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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内点复合切边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内点复合切边机，包

括机架、设于机架上的移动料盘和切边剪切装

置，移动料盘将口罩移动至不同的处理工位，切

边剪切装置包括安装在机架上的切边剪切支架、

设置在切边剪切支架上的预切断剪刀、精切剪

刀、上压紧定位装置、前定位装置、后定位装置、

左定位装置和右定位装置，预切断剪刀将口罩的

边带切断，使口罩单个分离，经移动料盘将口罩

移动至一定位置，上压紧定位装置、前定位装置、

后定位装置、左定位装置和右定位装置将口罩定

位，精切剪刀将口罩多余的毛边切掉。该内点复

合切边机结构简单和安装方便，可有效的提高口

罩的切边质量，保证口罩的完整性和美观性，提

高口罩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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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内点复合切边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设于所述机架上的移动料盘和切边剪

切装置，所述移动料盘将口罩移动至不同的处理工位，所述切边剪切装置包括安装在所述

机架上的切边剪切支架、设置在所述切边剪切支架上的预切断剪刀、精切剪刀、上压紧定位

装置、前定位装置、后定位装置、左定位装置和右定位装置，所述预切断剪刀将口罩的边带

切断，使口罩单个分离，经所述移动料盘将口罩移动至一定位置，所述上压紧定位装置、所

述前定位装置、所述后定位装置、所述左定位装置和所述右定位装置将口罩定位，所述精切

剪刀将口罩多余的毛边切掉。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内点复合切边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切边剪切装置还包括导平

托杆、定位爪和定位气缸，所述导平托杆具有若干凹槽，口罩位于所述导平托杆上，所述定

位爪穿过所述凹槽，所述定位气缸驱动所述定位爪吸附口罩。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内点复合切边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内点复合切边机还包括进

耳带装置，所述进耳带装置包括第一支架和设置在所述第一支架的进耳带马达和若干松紧

轮，所述进耳带马达带动耳带在所述松紧轮上运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内点复合切边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内点复合切边机还包括耳

带焊接装置，所述耳带焊接装置包括第二支架、设于所述第二支架的下压气缸、固定夹、卷

线盘、第一剪刀、第一超声波焊接机构和焊接头，耳带在所述卷线盘达到一定长度时，所述

固定夹夹紧耳带，所述第一剪刀切断耳带，所述下压气缸带动第一超声波焊接机构下移并

配合所述焊接头将耳带焊接在口罩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内点复合切边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内点复合切边机还包括边

带进料装置和包边焊接装置，所述边带进料装置包括边带支架、设置在所述边带支架的边

带卷料盘、边带松紧轮和边带马达，所述边带马达带动边带在所述松紧轮和所述边带卷料

盘运动将边带送进所述包边焊接装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内点复合切边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包边焊接装置包括第三支

架、设置在所述第三支架上的焊接气缸、包边焊头和第二超声波焊接机构，所述焊接气缸带

动所述第二超声波焊接机构下移并配合所述包边焊头将边带焊接至口罩。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内点复合切边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内点复合切边机还包括卸料

装置，所述卸料装置包括卸料架、安装在所述卸料架的卸料皮带、卸料马达、卸料气缸、卸料

压板和口罩托板，经所述切边剪切装置处理后的口罩进入到所述卸料皮带，所述卸料马达

带动所述卸料皮带转动将口罩输送至所述口罩托板中，在所述卸料气缸驱动所述卸料压板

下压所述口罩托板，使口罩离开所述口罩托板。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内点复合切边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内点复合切边机还包括收

集装置，所述收集装置包括输送皮带、输送马达和控制器，经所述卸料装置的作用下，口罩

掉到所述输送皮带上，所述控制器检测到所述输送皮带上的口罩为一定数量时，控制所述

输送马达带动所述输送皮带运动，将口罩输送至收集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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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点复合切边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平面口罩的加工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内点复合切边机。

