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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热收缩膜生产的切

卷膜装置，包括机架，所述机架上安装有放卷组

件，所述放卷组件的一侧安装有压膜组件，所述

压膜组件的一端安装有驱动所述压膜组件工作

的驱动组件，所述压膜组件远离所述放卷组件的

一侧安装有裁切组件，所述裁切组件的一侧安装

有收卷组件，所述收卷组件可滑动的安装在所述

机架上，所述收卷组件的一侧安装有带动所述收

卷组件向所述压膜组件靠近的第一电缸，本发明

通过设置压膜组件，对热收缩膜卷膜进行固定以

及牵引接带，减少了人工操作的环节，降低了操

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同时也提高了操作人员工作

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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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热收缩膜生产的切卷膜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所述机架上安装有放

卷组件，所述放卷组件的一侧安装有压膜组件，所述压膜组件的一端安装有驱动所述压膜

组件工作的驱动组件，所述压膜组件远离所述放卷组件的一侧安装有裁切组件，所述裁切

组件的一侧安装有收卷组件，所述收卷组件可滑动的安装在所述机架上，所述收卷组件的

一侧安装有带动所述收卷组件向所述压膜组件靠近的第一电缸。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热收缩膜生产的切卷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压膜组件

包括转动轴，所述驱动组件与所述转动轴传动连接，所述转动轴的圆周面上均布安装有4个

第二电缸，所述第二电缸的输出端安装有压膜模块，所述转动轴的下方安装有第一压辊，所

述第一压辊可转动的安装在所述机架上，所述转动轴远离所述放卷组件的一侧安装有转送

组件，所述转送组件可转动的安装在所述机架上，所述压膜模块的外表面开设有第一吸附

孔，所述第一吸附孔与外接真空源相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热收缩膜生产的切卷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压膜模块

远离所述第二电缸的一侧为弧面，所述压膜模块的中部设有空腔，所述吸附孔与所述空腔

相连通，外接真空源与所述空腔相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热收缩膜生产的切卷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压膜模块

弧面的两侧均开设有滑槽，所述滑槽内安装有滑动腔，所述滑动腔内滑动安装有滑动块，所

述滑动块与所述滑动腔之间安装有第一弹簧，所述滑动块的一端可转动的安装有支撑辊，

所述支撑辊延伸出所述滑动腔外。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热收缩膜生产的切卷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组件

包括转动电机，所述转动电机的输出端安装有驱动销，所述转动轴通过轴承连接的方式安

装所述驱动销的一侧，所述传动轴的一端安装有槽轮，所述槽轮上均布开设有4个径向槽，

所述径向槽与所述驱动销相配合组成槽轮机构，所述径向槽的开设方向与所述第二电缸的

设置方向相同。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热收缩膜生产的切卷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转送组件

包括第二压辊，所述第二压辊的一侧安装有带动所述第二压辊转动的转送电机，所述第二

压辊沿圆周方向均布开设有若干滑腔，所述第二压辊的中部开设有通气腔，所述通气腔与

所述滑腔相连通，所述通气腔的一端与外接气源相连通，所述滑腔内滑动安装有滑块，所述

滑块与所述滑腔之间安装有第二弹簧，所述滑块远离所述通气腔的一端安装有转送块，转

送块远离所述滑块的一端开设有若干第二吸附孔，所述转送块内开设有通气槽，所述通气

槽与所述第二吸附孔相连通，所述第二压辊内开设有通气气道，所述通气气道的一端与外

接真空源相连通，所述通气气道的另一端与所述通气槽相连通。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热收缩膜生产的切卷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通气槽与

所述通气气道相连通的一侧开设有长气槽。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热收缩膜生产的切卷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裁切组件

包括剪切电缸，所述剪切电缸的输出端安装有切刀。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热收缩膜生产的切卷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卷组件

包括支撑架，所述支撑架可滑动的安装在所述机架上，所述支撑架的上端可转动安装有收

卷辊，所述收卷辊的一端安装有带动所述收卷辊转动的收卷电机，所述第一电缸与所述支

撑架传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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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热收缩膜生产的切卷膜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热收缩膜生产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是指一种用于热收缩膜生产的切卷

膜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热收缩膜用于各种产品的销售和运输，其主要作用是稳固、遮盖和保护产品。收缩

