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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膜剥离传输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膜剥离传输系统，
本发明
装置包括供料装置、
抓取装置、
撕膜装置、
废膜回
收装置、
输送线、
定位装置，
各装置均固定在地面
上，
其中撕膜装置安装在供料装置一侧，
抓取装
置设置在供料装置和撕膜装置的上方，
废膜回收
装置安装在撕膜装置出料端的一侧，
输送线的入
口端对接安装在撕膜装置的出料端，
与撕膜装置
形成一条直线撕膜平台，
定位装置设置在输送线
的出口端；
本发明设备结构合理、
经济适用、
快捷
灵活、
稳定可靠、
效率高，
通过本发明设备可完成
导光板、
玻璃板、金属板等贴有保护膜的板型产
品的自动供料、
自动撕膜、
自动回收废膜和完成
撕膜后的自动运输定位，
适于工业自动化生产线
和市场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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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膜剥离传输系统，
其特征在于：
包括供料装置（1）、抓取装置（2）、撕膜装置（3）、
废膜回收装置（4）、输送线（5）、定位装置（6），
各装置均固定在地面上，
其中撕膜装置（3）安
装在供料装置（1）一侧，
抓取装置（2）设置在供料装置（1）和撕膜装置（3）的上方，
废膜回收
装置（4）安装在撕膜装置（3）出料端的一侧，
输送线（5）的入口端对接安装在撕膜装置（3）的
出料端，
与撕膜装置（3）形成一条直线撕膜平台，
定位装置（6）设置在输送线（5）的出口端。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膜剥离传输系统，
其特征在于：
供料装置（1）包括基座（1-1）、
提升导轨（1-2）、
斜齿条（1-3）、
提升滑块（1-4）、
提升架（1-5）、
斜齿轮（1-6）、减速机安装板
（1-7）、
减速机Ⅰ
（1-8）、
电机Ⅰ
（1-9）、
固定机架（1-10）、
移动铝板（1-11）、
固定导轨（1-12）、
固
定滑块（1-13）、
滑块连接板（1-14）、
导向轮组（1-15）、
移载连接板（1-16）、
移载架（1-17）、
直
线模组Ⅰ
（1-18）、
模组安装板Ⅰ
（1-19），
其中基座（1-1）固定在地面上，
提升导轨（1-2）和斜齿
条（1-3）固定在基座（1-1）上，
提升架（1-5）与提升滑块（1-4）固定连接且提升架（1-5）一端
通过提升滑块（1-4）设置在提升导轨（1-2）上，
提升滑块和提升导轨相配合，
提升架（1-5）另
一端与固定机架（1-10）相配合；
减速机安装板（1-7）固定在提升架（1-5）一端上，
减速机Ⅰ
（1-8）输出端法兰固定安装在减速机安装板（1-7）上，
斜齿轮（1-6）与减速机Ⅰ
（1-8）的输出
端连接，
斜齿轮（1-6）与斜齿条（1-3）相啮合，
电机Ⅰ
（1-9）的输出端与减速机（1-8）输入端连
接；
2条以上的固定导轨（1-12）固定在固定机架（1-10）顶部，
4个以上的固定滑块（1-13）通
过滑块连接板（1-14）固定在移载架（1-17）底部，
固定滑块（1-13）设置在固定导轨（1-12）上
且与其相配合，
4个以上的导向轮组（1-15）设置在移载架（1-17）底部且与固定滑块（1-13）
交替设置，
导向轮组（1-15）设置在固定机架（1-10）上并沿其移动，
移动铝板（1-11）固定在
移载架（1-17）一端上方，
模组安装板Ⅰ
（1-19）固定在基座（1-1）内底部，
直线模组Ⅰ
（1-18）固
定在模组安装板Ⅰ
（1-19）上，
移载连接板（1-16）一端与直线模组Ⅰ
（1-18）上的滑块连接，
另
一端与移动铝板（1-11）连接。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膜剥离传输系统，
其特征在于：
导向轮组（1-15）包括导轮支撑
架（1-15-1）、
导轮轴（1-15-2）、
孔用弹性挡圈（1-15-3）、轴承Ⅰ
（1-15-4）、轴用弹性挡圈（115-5）、
套筒（1-15-6）、
导向轮（1-15-7），
导轮支撑架（1-15-1）为焊接件且固定在移载架（117）底部，
导向轮（1-15-7）通过轴承Ⅰ
（1-15-4）安装在导轮轴（1-15-2）上，
孔用弹性挡圈（115-3）套装在导轮轴一端上并设置在轴承Ⅰ外侧用于轴承Ⅰ定位；
套筒（1-15-6）套装在导轮
轴另一端上且位于轴承Ⅰ和导轮支撑架之间，
轴用弹性挡圈（1-15-5）装于导轮轴（1-15-2）
另一端端部且位于导轮支撑架外侧，
用于导轮轴的轴向定位以防止轴向串动。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膜剥离传输系统，
其特征在于：
抓取装置（2）包括固定架（21）、直线模组Ⅱ（2-2）、模组连接板（2-3）、直线模组Ⅲ（2-4）、模组安装板Ⅱ（2-5）、
吸盘架
（2-6）、
直角板（2-7）、
吸盘架连接板（2-8），
模组安装板（2-5）固定在固定架（2-1）上，
直线模
组Ⅲ（2-4）安装在模组安装板（2-5）上，
直线模组Ⅱ（2-2）固定在直角板（2-7）上，
直线模组
Ⅱ（2-2）上的滑块通过模组连接板（2-3）与直线模组Ⅲ（2-4）上的滑块固连，
吸盘架（2-6）通
过吸盘架连接板（2-8）固定在直角板（2-7）下端，
且位于直线模组Ⅲ（2-4）对面。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膜剥离传输系统，
其特征在于：
吸盘架（2-6）包括矩形架（2-61）、
电机Ⅱ安装板（2-6-2）、
电机Ⅱ（2-6-3）、
导轨Ⅰ
（2-6-4）、
滑块Ⅰ
（2-6-5）、
吸盘（2-6-6）、
吸
盘固定板Ⅰ
（2-6-7）、
联轴器Ⅰ
（2-6-8）、
丝母座Ⅰ
（2-6-9）、
丝杠Ⅰ
（2-6-10）、
吸盘固定板Ⅱ（26-11）、
吸盘固定板Ⅲ（2-6-12）、
吸盘固定板Ⅳ、
电机Ⅲ（2-6-13）、
