道折叠单元；21、四通道纵向折叠机构；22、四通道横向

折叠机构；221、横向切断面刀辊；222、横向切断底刀辊；223、主折叠辊；224、二分之一折叠

辊；225、四分之一折叠辊；226、抛掷辊；3、原纸退卷单元；31、原纸退卷架；32、自动接纸机

构；4、压光单元；41、压光驱动件；42、钢辊；5、压花单元；51、压花驱动件；52、花辊；6、四通道

分纸单元；7、四合二输送单元；8、链条爬坡机构；9、双通道包装机；91、包装轮；92、打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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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93、侧封机构；94、易撕口虚切机构；95、真空吸附风机；96、包膜纠正机构；10、小包两边

成型单元；101、小包成型机构；102、两边侧烫机构；11、小包贴标机单元；12、小包出料单元；

13、真空吸附单元；131、真空泵；132、真空管道；14、自动接膜单元；141、包膜退卷架；142、包

膜自动驳接机构。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具体实施方式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30] 如图1至图10所示，本实施例中提供的一种四通道全自动手帕纸生产线，沿生产线

前进方向依次设置有用于原纸放卷和换卷的原纸退卷单元3、用于对原纸表面进行挤压的

压光单元4、用于对原纸进行压花处理的压花单元5、用于将原纸四等分分切成四段的四通

道分切单元1、用于分别对每段分切后的原纸进行折叠的四通道折叠单元2、用于对四通道

横向折叠机构22折叠后的纸张进行堆叠的四通道分纸单元6、用于将四通道分纸单元6输送

出的四个通道的纸张合并为两通道的四合二输送单元7、链条爬坡机构8、双通道包装机9、

小包两边成型单元10、小包贴标机单元11、以及小包出料单元12、双通道进料输送单元，四

通道折叠单元2包括用于分别对四等分分切后的每段原纸纵向N折的四通道纵向折叠机构

21、及用于分别对每段纵向N折的原纸横切并折叠成纸张的四通道横向折叠机构22，四通道

纵向折叠机构21的进纸端与四通道分切单元1的出纸端相连，四通道纵向折叠机构21的出

纸端与四通道横向折叠机构22的进纸端相连，将原纸放置在原纸退卷单元3上，压光单元4

对原纸退卷单元3有序送出的原纸表面进行挤压处理，压光后的原纸送至压花单元5进行压

花处理，压花完毕后的原纸经由四通道分切单元1将其四等分分切成四段，被分切成四段的

原纸分别通过四通道折叠单元2对每段原纸进行纵向N折，然后通过四通道横向折叠机构22

将每段纵向N折的原纸横切成片状，并横向折叠成片状纸张后输送至四通道分纸单元6，四

通道分纸单元6对折叠后的纸张进行按所需张数进行堆叠，可进行6‑15张的规格堆叠，堆叠

后的纸张输送至四合二输送单元7，将由四个通道输出的堆叠后的纸张合并为两通道并输

送至链条爬坡机构8，由链条爬坡机构8输送至双通道包装机9，通过双通道包装机9对小包

包装膜进行处理和进行小包侧封然后输送至小包两边成型单元10，通过小包两边成型单元

10将小包两侧烫封牢固，接着输送至小包贴标机单元11对易撕口虚切位置贴上标签，便于

人们撕开易撕口取出纸巾使用，最后通过小包出料单元12出料，本发明通过四通道分切单

元1、四通道折叠单元2、四通道分纸单元6、以及四合二输送单元7结合双通道包装机9改变

传统的单通道或双通道，采用四通道进行手帕纸的生产，可以达到800包/min的速度，生产

效率是传统的生产线的数倍。

[0031] 为了有效进行横向折叠，进一步地，四通道横向折叠机构22包括一组横向切断面

刀辊221、一组横向切断底刀辊222、两个主折叠辊223、一组二分之一折叠辊224、一组四分

之一折叠辊225、以及一组抛掷辊226，两个主折叠辊223并排设置，每个主折叠辊223分别对

应四通道纵向折叠机构21输送出的两个通道的纸进行折叠，两个主折叠辊223共进行四个

通道的纸折叠作业，横向切断底刀辊222分别与横向切断面刀辊221和主折叠辊223相切，二

分之一折叠辊224和四分之一折叠辊225均与主折叠辊223相切，抛掷辊226与主折叠辊223

相切，四通道纵向折叠机构21输送过来的原纸首先进入横向切断底刀辊222，在横向切断底

刀辊222和横向切断面刀辊221的分切面之间被切成段，然后通过负压被吸附在主折叠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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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辊面上，随着主折叠辊223一起转动经由二分之一折叠辊224进行二分之一折叠后，由四