膜必须具有较高的耐穿刺性，良好的收缩性和一定的收缩应力。在收缩过程中，薄膜不能产

生孔洞。由于收缩膜经常适用于室外，因此需要加入UV抗紫外线剂；

[0003] 吹膜机是将塑料粒子加热融化再吹成薄膜的装置，在吹膜机制得薄膜后，需要将

薄膜进行打卷与切割，以方便薄膜的存储与运输。现有的薄膜切割方法是人工将薄膜的两

端固定，然后使用切刀对薄膜进行裁切，切割完后再手工牵引薄膜进行接带，这种方式增加

了操作人员的工作负担，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用于热收缩膜生产的切卷膜装置，用以解

决上述问题的之一或全部。

[0005] 基于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用于热收缩膜生产的切卷膜装置，包括机架，所

述机架上安装有放卷组件，所述放卷组件的一侧安装有压膜组件，所述压膜组件的一端安

装有驱动所述压膜组件工作的驱动组件，所述压膜组件远离所述放卷组件的一侧安装有裁

切组件，所述裁切组件的一侧安装有收卷组件，所述收卷组件可滑动的安装在所述机架上，

所述收卷组件的一侧安装有带动所述收卷组件向所述压膜组件靠近的第一电缸。

[0006] 可选的，所述压膜组件包括转动轴，所述驱动组件与所述转动轴传动连接，所述转

动轴的圆周面上均布安装有4个第二电缸，所述第二电缸的输出端安装有压膜模块，所述转

动轴的下方安装有第一压辊，所述第一压辊可转动的安装在所述机架上，所述转动轴远离

所述放卷组件的一侧安装有转送组件，所述转送组件可转动的安装在所述机架上，所述压

膜模块的外表面开设有第一吸附孔，所述第一吸附孔与外接真空源相连接。

[0007] 可选的，所述压膜模块远离所述第二电缸的一侧为弧面，所述压膜模块的中部设

有空腔，所述吸附孔与所述空腔相连通，外接真空源与所述空腔相连通。

[0008] 可选的，所述压膜模块弧面的两侧均开设有滑槽，所述滑槽内安装有滑动腔，所述

滑动腔内滑动安装有滑动块，所述滑动块与所述滑动腔之间安装有第一弹簧，所述滑动块

的一端可转动的安装有支撑辊，所述支撑辊延伸出所述滑动腔外。

[0009] 可选的，所述驱动组件包括转动电机，所述转动电机的输出端安装有驱动销，所述

转动轴通过轴承连接的方式安装所述驱动销的一侧，所述传动轴的一端安装有槽轮，所述

槽轮上均布开设有4个径向槽，所述径向槽与所述驱动销相配合组成槽轮机构，所述径向槽

的开设方向与所述第二电缸的设置方向相同。

[0010] 可选的，所述转送组件包括第二压辊，所述第二压辊的一侧安装有带动所述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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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辊转动的转送电机，所述第二压辊沿圆周方向均布开设有若干滑腔，所述第二压辊的中

部开设有通气腔，所述通气腔与所述滑腔相连通，所述通气腔的一端与外接气源相连通，所

述滑腔内滑动安装有滑块，所述滑块与所述滑腔之间安装有第二弹簧，所述滑块远离所述

通气腔的一端安装有转送块，转送块远离所述滑块的一端开设有若干第二吸附孔，所述转

送块内开设有通气槽，所述通气槽与所述第二吸附孔相连通，所述第二压辊内开设有通气

气道，所述通气气道的一端与外接真空源相连通，所述通气气道的另一端与所述通气槽相

连通。

[0011] 可选的，所述通气槽与所述通气气道相连通的一侧开设有长气槽。

[0012] 可选的，所述裁切组件包括剪切电缸，所述剪切电缸的输出端安装有切刀。

[0013] 可选的，所述收卷组件包括支撑架，所述支撑架可滑动的安装在所述机架上，所述

支撑架的上端可转动安装有收卷辊，所述收卷辊的一端安装有带动所述收卷辊转动的收卷

电机，所述第一电缸与所述支撑架传动连接。

[0014]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本发明提出的用于热收缩膜生产的切卷膜装置，通过设置