电机Ⅲ安装板（2-6-1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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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轴器Ⅱ（2-6-15）、
丝母座Ⅱ（2-6-16）、
丝杠Ⅱ（2-6-17）、
滑动板Ⅱ（2-6-18）、
直线轴承（26-19）、滑动板Ⅰ
（2-6-20），
轴承座Ⅰ
（2-6-21）、滑块Ⅱ（2-6-22），
其中电机Ⅱ（2-6-3）通过电
机Ⅱ安装板（2-6-2）固定在矩形架（2-6-1）上，
丝母座Ⅰ
（2-6-9）固定在滑动板Ⅰ
（2-6-20）上，
丝杠Ⅰ
（2-6-10）一端穿过丝母座Ⅰ并通过联轴器（2-6-8）与电机Ⅱ（2-6-3）输出轴连接；
3个
导轨Ⅰ
（2-6-4）分别固定在矩形架（2-6-1）底部3个角一侧，
滑动板Ⅰ
（2-6-20）两端分别与一
个滑块Ⅰ
（2-6-5）固连，
2个滑块Ⅰ分别设置在2个导轨Ⅰ上并沿其移动，
吸盘固定板Ⅰ
（2-6-7）
固定在滑动板Ⅰ
（2-6-20）一端下方，
吸盘固定板Ⅳ通过滑块Ⅲ（2-6-25）以及导轨Ⅱ设置在
滑动板Ⅰ
（2-6-20）另一端下方，
吸盘固定板Ⅱ（2-6-11）固定在矩形架（2-6-1）底部第4个角
处；
电机Ⅲ（2-6-13）通过电机Ⅲ安装板（2-6-14）固定在矩形架（2-6-1）上，
丝母座Ⅱ（2-616）固定在滑动板Ⅱ（2-6-18）上，
丝杠Ⅱ（2-6-17）一端穿过丝母座Ⅱ并通过联轴器（2-615）与电机Ⅱ（2-6-13）的输出轴连接，
滑动板Ⅱ（2-6-18）一端与滑块Ⅱ（2-6-22）固连，
另一
端与轴承座Ⅰ
（2-6-21）固连；
滑块Ⅱ（2-6-22）设置在第3个导轨上并沿其移动，
吸盘固定板
Ⅲ（2-6-12）固定在滑动板Ⅱ（2-6-18）底部并位于滑块Ⅱ（2-6-22）下方，
直线轴承（2-6-19）
贯穿固定安装在吸盘固定板Ⅳ内，
滑杆（2-6-23）一端固定在轴承座Ⅰ
（2-6-21），
另一端设置
在直线轴承（2-6-19）内且吸盘固定板Ⅳ沿滑杆移动；
吸盘固定板Ⅰ
（2-6-7）、
吸盘固定板Ⅱ
（2-6-11）、
吸盘固定板Ⅲ（2-6-12）、
吸盘固定板Ⅳ上均固定有1个以上的吸盘（2-6-6）。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膜剥离传输系统，
其特征在于：
撕膜装置（3）包括固定架（31）、
流利条（3-2）、
推送板（3-3）、2个撕膜机构（3-4）、
橡胶滚筒（3-5）、轴承座支撑板（3-6）、
轴承座Ⅱ（3-7）、
直线模组Ⅳ（3-8），
其中4根以上流利条（3-2）固定在固定架（3-1）顶部横架
上，
直线模组Ⅳ（3-8）固定在固定架（3-1）上并位于流利条（3-2）下方；
2个撕膜机构（3-4）固
定在固定架（3-1）一端的竖架上，
一个位于流利条上方，
另一个位于流利条下方；
橡胶滚筒
（3-5）两端分别通过轴承座Ⅱ（3-7）设置在固定架（3-1）上并位于流利条（3-2）上方，
轴承座
Ⅱ（3-7）通过轴承座支撑板（3-6）固定在固定架（3-1）上，
推送板（3-3）包括连接板和推板，
连接板固定在直线模组Ⅳ的滑块上，
3个推板设置在连接板上形成一个90 °
固定角且位于流
利条（3-2）之间，
用于待撕膜产品的定位和将产品推送至撕膜机构。
7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膜剥离传输系统，
其特征在于：
撕膜机构（3-4）包括模组安装
板Ⅰ
（3-4-1）、
电机Ⅳ（3-4-2）、
减速机Ⅱ（3-4-3）、
楔形块（3-4-4）、
直线模组Ⅴ（3-4-5）、
燕尾
槽板（3-4-6）、
阻尼器（3-4-7）、
阻尼器安装板（3-4-8）、
固定轴（3-4-9）、胶带安装架（3-410）、胶带轮轴（3-4-11）、轴固定板（3-4-12）、锥形轴（3-4-13）、胀紧套（3-4-14）、胶带阻挡
轮（3-4-15）、轴用挡圈（3-4-16）、轴承Ⅱ（3-4-17）、轴承座Ⅲ（3-4-18）、胶带回收轴（3-419）、轴承Ⅲ（3-4-20）、轴承座固定板（3-4-21）、
内导轮（3-4-22）、
外导向轮（3-4-23）、
回收
轴套（3-4-24）、定位轴套（3-4-25）、螺纹轴（3-4-26）、
圆螺母Ⅰ
（3-4-27）、轴用挡圈（3-428）、
胶带压轮（3-4-29）、轴承Ⅳ（3-4-30）、
撕膜胶带（3-4-31）；
其中直线模组Ⅴ（3-4-5）通过模组安装板Ⅰ
（3-4-1）上固定在固定架（3-1）上，
楔形块
（3-4-4）设置在燕尾槽板（3-4-6）的燕尾槽内，
阻尼器安装板（3-4-8）固定在燕尾槽板（3-46）顶端，
阻尼器（3-4-7）一端与楔形块（3-4-4）连接，
另一端与阻尼器安装板（3-4-8）固连，
燕尾槽板（3-4-6）固定在直线模组Ⅴ（3-4-5）的滑块上，
胶带安装架（3-4-10）固定在楔形块
（3-4-4）上，
固定轴（3-4-9）为两端带螺纹的轴，
通过孔轴配合安装在胶带安装架（3-4-10），
且两端用螺母锁紧；
胶带轮轴（3-4-11）一端穿过胶带安装架（3-4-10）和轴固定板（3-4-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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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固定在胶带安装架上，
锥形轴（3-4-13）通过轴承Ⅱ（3-4-17）设置在胶带轮轴（3-4-11）
上，
轴用挡圈（3-4-16）安装于胶带轮轴（3-4-11）一端的卡簧槽内，
用于轴承的轴向定位；
胀
紧套（3-4-14）和胶带阻挡轮（3-4-15）通过螺钉与锥形轴（3-4-13）连接；
轴承座Ⅲ（3-4-18）通过螺钉与胶带安装架（3-4-10）和轴承座固定板（3-4-21）固定连
接，
轴承座Ⅲ设置在胶带阻挡轮（3-4-15）下方，
胶带回收轴（3-4-19）通过轴承Ⅲ（3-4-20）
装于轴承座Ⅲ（3-4-18）内，
电机Ⅳ（3-4-2）的输出端与减速机Ⅱ（3-4-3）输入端连接，
减速
机Ⅱ（3-4-3）固定在轴承座Ⅲ（3-4-18）上，
且减速机Ⅱ（3-4-3）的输出轴通过平键与胶带回