分之一折叠辊225进行四分之一折叠，完成横向折叠，完成折叠后的纸进入主折叠辊223辊

面与抛掷辊226辊面之间被挤压后输送出，提高折叠效果。

[0032] 为了有效进行抽真空，进一步地，还包括真空吸附单元13，真空吸附单元13包括真

空泵131和真空管道132，真空管道132的一端与真空泵131连通，真空管道132的另一端分别

与四通道横向折叠机构22、及原纸退卷单元3连通，通过真空泵131结合真空管道132为四通

道横向折叠机构22、及原纸退卷单元3提供真空。

[0033] 为了进行包膜的放卷和自动换卷，进一步地，还包括用于将整卷包膜进行放卷和

不停机状态下进行驳接的自动接膜单元14，自动接膜单元14包括两个一用一备的包膜退卷

架141、及包膜自动驳接机构142，包膜自动驳接机构142位于两个包膜退卷架141之间，包膜

自动驳接机构142的出膜端与双通道包装机9的进膜端相连，通过两个一用一备的包膜退卷

架141可以对整卷包膜进行放卷，并结合包膜自动驳接机构142实现包膜用完时在不停机状

态下进行自动换卷的功能，节省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0034] 为了进行原纸的放卷和自动换卷，进一步地，原纸退卷单元3包括两个一用一备的

原纸退卷架31、及自动接纸机构32，两个原纸退卷架31分别位于自动接纸机构32的两侧，自

动接纸机构32的出纸端与压光单元4的进纸端相连，通过两个一用一备的原纸退卷架31可

以对整卷原纸进行放卷，并结合自动接纸机构32实现原纸用完时在不停机状态下进行自动

换卷的功能，节省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0035] 为了对小包包装膜图案进行自动纠正、包膜易撕口的虚切、以及小包侧封，进一步

地，双通道包装机9包括包装轮91、打膜机构92、侧封机构93、易撕口虚切机构94、真空吸附

风机95、以及包膜纠正机构96，打膜机构92和侧封机构93均设置在包装轮91的外圈周边，包

膜纠正机构96位于打膜机构92和易撕口虚切机构94之间，真空吸附风机95与包装轮91相

连，为包装轮91提供真空吸附，包膜由包装轮91输送至打膜机构92处，打膜机构92用以当膜

长大于刀与刀之间的弧长时，打入槽口以确保单张膜长一致，然后通过包膜纠正机构96对

小包包装膜图案进行自动纠正，利用易撕口虚切机构94进行包膜易撕口的虚切，然后采用

侧封机构93进行小包侧封，真空吸附风机95的设置避免了包膜在后输送过程中的卷曲问

题。

[0036] 为了将小包两侧烫封牢固，进一步地，小包两边成型单元10包括小包成型机构

101、及两边侧烫机构102，两边侧烫机构102位于小包成型机构101的左端，经由小包成型机

构101成型的小包通过两边侧烫机构102的侧烫，提高小包两侧的牢固性。

[0037] 为了进行有效的压光，进一步地，压光单元4包括两个压光驱动件41、及两个钢辊

42，两个钢辊42相对设置，两个钢辊42分别与两个压光驱动件41固定连接，压光驱动件41可

以采用气动或液压驱动，通过高硬度的钢辊42对原纸表面进行挤压处理，增加原纸表面的

光滑度和控制小包的起包度。

[0038] 为了进行有效的压花，进一步地，压花单元5包括两个压花驱动件51、及两个花辊

52，两个花辊52相对设置，两个花辊52分别与两个压花驱动件51固定连接，压花驱动件51可

以采用气动或液压驱动，通过高硬度的花辊52对原纸进行压花处理，经由压花单元5压花处

理后的原纸既可以防止原纸层数之间的脱离和散开，又提高其美观性。

[0039] 本发明是通过优选实施例进行描述的，本领域技术人员知悉，在不脱离本发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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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特征和实施例进行各种改变或等效替换。本发明不受此

处所公开的具体实施例的限制，其他落入本申请的权利要求内的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

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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