压膜组件，对热收缩膜卷膜进行固定以及牵引接带，减少了人工操作的环节，降低了操作人

员的劳动强度，同时也提高了操作人员工作的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用于热收缩膜生产的切卷膜装置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的实施例的压膜组件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的实施例的驱动组件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的实施例的转送组件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并参照

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0] 基于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热收缩膜生产的切卷膜装置，在一种实施方

式中，如图1所示，包括机架1，所述机架1上安装有放卷组件2，所述放卷组件2的一侧安装有

压膜组件3，所述压膜组件3的一端安装有驱动所述压膜组件3工作的驱动组件4，所述压膜

组件3远离所述放卷组件2的一侧安装有裁切组件5，所述裁切组件5的一侧安装有收卷组件

6，所述收卷组件6可滑动的安装在所述机架1上，所述收卷组件6的一侧安装有带动所述收

卷组件6向所述压膜组件3靠近的第一电缸7。其中，放卷组件2与热收缩膜生产装置相连接，

将生产好的热收缩膜输送至压膜组件3，放卷组件2包括放卷轴，放卷轴的一端安装有带动

其转动的放卷电机，裁切时，压膜组件3固定住热收缩膜的两端，裁切组件5对热收缩膜进行

裁切，收卷组件6将裁切完成的卷膜收集在卷轴上，并更换新的卷轴，压膜组件3带动热收缩

膜移动至新的卷轴上进行接带，本发明通过设置压膜组件3，对热收缩膜卷膜进行固定以及

牵引接带，减少了人工操作的环节，降低了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同时也提高了操作人员工

作的安全性。

[0021]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如如图1和图2所示，所述压膜组件3包括转动轴31，所述驱动

组件4与所述转动轴31传动连接，所述转动轴31的圆周面上均布安装有4个第二电缸32，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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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二电缸32的输出端安装有压膜模块33，所述转动轴31的下方安装有第一压辊34，所述

第一压辊34可转动的安装在所述机架1上，所述转动轴31远离所述放卷组件2的一侧安装有

转送组件35，所述转送组件35可转动的安装在所述机架1上，所述压膜模块33的外表面开设

有第一吸附孔331，所述第一吸附孔331与外接真空源相连接。其中，需要进行裁切时，位于

下侧的第二电缸32带动压膜模块33向第一压辊34移动，将卷膜的一端固定，朝向转送组件

35一侧的第二电缸32带动压膜模块33向转送组件35移动，将卷膜的另一端固定，裁切组件5

对卷膜进行裁切，卷膜切断后收卷组件6将卷膜收集在卷轴上，并更换新的卷轴，位于下侧

的压膜模块33的第一吸附孔331产生吸力，吸附住卷膜的一端，驱动组件4带动转动轴31转

动，带动位于下侧的压膜模块33移动至朝向转送组件35的一侧，转送组件35固定住卷膜的

一侧，并带动卷膜移动至收卷组件6，收卷组件6对卷膜进行接带。

[0022]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压膜模块33远离所述第二电缸32的一侧为弧面，所述压

膜模块33的中部设有空腔332，所述吸附孔与所述空腔332相连通，外接真空源与所述空腔

332相连通。

[0023]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压膜模块33弧面的两侧均开设有滑槽333，所述滑槽333

内安装有滑动腔334，所述滑动腔334内滑动安装有滑动块335，所述滑动块335与所述滑动

腔334之间安装有第一弹簧336，所述滑动块335的一端可转动的安装有支撑辊337，所述支

撑辊337延伸出所述滑动腔334外。其中，在进行卷膜传送时，支撑辊337的设置能够减小卷

膜与压膜模块33的摩擦。

[0024]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如图3所示，所述驱动组件4包括转动电机41，所述转动电机41

的输出端安装有驱动销42，所述转动轴31通过轴承连接的方式安装所述驱动销42的一侧，

所述传动轴的一端安装有槽轮43，所述槽轮43上均布开设有4个径向槽44，所述径向槽44与

所述驱动销42相配合组成槽轮机构，所述径向槽44的开设方向与所述第二电缸32的设置方

向相同。其中，转动电机41转动，转动电机41带动驱动销42转动，驱动销42与径向槽44配合，

带动转动轴31转动90°，使下侧的压膜模块33旋转90°后正好与转送组件35相接触。

[0025]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如图4所示，所述转送组件35包括第二压辊351，所述第二压辊