收轴（3-4-19）一端上的孔配合连接；
内导轮（3-4-22）和外导向轮（3-4-23）套装在胶带回收
轴（3-4-19）上且过盈配合，
回收轴套（3-4-24）通过平键与胶带回收轴（3-4-19）配合安装且
其位于内导轮（3-4-22）和外导向轮（3-4-23）之间，
定位轴套（3-4-25）装在胶带回收轴（34-19）另一端上并用紧定螺钉锁紧，
防止导向轮脱落，
内导轮（3-4-22）和外导向轮（3-4-23）
形成一个回收轮；
胶带压轮（3-4-29）通过轴承Ⅳ（3-4-30）设置在螺纹轴（3-4-26）上，
轴用挡圈（3-4-28）
套装在螺纹轴（3-4-26）上且位于轴承Ⅳ两侧用于轴承Ⅳ（3-4-30）的轴向定位，
螺纹轴（34-26）两端安装在胶带安装架（3-4-10）上并用圆螺母Ⅰ
（3-4-27）锁紧，
胶带压轮（3-4-29）设
置在外导向轮（3-4-23）下方，
2个撕膜机构的胶带压轮（3-4-29）相对设置；
固定轴（3-4-9）、胶带阻挡轮（3-4-15）、
回收轮、胶带压轮（3-4-29）之间通过撕膜胶带
（3-4-31）连接。
8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膜剥离传输系统，
其特征在于：
废膜回收装置（4）包括支撑机
架（4-1）、
模组安装板Ⅱ（4-2）、
2个直线模组Ⅵ（4-3）、
气动手指安装板（4-5）、
夹板（4-6）、刀
片（4-7）、
气动手指（4-8），
其中2个直线模组Ⅵ（4-3）分别通过模组安装板Ⅱ（4-2）固定在支
撑机架（4-1）上，
气动手指（4-8）通过气动手指安装板（4-5）固定在直线模组Ⅵ（4-3）的滑块
上，
夹板（4-6）固定在气动手指（4-8）的夹指上，
刀片（4-7）固定在夹板（4-6）上，
气动手指
（4-8）设置在撕膜装置的胶带压轮（3-4-29）的一侧。
9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膜剥离传输系统，
其特征在于：
输送线（5）包括机架Ⅰ
（5-1）、2
个输送机构、
橡胶轮Ⅰ
（5-12）、
橡胶轮Ⅰ安装板（5-13）、气缸Ⅰ
（5-14）、气缸连接板（5-15）、气
缸安装板（5-16），
2个输送机构并列设置在机架Ⅰ
（5-1）顶部，
其中每个输送机构包括2个输
送轴（5-2）、轴承座Ⅳ（5-3）、轴承座安装板（5-4）、传送带（5-5）、
橡胶带轮（5-6）、
圆螺母Ⅱ
（5-7）、
电机Ⅴ（5-8）、
减速机Ⅲ（5-9）、
减速机安装架（5-10）、
联轴器Ⅲ（5-11）、
隔离套筒（517），
轴承座Ⅳ（5-3）通过轴承座安装板（5-4）固定在机架Ⅰ上，
2个输送轴（5-2）的两端分别
通过4个轴承座Ⅳ（5-3）对称设置在机架Ⅰ
（5-1）上，
多个橡胶带轮（5-6）通过平键安装在输
送轴（5-2）上，
且橡胶带轮之间设置有隔离套筒（5-17）起到轴向定位作用，
2个输送轴（5-2）
上的橡胶带轮（5-6）通过传送带（5-5）连接，
输送轴（5-2）的一端带有螺纹，
圆螺母（5-7）设
置在输送轴（5-2）的螺纹端，用于隔离套筒（5-17）的轴向定位；
减速机Ⅲ（5-9）通过减速机
安装架（5-10）固定在机架Ⅰ
（5-1）上，
电机Ⅴ（5-8）的输出端与减速机Ⅲ（5-9）输入端连接，
减速机（5-9）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Ⅲ（5-11）与输送轴（5-2）连接；
气缸安装板（5-16）固定在
机架Ⅰ
（5-1）上，
气缸Ⅰ
（5-14）通过气缸连接板（5-15）固定安装在气缸安装板（5-16）上，
2个
橡胶轮Ⅰ
（5-12）通过橡胶轮Ⅰ安装板（5-13）固定在气缸Ⅰ
（5-14）的输出端上，
输送线带橡胶
轮Ⅰ的一端为出口端，
另一端为入口端，
入口端与撕膜装置的出料端对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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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膜剥离传输系统，
其特征在于：
定位装置（6）包括机架Ⅱ（61）、橡胶轮Ⅱ（6-2）、橡胶轮安装板（6-3）、定位板（6-4）、橡胶轮Ⅲ安装板（6-5）、橡胶轮Ⅲ
（6-6）、气缸Ⅱ（6-7）、气缸固定板（6-8）、
安装板（6-9）、
橡胶轮Ⅳ（6-10）；
定位板（6-4）固定
在机架Ⅱ（6-1）顶部，
2个橡胶轮Ⅲ（6-6）通过橡胶轮Ⅲ安装板（6-5）固定在气缸Ⅱ（6-7）的
输出端上，
气缸Ⅱ（6-7）通过气缸固定板（6-8）固定在安装板（6-9）上，
安装板（6-9）固定在
机架Ⅱ（6-1）上且位于定位板下方，
橡胶轮Ⅲ（6-6）位于定位板（6-4）中部；
2个橡胶轮Ⅱ（62）和2个橡胶轮Ⅳ（6-10）分别通过橡胶轮安装板（6-3）固定在机架Ⅱ上并位于定位板（6-4）
两侧，
橡胶轮Ⅰ
（5-12）、
橡胶轮Ⅱ（6-2）、
橡胶轮Ⅲ（6-6）和橡胶轮Ⅳ（6-10）共同完成撕膜产
品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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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膜剥离传输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膜剥离传输系统，
特别涉及金属板、
玻璃板、
导光板等产品去除保
护膜的场合，
多用于电子产品的生产、
组装线，
属于工业自动化机械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外对相关的自动撕膜设备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并产生了相关产品，
由于
贴保护膜的产品往往比较脆弱容易损坏，
很多现有撕膜设备存在效率低、
可靠性低、
稳定性
差、
适用范围小等问题，
这些问题一直以来都困扰着我们。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对贴有保护膜的金属板、
玻璃板、
导