背景技术

[0002] 平面口罩在加工的过程中，通常会出现毛边、缺口、褶皱等缺陷。为了保证平面口

罩的成品质量，需要在最后一道工序对平面口罩进行切边。现有设备几乎都是采用单刀加

工技术，该技术会带来以下缺陷：1、平面口罩的生产过程中都是单刀剪切加工，对产品质量

不理想，不能保证产品质量；2、单刀加工，对平面口罩的边缘剪切长短不一，美观性不足。

[0003] 因此，急需设计一种内点复合切边机来克服上述缺陷。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结构简单和安装方便的内点复合切边机，可有效的

提高产品的切边质量，保证产品的完整性和美观性，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一种内点复合切边机，包括机架、设于所述机架上的移动料盘和

切边剪切装置，所述移动料盘将口罩移动至不同的处理工位，所述切边剪切装置包括安装

在所述机架上的切边剪切支架、设置在所述切边剪切支架上的预切断剪刀、精切剪刀、上压

紧定位装置、前定位装置、后定位装置、左定位装置和右定位装置，所述预切断剪刀将口罩

的边带切断，使口罩单个分离，经所述移动料盘将口罩移动至一定位置，所述上压紧定位装

置、所述前定位装置、所述后定位装置、所述左定位装置和所述右定位装置将所述口罩定

位，所述精切剪刀将口罩多余的毛边切掉。

[000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申请的内点复合切边机利用预切断剪刀和精切剪刀先后对口

罩进行切边，先采用预切断剪刀将口罩单个分离，再采用精切剪刀进行切边动作，可有效的

提高口罩的切边质量，保证口罩的完整性和美观性，提高口罩的竞争力。同时利用上压紧定

位装置、前定位装置、后定位装置、左定位装置和右定位装置对口罩进行精确和稳定的定

位，提高切边的稳定性，进一步提高产品的切边质量。

[0007] 较佳地，所述切边剪切装置还包括导平托杆、定位爪和定位气缸，所述导平托杆具

有若干凹槽，口罩位于所述导平托杆上，所述定位爪穿过所述凹槽，所述定位气缸驱动所述

定位爪吸附口罩。

[0008] 较佳地，所述内点复合切边机还包括进耳带装置，所述进耳带装置包括第一支架

和设置在所述第一支架的进耳带马达和若干松紧轮，所述进耳带马达带动耳带在所述松紧

轮上运动。

[0009] 较佳地，所述内点复合切边机还包括耳带焊接装置，所述耳带焊接装置包括第二

支架、设于所述第二支架的下压气缸、固定夹、卷线盘、第一剪刀、第一超声波焊接机构和焊

接头，耳带在所述卷线盘达到一定长度时，所述固定夹夹紧耳带，所述第一剪刀切断耳带，

所述下压气缸带动第一超声波焊接机构下移并配合所述焊接头将耳带焊接在口罩上。

[0010] 较佳地，所述内点复合切边机还包括边带进料装置和包边焊接装置，所述边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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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装置包括边带支架、设置在所述边带支架的边带卷料盘、边带松紧轮和边带马达，所述边