351的一侧安装有带动所述第二压辊351转动的转送电机(未示出)，所述第二压辊351沿圆

周方向均布开设有若干滑腔352，所述第二压辊351的中部开设有通气腔353，所述通气腔

353与所述滑腔352相连通，所述通气腔353的一端与外接气源相连通，所述滑腔352内滑动

安装有滑块354，所述滑块354与所述滑腔352之间安装有第二弹簧355，所述滑块354远离所

述通气腔353的一端安装有转送块356，转送块356远离所述滑块354的一端开设有若干第二

吸附孔357，所述转送块356内开设有通气槽358，所述通气槽358与所述第二吸附孔357相连

通，所述第二压辊351内开设有通气气道359，所述通气气道359的一端与外接真空源相连

通，所述通气气道359的另一端与所述通气槽358相连通。其中，压膜模块33将卷膜的一端输

送过来时，第二吸附孔357产生吸力，将卷膜吸附住，第一吸附孔331的吸力消失，转送电机

带动第二压辊351转动至收卷组件6，通气腔353内通入压缩空气，压缩空气带动滑块354向

外滑动，滑块354带动转送块356向外移动，转送块356将卷膜送至至收卷组件6，收卷组件6

预先贴上双面胶，将卷膜粘附住，排出通气腔353内的压缩空气，滑块354在第二弹簧355的

作用下回复原位。

[0026]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通气槽358与所述通气气道359相连通的一侧开设有长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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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3510。此设置使滑块354在滑动时，通气气道359与通气槽358始终保持连通，进而使第二

吸附孔357持续具有吸力。

[0027] 可选的，所述裁切组件5包括剪切电缸51，所述剪切电缸51的输出端安装有切刀

52。

[0028]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收卷组件6包括支撑架61，所述支撑架61可滑动的安装在

所述机架1上，所述支撑架61的上端可转动安装有收卷辊62，所述收卷辊62的一端安装有带

动所述收卷辊62转动的收卷电机(未示出)，所述第一电缸7与所述支撑架61传动连接。其

中，第一电缸7可带动支撑架61滑动，避免收卷轴上收卷的卷膜卷径变大时对转送组件35造

成干涉。

[0029] 使用时，放卷组件2与热收缩膜生产装置相连接，将生产好的热收缩膜输送至压膜

组件3，放卷组件2包括放卷轴，放卷轴的一端安装有带动其转动的放卷电机，裁切时，位于

下侧的第二电缸32带动压膜模块33向第一压辊34移动，将卷膜的一端固定，朝向转送组件

35一侧的第二电缸32带动压膜模块33向转送组件35移动，将卷膜的另一端固定，裁切组件5

对卷膜进行裁切，卷膜切断后收卷组件6将卷膜收集在卷轴上，并更换新的卷轴，位于下侧

的压膜模块33的第一吸附孔331产生吸力，吸附住卷膜的一端，转动电机41转动，转动电机

41带动驱动销42转动，驱动销42与径向槽44配合，带动转动轴31转动90°，使下侧的压膜模

块33旋转90°后正好与转送组件35相接触，第二吸附孔357产生吸力，将卷膜吸附住，第一吸

附孔331的吸力消失，转送电机带动第二压辊351转动至收卷组件6，通气腔353内通入压缩

空气，压缩空气带动滑块354向外滑动，滑块354带动转送块356向外移动，转送块356将卷膜

送至至收卷组件6，收卷组件6预先贴上双面胶，将卷膜粘附住，排出通气腔353内的压缩空

气，滑块354在第二弹簧355的作用下回复原位，本发明通过设置压膜组件3，对热收缩膜卷

膜进行固定以及牵引接带，减少了人工操作的环节，降低了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同时也提

高了操作人员工作的安全性。

[0030] 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以上任何实施例的讨论仅为示例性的，并非

旨在暗示本公开的范围(包括权利要求)被限于这些例子；在本发明的思路下，以上实施例

或者不同实施例中的技术特征之间也可以进行组合，步骤可以以任意顺序实现，并存在如

上所述的本发明的不同方面的许多其它变化，为了简明它们没有在细节中提供。

[0031] 本发明的实施例旨在涵盖落入所附权利要求的宽泛范围之内的所有这样的替换、

修改和变型。因此，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省略、修改、等同替换、改进

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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