光板等薄板型产品能自动撕膜的设备，
即一种膜剥离传输系统，
为相关企业的自动化转型
提出解决方案，
本发明产品为单面或同时双面自动撕膜的设备，
可以大大提高相关产品的
生产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
增强企业竞争力。
[0004] 本发明按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本发明膜剥离传输系统包括供料装置、
抓取装置、
撕膜装置、
废膜回收装置、
输送线、
定
位装置，
各装置均固定在地面上，
其中撕膜装置安装在供料装置一侧，
抓取装置设置在供料
装置和撕膜装置的上方，
废膜回收装置安装在撕膜装置出料端的一侧，
输送线的入口端对
接安装在撕膜装置的出料端，
与撕膜装置形成一条直线撕膜平台，
定位装置设置在输送线
的出口端。
[0005] 所述供料装置包括基座、
提升导轨、斜齿条、提升滑块、提升架、斜齿轮、减速机安
装板、
减速机Ⅰ、
电机Ⅰ、
固定机架、
移动铝板、
固定导轨、
固定滑块、
滑块连接板、
导向轮组、
移
载连接板、
移载架、
直线模组Ⅰ、
模组安装板Ⅰ，
其中基座固定在地面上，
提升导轨和斜齿条固
定在基座上，
提升架与提升滑块固定连接且提升架一端通过提升滑块设置在提升导轨上，
提升滑块和提升导轨相配合，
提升架另一端与固定机架相配合；
减速机安装板固定在提升
架一端上，
减速机Ⅰ输出端法兰固定安装在减速机安装板上，
斜齿轮与减速机Ⅰ的输出端连
接，
斜齿轮与斜齿条相啮合，
电机Ⅰ的输出端与减速机输入端连接；
2条以上的固定导轨固定
在固定机架顶部，
4个以上的固定滑块通过滑块连接板固定在移载架底部，
固定滑块设置在
固定导轨上且与其相配合，
4个以上的导向轮组设置在移载架底部且与固定滑块交替设置，
导向轮组设置在固定机架上并沿其移动，
移动铝板固定在移载架一端上方，
模组安装板Ⅰ固
定在基座内底部，
直线模组Ⅰ固定在模组安装板Ⅰ上，
移载连接板一端与直线模组Ⅰ上的滑块
连接，
另一端与移动铝板连接；
其中导向轮组包括导轮支撑架、
导轮轴、
孔用弹性挡圈、轴承Ⅰ、轴用弹性挡圈、
套筒、
导
向轮，
导轮支撑架为焊接件且固定在移载架底部，
导向轮通过轴承Ⅰ安装在导轮轴上，
孔用
弹性挡圈套装在导轮轴一端上并设置在轴承Ⅰ外侧用于轴承Ⅰ定位；
套筒套装在导轮轴另一
端上且位于轴承Ⅰ和导轮支撑架之间，
轴用弹性挡圈装于导轮轴另一端端部且位于导轮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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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架外侧，
用于导轮轴的轴向定位以防止轴向串动。
[0006] 所述抓取装置包括固定架、
直线模组Ⅱ、
模组连接板、
直线模组Ⅲ、
模组安装板Ⅱ、
吸盘架、直角板、
吸盘架连接板，
模组安装板固定在固定架上，
直线模组Ⅲ安装在模组安装
板上，
直线模组Ⅱ固定在直角板上，
直线模组Ⅱ上的滑块通过模组连接板与直线模组Ⅲ上
的滑块固连，
吸盘架通过吸盘架连接板固定在直角板下端，
且位于直线模组Ⅲ对面；
其中吸盘架包括矩形架、
电机Ⅱ安装板、
电机Ⅱ、
导轨Ⅰ、滑块Ⅰ、
吸盘、
吸盘固定板Ⅰ、
联
轴器Ⅰ、丝母座Ⅰ、丝杠Ⅰ、
吸盘固定板Ⅱ、
吸盘固定板Ⅲ、
吸盘固定板Ⅳ、
电机Ⅲ电机Ⅲ安装
板、
联轴器Ⅱ、
丝母座Ⅱ、
丝杠Ⅱ、
滑动板Ⅱ、
直线轴承、
滑动板Ⅰ、轴承座Ⅰ、
滑块Ⅱ；
其中电机
Ⅱ通过电机Ⅱ安装板固定在矩形架上，
丝母座Ⅰ固定在滑动板Ⅰ上，
丝杠Ⅰ一端穿过丝母座Ⅰ
并通过联轴器与电机Ⅱ输出轴连接；
3个导轨Ⅰ分别固定在矩形架底部的3个角一侧，
滑动板
Ⅰ两端分别与一个滑块Ⅰ固连，
2个滑块Ⅰ分别设置在2个导轨Ⅰ上并沿其移动，
吸盘固定板Ⅰ固
定在滑动板Ⅰ一端下方，
吸盘固定板Ⅳ通过滑块Ⅲ以及导轨Ⅱ设置在滑动板Ⅰ另一端下方，
吸盘固定板Ⅱ固定在矩形架底部的第4个角处；
电机Ⅲ通过电机Ⅲ安装板固定在矩形架上，
丝母座Ⅱ固定在滑动板Ⅱ上，
丝杠Ⅱ一端穿过丝母座Ⅱ并通过联轴器与电机Ⅱ的输出轴连
接，
滑动板Ⅱ一端与滑块Ⅱ固连，
另一端与轴承座Ⅰ固连；
滑块Ⅱ设置在第3个导轨Ⅰ上并沿
其移动，
吸盘固定板Ⅲ固定在滑动板Ⅱ底部并位于滑块Ⅱ下方，
直线轴承贯穿固定安装在
吸盘固定板Ⅳ内，
滑杆一端固定在轴承座Ⅰ，
另一端设置在直线轴承内且吸盘固定板Ⅳ沿滑
杆移动；
吸盘固定板Ⅰ、
吸盘固定板Ⅱ、
吸盘固定板Ⅲ、
吸盘固定板Ⅳ上均固定有1个以上的
吸盘。
[0007] 所述撕膜装置包括固定架、
流利条、推送板、2个撕膜机构、橡胶滚筒、轴承座支撑
板、轴承座Ⅱ、
直线模组Ⅳ，
其中4根以上流利条固定在固定架顶部横架上，
直线模组Ⅳ固定
在固定架上并位于流利条下方；
2个撕膜机构固定在固定架一端的竖架上，
一个位于流利条
上方，
另一个位于流利条下方；
橡胶滚筒两端分别通过轴承座Ⅱ设置在固定架上并位于流
利条上方，
轴承座Ⅱ通过轴承座支撑板固定在固定架上，
推送板包括连接板和推板，
连接板
固定在直线模组Ⅳ的滑块上，
3个推板设置在连接板上形成一个90 °
固定角且位于流利条之
间，
用于待撕膜产品的定位和将产品推送至撕膜机构；
其中撕膜机构包括模组安装板Ⅰ、
电机Ⅳ、
减速机Ⅱ、
楔形块、
直线模组Ⅴ、
燕尾槽板、
阻
尼器、
阻尼器安装板、
固定轴、胶带安装架、胶带轮轴、轴固定板、锥形轴、胀紧套、胶带阻挡
轮、轴用挡圈、轴承Ⅱ、轴承座Ⅲ、
胶带回收轴、轴承Ⅲ、轴承座固定板、
内导轮、
外导向轮、
回
收轴套、
定位轴套、
螺纹轴、
圆螺母、轴用挡圈、
胶带压轮、轴承Ⅳ、
撕膜胶带；
直线模组Ⅴ通过模组安装板Ⅰ上固定在固定架上，
楔形块设置在燕尾槽板的燕尾槽内，
阻尼器安装板固定在燕尾槽板顶端，
阻尼器一端与楔形块连接，
另一端与阻尼器安装板固
连，
燕尾槽板固定在直线模组Ⅴ的滑块上，
胶带安装架固定在楔形块上，
固定轴为两端带螺
纹的轴，
通过孔轴配合安装在胶带安装架，
且两端用螺母锁紧；
胶带轮轴一端穿过胶带安装
架和轴固定板并固定在胶带安装架上，
锥形轴通过轴承Ⅱ设置在胶带轮轴上，
轴用挡圈安
装于胶带轮轴一端的卡簧槽内，用于轴承的轴向定位；
胀紧套和胶带阻挡轮通过螺钉与锥
形轴连接；
轴承座Ⅲ通过螺钉与胶带安装架和轴承座固定板固定连接，
轴承座Ⅲ设置在胶带阻挡
轮下方，
胶带回收轴通过轴承Ⅲ装于轴承座Ⅲ内，