带马达带动边带在所述松紧轮和所述边带卷料盘运动将边带送进所述包边焊接装置。

[0011] 较佳地，所述包边焊接装置包括第三支架、设置在所述第三支架上的焊接气缸、包

边焊头和第二超声波焊接机构，所述焊接气缸带动所述包边焊头下移，将包在口罩两侧的

边带压紧于超声波平面完成焊接。

[0012] 较佳地，所述内点复合切边机还包括卸料装置，所述卸料装置包括卸料架、安装在

所述卸料架的卸料皮带、卸料马达、卸料气缸、卸料压板和口罩托板，经所述切边剪切装置

处理后的口罩进入到所述卸料皮带，所述卸料马达带动所述卸料皮带转动将口罩输送至所

述口罩托板中，在所述卸料气缸驱动所述卸料压板下压所述口罩托板，使口罩离开所述口

罩托板。

[0013] 较佳地，所述内点复合切边机还包括收集装置，所述收集装置包括输送皮带、输送

马达和控制器，经所述卸料装置的作用下，口罩掉到所述输送皮带上，所述控制器检测到所

述输送皮带上的口罩为一定数量时，控制所述输送马达带动所述输送皮带运动，将口罩输

送至收集箱。

[0014] 通过以下的描述并结合附图，本实用新型将变得更加清晰，这些附图用于解释本

实用新型的实施例。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申请内点复合切边机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图1所示内点复合切边机中进耳带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图1所示内点复合切边机中耳带焊接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图1所示内点复合切边机中边带进料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图1所示内点复合切边机中包边焊接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为图1所示内点复合切边机中切边剪切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7为图6所示内点复合切边机中切边剪切装置的局部结构示意图，显示预切断剪

刀的连接关系。

[0022] 图8为图6所示内点复合切边机中切边剪切装置的另一局部结构示意图，显示定位

爪和定位气缸的连接关系。

[0023] 图9为图6所示内点复合切边机中切边剪切装置的又一局部结构示意图，显示精切

剪刀的连接关系。

[0024] 图10为图1所示内点复合切边机中卸料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11为图1所示内点复合切边机中收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现在参考附图描述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附图中类似的元件标号代表类似的元

件。

[0027] 请参考图1，本申请的内点复合切边机100，包括机架10、设于机架10上的移动料盘

20和切边剪切装置30，移动料盘20将口罩移动至不同的处理工位。也就是说，移动料盘20可

配合感应器，将口罩移动至对应的处理工位便于该工位的装置进行操作。请参考图6-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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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边剪切装置30包括安装在机架10上的切边剪切支架31、设置在机架10上的预切断剪刀