电机Ⅳ的输出端与减速机Ⅱ输入端连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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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速机Ⅱ固定在轴承座Ⅲ上，
且减速机Ⅱ的输出轴通过平键与胶带回收轴一端上的孔配合
连接；
内导轮和外导向轮套装在胶带回收轴上且过盈配合，
回收轴套通过平键与胶带回收
轴配合安装且其位于内导轮和外导向轮之间，
定位轴套装在胶带回收轴另一端上并用紧定
螺钉锁紧，
防止导向轮脱落，
内导轮和外导向轮形成一个回收轮；
胶带压轮通过轴承Ⅳ置在螺纹轴上，
轴用挡圈套装在螺纹轴上且位于轴承Ⅳ两侧用于
轴承Ⅳ的轴向定位，
螺纹轴两端安装在胶带安装架上并用圆螺母Ⅰ锁紧，
胶带压轮设置在外
导向轮下方，
2个撕膜机构的胶带压轮相对设置；
固定轴、胶带阻挡轮、
回收轮、胶带压轮之
间通过撕膜胶带连接。
[0008] 所述废膜回收装置包括支撑机架、
模组安装板Ⅱ、2个直线模组Ⅵ、气动手指安装
板、夹板、刀片、气动手指，
其中2个直线模组Ⅵ分别通过模组安装板Ⅱ固定在支撑机架上，
气动手指通过气动手指安装板固定在直线模组Ⅵ的滑块上，
夹板固定在气动手指的夹指
上，
刀片固定在夹板上，
气动手指设置在撕膜装置的胶带压轮的一侧；
废膜回收装置还包括回收箱，
回收箱设置在支撑机架一侧且位于直线模组Ⅵ下方。
[0009] 所述输送线包括机架Ⅰ、
2个输送机构、橡胶轮Ⅰ、橡胶轮Ⅰ安装板、气缸Ⅰ、气缸连接
板、
气缸安装板，
2个输送机构并列设置在机架Ⅰ顶部，
其中每个输送机构包括2个输送轴、轴
承座Ⅳ、轴承座安装板、传送带、橡胶带轮、
圆螺母Ⅱ、
电机Ⅴ、减速机Ⅲ、减速机安装架、
联
轴器Ⅲ、
隔离套筒；
轴承座Ⅳ通过轴承座安装板固定在机架Ⅰ上，
2个输送轴的两端分别通过
4个轴承座Ⅳ对称设置在机架Ⅰ上，
多个橡胶带轮通过平键安装在输送轴上，
且橡胶带轮之
间设置有隔离套筒起到轴向定位作用，
2个输送轴上的橡胶带轮通过传送带连接，
输送轴的
一端带有螺纹，
圆螺母Ⅱ设置在输送轴的螺纹端，
用于隔离套筒的轴向定位；
减速机Ⅲ通过
减速机安装架固定在机架Ⅰ上，
电机Ⅴ的输出端与减速机Ⅲ输入端连接，
减速机的输出轴通
过联轴器Ⅲ与输送轴连接；
气缸Ⅰ安装板固定在机架Ⅰ上，
气缸Ⅰ通过气缸连接板固定安装在
气缸安装板上，
2个橡胶轮Ⅰ通过橡胶轮Ⅰ安装板固定在气缸Ⅰ的输出端上，
输送线带橡胶轮Ⅰ
的一端为出口端，
另一端为入口端，
入口端与撕膜装置的出料端对接。
[0010] 所述定位装置包括机架Ⅱ、
橡胶轮Ⅱ、
橡胶轮安装板、
定位板、
橡胶轮Ⅲ安装板、
橡
胶轮Ⅲ、
气缸Ⅱ、
气缸固定板、
安装板、
橡胶轮Ⅳ；
定位板固定在机架Ⅱ顶部，
2个橡胶轮Ⅲ通
过橡胶轮Ⅲ安装板固定在气缸Ⅱ的输出端上，
气缸Ⅱ通过气缸固定板固定在安装板上，
安
装板固定在机架Ⅱ上且位于定位板下方，
橡胶轮Ⅲ位于定位板中部；
2个橡胶轮Ⅱ和2个橡
胶轮Ⅳ分别通过橡胶轮安装板固定在机架Ⅱ上并位于定位板两侧，
橡胶轮Ⅰ、橡胶轮Ⅱ、橡
胶轮Ⅲ和橡胶轮Ⅳ共同完成撕膜产品的定位。
[0011] 本发明装置中轴承座Ⅱ、
轴承座Ⅳ内带有轴承。
[0012] 本发明设备的工作过程如下：
为方便撕膜，
产品采用对角的方式斜放到供料装置的移载架上，
随后直线模组Ⅰ的滑块
运动，
从而通过移动铝板带动产品移动到提升架的上方停止；
此时提升架通过斜齿轮传动
向上运动并将产品托起，
移动铝板和移载架退回原位；
抓取装置中的吸盘架在直线模组Ⅱ
和直线模组Ⅲ的带动下可上下左右运动，
抓取装置便可不断抓取产品放置在撕膜装置的流
利条上；
为了准确抓取产品，
可以先将抓取装置2中的吸盘架抓取产品的位置调整好后，
由
提升架上升来让吸盘架准确抓取产品；
在撕膜装置中推送板推送下，
产品一角先进入到撕
膜机构的胶带压轮处，
上下两个撕膜机构分别将产品的上下两面保护膜撕起，
并分别垂直
8

CN 110371407 A

说

明

书

4/9 页

向上、
垂直向下运动一段距离；
废膜回收装置的气动手指运动至撕起的保护膜处，
在气动手
指的驱动下，
夹板将保护膜夹住，
刀片将已经粘在胶带上的保护膜剪断，
剪断的保护膜随胶
带缠绕到胶带回收轴上，
被夹板夹住的保护膜随着废膜回收装置直线模组Ⅵ的运动，
保护
膜将被全部撕下且运送到回收处；
撕完膜的产品将继续运动到输送线上运送至定位装置
后，
气缸Ⅰ和气缸Ⅱ同时运动，
从而带动橡胶轮Ⅰ和橡胶轮Ⅲ运动实现产品的放正、
定位。
[0013]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是：
1、
本发明能够实现单面或同时双面自动撕膜；
2、
本发明能够自动上料、
废膜自动回收，
生产效率高可以极大降低生产成本；
3、
本发明结构简单、
稳定可靠、
易于维修、加工制造成本低；
4、
本发明的机构及其工作原理符合绿色制造、
轻量化设计、
模块化原则，
对环境的污染
极低，
重组性高；
5、
本发明适用范围广，
可用于金属板、
玻璃板、
导光板等等。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装置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供料装置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供料装置组成部分结构示意图；
图4为提升架部分结构示意图；
图5为固定机架部分结构示意图；
图6为移载架部分结构示意图；
图7为移载架、
直线模组Ⅰ部分结构示意图；
图8为滑块连接板结构示意图；
图9为移载连接板结构示意图；
图10为导向轮组结构示意图；
图11为导向轮组剖面结构示意图；
图12为抓取装置结构示意图；
图13为直线模组Ⅱ、
直线模组Ⅲ部分结构示意图；
图14为吸盘架结构示意图；
图15为吸盘架部分结构示意图；
图16为撕膜装置结构示意图；
图17为推送板结构示意图；
图18为撕膜装置部分结构示意图；
图19为撕膜机构结构示意图；
图20为燕尾槽板部分结构示意图；
图21为撕膜机构结构示意图；
图22为图21中A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图23为图21中B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图24为图21中C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图25为废膜回收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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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为夹板结构示意图；
图27为气动手指部分结构示意图；
图28为输送线结构示意图；
图29为减速机安装架结构示意图；
图30为定位装置结构示意图；
图31为输送线、
定位装置部分结构示意图；
图32为撕膜机构结构示意图；
图中：
1为供料装置、2为抓取装置、
3为撕膜装置、
4为废膜回收装置、
5为输送线、
6为定
位装置；
1-1为基座、
1-2为提升导轨、
1-3为斜齿条、
1-4为提升滑块、
1-5为提升架、
1-6为斜齿
轮、
1-7为减速机安装板、
1-8为减速机Ⅰ、
1-9为电机Ⅰ、
1-10为固定机架、
1-11为移动铝板、
112为固定导轨、
1-13为固定滑块、
1-14为滑块连接板、
1-15导向轮组、
1-16为移载连接板、
117为移载架、
1-18为直线模组Ⅰ、
1-19为模组安装板Ⅰ；
1-15-1为导轮支撑架、
1-15-2为导轮轴、
1-15-3为孔用弹性挡圈、
1-15-4为轴承Ⅰ、
115-5为轴用弹性挡圈、
1-15-6为套筒、
1-15-7为导向轮；
2-1为固定架、
2-2为直线模组Ⅱ、
2-3为模组连接板、
2-4为直线模组Ⅲ、
2-5为模组安装
板Ⅱ、
2-6为吸盘架、
2-7为直角板、
2-8为吸盘架连接板；
2-6-1为矩形架、
2-6-2为电机Ⅱ安装板、
2-6-3为电机Ⅱ、
2-6-4为导轨Ⅰ、2-6-5为滑块
Ⅰ、
2-6-6为吸盘、
2-6-7为吸盘固定板Ⅰ、
2-6-8为联轴器Ⅰ、
2-6-9为丝母座Ⅰ、
2-6-10为丝杠Ⅰ、
2-6-11为吸盘固定板Ⅱ、2-6-12为吸盘固定板Ⅲ、2-6-13为电机Ⅲ、2-6-14为电机Ⅲ安装
板、
2-6-15为联轴器Ⅱ、
2-6-16为丝母座Ⅱ、
2-6-17为丝杠Ⅱ、
2-6-18为滑动板Ⅱ、
2-6-19为
直线轴承、
2-6-20为滑动板Ⅰ，
2-6-21为轴承座Ⅰ、
2-6-22为滑块Ⅱ、
2-6-23为滑杆、
2-6-24为
吸盘固定板Ⅳ、
2-6-25为滑块Ⅲ、
2-6-26为导轨Ⅱ；
3-1为固定架、
3-2为流利条、
3-3为推送板、
3-4为撕膜机构、
3-5为橡胶滚筒、
3-6为轴承
座支撑板、
3-7为轴承座Ⅱ、
3-8为直线模组Ⅳ、
3-9为连接板、
3-10为推板；
3-4-1为模组安装板Ⅰ、
3-4-2为电机Ⅳ、
3-4-3为减速机Ⅱ、
3-4-4为楔形块、
3-4-5为直
线模组Ⅴ、
3-4-6为燕尾槽板、
3-4-7为阻尼器、
3-4-8为阻尼器安装板、
3-4-9为固定轴、
3-410为胶带安装架、
3-4-11为胶带轮轴、
3-4-12为轴固定板、
3-4-13为锥形轴、
3-4-14为胀紧
套、
3-4-15为胶带阻挡轮、
3-4-16为轴用挡圈、
3-4-17为轴承Ⅱ、
3-4-18为轴承座Ⅲ、
3-4-19
为胶带回收轴、
3-4-20为轴承Ⅲ、
3-4-21为轴承座固定板、
3-4-22为内导轮、
3-4-23为外导
向轮、
3-4-24为回收轴套、
3-4-25为定位轴套、
3-4-26为螺纹轴、
3-4-27为圆螺母Ⅰ、
3-4-28
为轴用挡圈、
3-4-29为胶带压轮、
3-4-30为轴承Ⅳ、
3-4-31为撕膜胶带；
4-1为支撑机架、
4-2为模组安装板Ⅱ、
4-3为直线模组Ⅵ、
4-4为回收箱、
4-5为气动手指
安装板、
4-6为夹板、
4-7为刀片、
4-8为气动手指；
5-1为机架Ⅰ、
5-2为输送轴、
5-3为轴承座Ⅳ、
5-4为轴承座安装板、
5-5为传送带、
5-6为
橡胶带轮、5-7为圆螺母Ⅱ、5-8为电机Ⅴ、5-9为减速机Ⅲ、5-10为减速机安装架、5-11为联
轴器Ⅲ、
5-12为橡胶轮Ⅰ、
5-13为橡胶轮Ⅰ安装板、
5-14为气缸Ⅰ、
5-15为气缸连接板、
5-16为
气缸安装板、
5-17为隔离套筒；
6-1为机架Ⅱ、
6-2为橡胶轮Ⅱ、
6-3为橡胶轮安装板、
6-4为定位板、
6-5为橡胶轮Ⅲ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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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
6-6为橡胶轮Ⅲ、
6-7为气缸Ⅱ、
6-8为气缸固定板、
6-9为安装板、
6-10为橡胶轮Ⅳ。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通过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但本发明保护范围不局限于
所述内容。
[0016] 实施例1：
如图1-32所示，
本膜剥离传输系统包括供料装置1、
抓取装置2、
撕膜装置
3、
废膜回收装置4、
输送线5、
定位装置6，
各装置均用地脚螺栓固定在地面上，
其中撕膜装置
3安装在供料装置1一侧，
抓取装置2设置在供料装置1和撕膜装置3的上方，
废膜回收装置4
安装在撕膜装置3出料端的一侧，
输送线5的入口端对接安装在撕膜装置3的出料端，
与撕膜
装置3形成一条直线撕膜平台，
定位装置6设置在输送线5的出口端；
所述供料装置1包括基座1-1、
提升导轨1-2、
斜齿条1-3、
提升滑块1-4、
提升架1-5、
斜齿
轮1-6、减速机安装板1-7、减速机Ⅰ1-8、
电机Ⅰ1-9、
固定机架1-10、移动铝板1-11、
固定导轨
1-12、
固定滑块1-13、滑块连接板1-14、
导向轮组1-15、移载连接板1-16、移载架1-17、
直线
模组Ⅰ1-18、模组安装板Ⅰ1-19；
其中基座1-1固定在地面上，
提升导轨1-2和斜齿条1-3通过
内六角螺钉固定在基座1-1上，
提升架1-5利用螺栓与提升滑块1-4固定连接且提升架1-5一
端通过提升滑块1-4设置在提升导轨1-2上，
提升滑块和提升导轨相配合，
提升架1-5另一端
与固定机架1-10相配合；