32、精切剪刀33、上压紧定位装置341、前定位装置、后定位装置343、左定位装置344和右定

位装置345，预切断剪刀32将口罩的边带切断，使口罩单个分离，经移动料盘20将口罩移动

至一定位置，上压紧定位装置341、前定位装置、后定位装置343、左定位装置344和右定位装

置345将口罩定位，精切剪刀33将口罩多余的毛边切掉。当口罩的耳带焊接好后，通过移动

料盘20的作用将口罩移动至切边工位，利用内点复合切边机100对口罩进行分离和切边。移

动料盘20先将口罩送至预切断剪刀32位置处，送过来的口罩是通过边带连接的，预切断剪

刀32将口罩的边带切断，使口罩单个分离，此时毛边长约4～5mm。然后移动料盘20将口罩送

至精切剪刀33位置处，左定位装置344和右定位装置345收紧，使口罩在左右方向固定。同

时，前定位装置和后定位装置343收紧，上压紧定位装置341向下压紧，防止口罩在精切剪刀

33切断时移动。在本实施例中，设置有2把预切断剪刀32，4把精切剪刀33，当口罩被定位后，

4把精切剪刀33同时剪掉口罩多余的毛边，剪切后的毛边长度只有0.5～1.0mm。

[0028] 请参考图8，切边剪切装置30还包括导平托杆35、定位爪36和定位气缸37，导平托

杆35具有若干凹槽351，口罩位于导平托杆35上，定位爪36穿过凹槽351，定位气缸37驱动定

位爪36导正口罩。导平托杆35设置在切边剪切支架31上，移动料盘20将口罩送至导平托杆

35上，导平托杆35能保证口罩在移动及后续定位中的平整性。定位气缸37驱动定位爪36穿

过凹槽351导正口罩，再经上压紧定位装置341向下压紧，进一步防止口罩在精切剪刀33切

断时移动。

[0029] 请参考图2-图3，内点复合切边机100还包括进耳带装置40和耳带焊接装置50，进

耳带装置40包括第一支架41和设置在第一支架41的进耳带马达43和若干松紧轮45，进耳带

马达43带动耳带在松紧轮45上运动。进耳带装置40将耳带引入，经耳带焊接装置50进行焊

接。具体地，耳带焊接装置50包括设置在机架10上的第二支架51及设于第二支架51的下压

气缸52、固定夹53、卷线盘54、第一剪刀55、第一超声波焊接机构56和焊接头57，耳带在卷线

盘54缠绕半圈达到一定长度时，固定夹53夹紧耳带，第一剪刀切断耳带，下压气缸52带动焊

接头57将耳带焊接在口罩上。其中，带子长度根据卷线盘调节而定，在此不做限制。

[0030] 请参考图4-图5，内点复合切边机100还包括边带进料装置60和包边焊接装置70，

边带进料装置60包括边带支架61、设置在边带支架61的边带卷料盘62、边带松紧轮63和边

带马达65，边带马达65带动边带在边带松紧轮63和边带卷料盘62运动，将边带送进包边焊

接装置70。边带进料装置60将边带引入，经包边焊接装置70对口罩进行边带焊接。具体地，

包边焊接装置70包括第三支架71、设置在第三支架71上的焊接气缸73、包边焊头75和第二

超声波焊接机构77，焊接气缸73带动包边焊头75下移，将包在口罩两侧的边带压紧于超声

波平面完成焊接。

[0031] 请参考图10-图11，内点复合切边机100还包括卸料装置80和收集装置90，该卸料

装置80包括卸料架81、安装在卸料架81的卸料皮带82、卸料马达83、卸料气缸84、卸料压板

85和口罩托板86，经切边剪切装置30处理后的口罩进入到卸料皮带82，卸料马达83带动卸

料皮带82转动将口罩输送至口罩托板86中，卸料气缸84驱动卸料压板85下压口罩托板86，

使口罩离开口罩托板86进入到收集装置90。具体地，收集装置90包括输送皮带91、输送马达

93和控制器95，经卸料装置80的作用下，口罩掉到输送皮带91上，控制器95检测到输送皮带

91上的口罩为一定数量时，控制输送马达93带动输送皮带91运动，将口罩输送至收集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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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示)。

[0032] 以下结合图1-图11对本申请的内点复合切边机100的工作原理进行详细说明：

[0033] 口罩经移动料盘20进行运输，当口罩移动至耳带焊接装置50时停止运动，第一剪

刀切断耳带，下压气缸52带动焊接头57下移并配合第一超声波焊接机构56将耳带焊接在口

罩上。耳带焊接完成后，移动料盘20将口罩输送至包边焊接装置70时停止运动，焊接气缸73

带动包边焊头75下移并配合第二超声波机构77将边带焊接至口罩。边带焊接完成后，移动

料盘20将口罩输送至切边剪切装置30时停止运动，先通过2把预切断剪刀32将口罩的边带

切断，使口罩单个分离，此时毛边长约4～5mm。然后移动至精切剪刀33位置处，左定位装置

344和右定位装置345收紧，使口罩在左右方向固定，同时，前定位装置(图未示)和后定位装

置343收紧，定位气缸37驱动定位爪36穿过凹槽351吸附口罩，再经上压紧定位装置341向下

压紧，确保口罩精确定位和稳定，通过4把精切剪刀33同时剪掉口罩多余的毛边，剪切后的

毛边长度只有0.5～1.0mm，得到成品口罩。成品口罩被移动至卸料皮带82，卸料马达83带动

卸料皮带82转动将成品口罩输送至口罩托板86中，卸料气缸84驱动卸料压板85下压口罩托

板86，使口罩离开口罩托板86进入到输送皮带91上，控制器95检测到输送皮带91上的口罩

为一定数量时，控制输送马达93带动输送皮带91运动，将口罩输送至收集箱。

[003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申请的内点复合切边机100利用预切断剪刀32和精切剪刀33

先后对口罩进行切边，先采用预切断剪刀32将口罩单个分离，再采用精切剪刀33进行切边

动作，可有效的提高口罩的切边质量，保证口罩的完整性和美观性，提高口罩的竞争力。同

时利用上压紧定位装置341、前定位装置、后定位装置343、左定位装置344和右定位装置345

对口罩进行精确和稳定的定位，提高切边的稳定性，进一步提高产品的切边质量。

[0035] 以上结合最佳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描述，但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以上揭

示的实施例，而应当涵盖各种根据本实用新型的本质进行的修改、等效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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