减速机安装板1-7利用螺栓固定在提升架1-5一端上，
减速机Ⅰ1-8
输出端法兰固定安装在减速机安装板1-7上，
斜齿轮1-6利用平键和紧定螺钉与减速机Ⅰ1-8
的输出端连接，
斜齿轮1-6与斜齿条1-3相啮合，
电机Ⅰ1-9的输出端与减速机1-8输入端连
接；
2条固定导轨1-12通过螺栓固定在固定机架1-10顶部，
滑块连接板1-14用内六角螺钉固
定在移载架1-17底部，
4个固定滑块1-13用螺栓固定在滑块连接板1-14上，
固定滑块1-13设
置在固定导轨1-12上且与其相配合，
6个导向轮组1-15用螺栓设置在移载架1-17底部且与
固定滑块1-13交替设置，
导向轮组1-15设置在固定机架1-10上并沿其移动，
移动铝板1-11
用螺栓固定在移载架1-17一端上方，
模组安装板Ⅰ1-19用T形螺栓固定在基座1-1内底部，
直
线模组Ⅰ1-18与模组安装板Ⅰ1-19采用螺栓连接，
移载连接板1-16一端与直线模组Ⅰ1-18上
的滑块连接，
另一端与移动铝板1-11连接；
其中导向轮组1-15包括导轮支撑架1-15-1、
导轮
轴1-15-2、
孔用弹性挡圈1-15-3、轴承Ⅰ1-15-4、轴用弹性挡圈1-15-5、套筒1-15-6、
导向轮
1-15-7，
导轮支撑架1-15-1为焊接件且固定在移载架1-17底部，
轴承Ⅰ1-15-4安装在导向轮
1-15-7的孔内，
且轴承Ⅰ外圈与与孔过盈配合，
导轮轴1-15-2安装在轴承1-15-4内圈内且为
过盈配合，
孔用弹性挡圈1-15-3套装在导轮轴一端上并设置在轴承Ⅰ外侧用于轴承Ⅰ定位；
套筒1-15-6套装在导轮轴另一端上且位于轴承Ⅰ和导轮支撑架之间，
轴用弹性挡圈1-15-5
装于导轮轴1-15-2另一端端部且位于导轮支撑架外侧，
用于导轮轴的轴向定位以防止轴向
串动；
所述抓取装置2包括固定架2-1、
直线模组Ⅱ2-2、
模组连接板2-3、
直线模组Ⅲ2-4、
模组
安装板Ⅱ2-5、
吸盘架2-6、
直角板2-7、
吸盘架连接板2-8，
模组安装板2-5为焊接件且用螺栓
固定在固定架2-1上，
直线模组Ⅲ2-4用内六角螺钉安装在模组安装板2-5上，
直线模组Ⅱ22固定在直角板2-7上，
直线模组Ⅱ2-2上的滑块通过模组连接板2-3与直线模组Ⅲ2-4上的
滑块用螺钉固连，
吸盘架2-6通过吸盘架连接板2-8用螺栓固定在直角板2-7下端，
且位于直
线模组Ⅲ2-4对面；
其中吸盘架2-6包括矩形架2-6-1、
电机Ⅱ安装板2-6-2、
电机Ⅱ2-6-3、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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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Ⅰ2-6-4、
滑块Ⅰ2-6-5、
吸盘2-6-6、
吸盘固定板Ⅰ2-6-7、
联轴器Ⅰ2-6-8、
丝母座Ⅰ2-6-9、
丝杠
Ⅰ2-6-10、
吸盘固定板Ⅱ2-6-11、
吸盘固定板Ⅲ2-6-12、
电机Ⅲ2-6-13、
电机Ⅲ安装板2-614、
联轴器Ⅱ2-6-15、
丝母座Ⅱ2-6-16、
丝杠Ⅱ2-6-17、滑动板Ⅱ2-6-18、
直线轴承2-6-19、
滑动板Ⅰ2-6-20，
轴承座Ⅰ2-6-21、
滑块Ⅱ2-6-22、
吸盘固定板Ⅳ2-6-24，
电机Ⅱ安装板2-6-2
用T形螺栓固定在矩形架2-6-1上，
电机Ⅱ2-6-3安装在电机Ⅱ安装板2-6-2上，
丝母座Ⅰ2-69固定在滑动板Ⅰ2-6-20上，
丝杠Ⅰ2-6-10一端穿过丝母座Ⅰ并通过联轴器2-6-8与电机Ⅱ26-3输出轴连接；
3个导轨Ⅰ2-6-4分别固定在矩形架2-6-1底部3个角一侧，
滑动板Ⅰ2-6-20两
端分别与一个滑块Ⅰ2-6-5用螺钉固连，
2个滑块Ⅰ分别设置在2个导轨Ⅰ上并沿其移动，
吸盘
固定板Ⅰ2-6-7固定在滑动板Ⅰ2-6-20一端下方，
吸盘固定板Ⅳ通过滑块Ⅲ2-6-25以及导轨
Ⅱ2-6-26设置在滑动板Ⅰ2-6-20另一端下方，
吸盘固定板Ⅱ2-6-11固定在矩形架2-6-1底部
第4个角处；
电机Ⅲ2-6-13通过电机Ⅲ安装板2-6-14固定在矩形架2-6-1上，
丝母座Ⅱ2-616固定在滑动板Ⅱ2-6-18上，
丝杠Ⅱ2-6-17一端穿过丝母座Ⅱ并通过联轴器2-6-15与电机
Ⅱ2-6-13的输出轴连接，
滑动板Ⅱ2-6-18一端与滑块Ⅱ2-6-22固连，
另一端与轴承座Ⅰ2-621固连；
滑块Ⅱ2-6-22设置在第3个导轨上并沿其移动，
吸盘固定板Ⅲ2-6-12固定在滑动板
Ⅱ2-6-18底部并位于滑块Ⅱ2-6-22下方，
直线轴承2-6-19贯穿固定安装在吸盘固定板Ⅳ
内，
滑杆2-6-23一端固定在轴承座Ⅰ2-6-21，
另一端设置在直线轴承2-6-19内且吸盘固定板
Ⅳ沿滑杆移动；
吸盘固定板Ⅰ2-6-7、
吸盘固定板Ⅱ2-6-11、
吸盘固定板Ⅲ2-6-12、
吸盘固定
板Ⅳ上均固定有3个吸盘2-6-6；
所述撕膜装置3包括固定架3-1、
流利条3-2、
推送板3-3、2个撕膜机构3-4、
橡胶滚筒35、轴承座支撑板3-6、轴承座Ⅱ3-7、
直线模组Ⅳ3-8，
其中4根流利条3-2用T形螺栓固定在固
定架3-1顶部横架上，
直线模组Ⅳ3-8固定在固定架3-1上并位于流利条3-2下方；
2个撕膜机
构3-4用螺栓固定在固定架3-1一端的竖架上，
一个位于流利条上方，
另一个位于流利条下
方；
橡胶滚筒3-5两端分别通过轴承座Ⅱ3-7设置在固定架3-1上并位于流利条3-2上方，
轴
承座Ⅱ内带有轴承，
轴承座Ⅱ3-7通过轴承座支撑板3-6固定在固定架3-1上，
推送板3-3包
括连接板3-9和推板3-10，
连接板用螺钉固定在直线模组Ⅳ的滑块上，
3个推板设置在连接
板上形成一个90 °
固定角且位于流利条3-2之间，
用于待撕膜产品的定位和将产品推送至撕
膜机构；
其中撕膜机构3-4包括模组安装板Ⅰ3-4-1、
电机Ⅳ3-4-2、
减速机Ⅱ3-4-3、
楔形块34-4、
直线模组Ⅴ3-4-5、燕尾槽板3-4-6、
阻尼器3-4-7、
阻尼器安装板3-4-8、
固定轴3-4-9、
胶带安装架3-4-10、
胶带轮轴3-4-11、轴固定板3-4-12、
锥形轴3-4-13、
胀紧套3-4-14、
胶带
阻挡轮3-4-15、轴用挡圈3-4-16、轴承Ⅱ3-4-17、轴承座Ⅲ3-4-18、
胶带回收轴3-4-19、轴承
Ⅲ3-4-20、轴承座固定板3-4-21、
内导轮3-4-22、
外导向轮3-4-23、
回收轴套3-4-24、
定位轴
套3-4-25、
螺纹轴3-4-26、
圆螺母Ⅰ3-4-27、轴用挡圈3-4-28、胶带压轮3-4-29、轴承Ⅳ3-430；
直线模组Ⅴ3-4-5用螺栓通过模组安装板Ⅰ3-4-1上固定在固定架3-1上，
楔形块3-4-4设
置在燕尾槽板3-4-6的燕尾槽内，
阻尼器安装板3-4-8用螺钉固定在燕尾槽板3-4-6顶端，
阻
尼器3-4-7一端与楔形块3-4-4连接，
另一端与阻尼器安装板3-4-8螺纹连接，
燕尾槽板3-46用螺钉连接在直线模组Ⅴ3-4-5的滑块上，
胶带安装架3-4-10用螺栓固定在楔形块3-4-4
上，
固定轴3-4-9为两端带螺纹的轴，
通过孔轴配合安装在胶带安装架3-4-10，
且两端用螺
母锁紧；
胶带轮轴3-4-11一端穿过胶带安装架3-4-10和轴固定板3-4-12并用螺钉锁紧在胶
带安装架上，
锥形轴3-4-13通过轴承Ⅱ3-4-17设置在胶带轮轴3-4-11上，
轴用挡圈3-4-1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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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于胶带轮轴3-4-11一端的卡簧槽内，用于轴承的轴向定位；
胀紧套3-4-14和胶带阻挡
轮3-4-15通过螺钉与锥形轴3-4-13连接；
轴承座Ⅲ3-4-18通过螺钉与胶带安装架3-4-10和
轴承座固定板3-4-21固定连接，
轴承座Ⅲ设置在胶带阻挡轮3-4-15下方，
胶带回收轴3-419通过轴承Ⅲ3-4-20装于轴承座Ⅲ3-4-18内，
电机Ⅳ3-4-2的输出端与减速机Ⅱ3-4-3输入
端连接，
减速机Ⅱ3-4-3用螺栓固定在轴承座Ⅲ3-4-18上，
且减速机Ⅱ3-4-3的输出轴通过
平键与胶带回收轴3-4-19一端上的孔配合连接；
内导轮3-4-22和外导向轮3-4-23套装在胶
带回收轴3-4-19上且过盈配合，
回收轴套3-4-24通过平键与胶带回收轴3-4-19配合安装且
其位于内导轮3-4-22和外导向轮3-4-23之间，
定位轴套3-4-25装在胶带回收轴3-4-19另一
端上并用紧定螺钉锁紧，
防止导向轮脱落，
内导轮3-4-22和外导向轮3-4-23形成一个回收
轮；
胶带压轮3-4-29通过轴承Ⅳ3-4-30设置在螺纹轴3-4-26上，
轴用挡圈3-4-28套装在螺
纹轴3-4-26上且位于轴承Ⅳ两侧用于轴承Ⅳ3-4-30的轴向定位，
螺纹轴3-4-26两端安装在
胶带安装架3-4-10上并用圆螺母Ⅰ3-4-27锁紧，
胶带压轮3-4-29设置在外导向轮3-4-23下
方，
2个撕膜机构的胶带压轮3-4-29相对设置；
固定轴3-4-9、
胶带阻挡轮3-4-15、
回收轮、
胶
带压轮3-4-29之间通过撕膜胶带3-4-31连接；
所述废膜回收装置4包括支撑机架4-1、
模组安装板Ⅱ4-2、2个直线模组Ⅵ4-3、气动手
指安装板4-5、夹板4-6、刀片4-7、气动手指4-8，
其中模组安装板Ⅱ4-2用T形螺栓固定在支
撑机架4-1上，
2个直线模组Ⅵ4-3采用螺栓连接安装在模组安装板Ⅱ4-2上，
气动手指4-8通
过气动手指安装板4-5固定在直线模组Ⅵ4-3的滑块上，
夹板4-6固定在气动手指4-8的夹指
上，
刀片4-7用螺钉固定在夹板4-6上，
气动手指4-8设置在撕膜装置的胶带压轮3-4-29的一
侧；
所述输送线5包括机架Ⅰ5-1、
2个输送机构、
橡胶轮Ⅰ5-12、
橡胶轮Ⅰ安装板5-13、
气缸Ⅰ514、
气缸连接板5-15、
气缸安装板5-16，
2个输送机构并列设置在机架Ⅰ5-1顶部，
其中每个输
送机构包括2个输送轴5-2、轴承座Ⅳ5-3、轴承座安装板5-4、
传送带5-5、
橡胶带轮5-6、
圆螺
母Ⅱ5-7、
电机Ⅴ5-8、
减速机Ⅲ5-9、
减速机安装架5-10、
联轴器Ⅲ5-11、
隔离套筒5-17，
轴承
座Ⅳ5-3通过轴承座安装板5-4固定在机架Ⅰ5-1上，
轴承座安装板5-4用T形螺栓安装于机架
Ⅰ，
轴承座Ⅳ内带有轴承，
2个输送轴5-2的两端分别通过4个轴承座Ⅳ5-3对称设置在机架Ⅰ
5-1上，
6个橡胶带轮5-6通过平键安装在输送轴5-2上，
且橡胶带轮之间设置有隔离套筒517起到轴向定位作用，
2个输送轴5-2上的橡胶带轮5-6通过传送带5-5连接，
输送轴5-2的一
端带有螺纹，
圆螺母5-7设置在输送轴5-2的螺纹端，
用于隔离套筒5-17的轴向定位；
减速机
Ⅲ5-9通过减速机安装架5-10固定在机架Ⅰ5-1上，
电机Ⅴ5-8的输出端与减速机Ⅲ5-9输入
端连接，
减速机5-9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Ⅲ5-11与输送轴5-2连接；
气缸安装板5-16固定在
机架Ⅰ5-1上，
气缸Ⅰ5-14通过气缸连接板5-15固定安装在气缸安装板5-16上，
2个橡胶轮Ⅰ512通过橡胶轮Ⅰ安装板5-13固定在气缸Ⅰ5-14的输出端上，
输送线带橡胶轮Ⅰ的一端为出口
端，
另一端为入口端，
入口端与撕膜装置的出料端对接；
所述定位装置6包括机架Ⅱ6-1、
橡胶轮Ⅱ6-2、
橡胶轮安装板6-3、
定位板6-4、
橡胶轮Ⅲ
安装板6-5、
橡胶轮Ⅲ6-6、
气缸Ⅱ6-7、
气缸固定板6-8、
安装板6-9、
橡胶轮Ⅳ6-10；
定位板64固定在机架Ⅱ6-1顶部，
2个橡胶轮Ⅲ6-6通过橡胶轮Ⅲ安装板6-5固定在气缸Ⅱ6-7的输出
端上，
气缸Ⅱ6-7通过气缸固定板6-8固定在安装板6-9上，
安装板6-9用螺栓固定在机架Ⅱ
6-1上且位于定位板下方，
橡胶轮Ⅲ6-6位于定位板6-4中部的开口内；
2个橡胶轮Ⅱ6-2和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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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橡胶轮Ⅳ6-10分别通过橡胶轮安装板6-3固定在机架Ⅱ上并位于定位板6-4两侧，
橡胶轮
Ⅰ5-12、
橡胶轮Ⅱ6-2、
橡胶轮Ⅲ6-6和橡胶轮Ⅳ6-10共同完成撕膜产品的定位。
[0017] 工作流程：
将双面贴有保护膜得金属板采用对角的方式斜放到供料装置1的移载
架1-17上，
随后直线模组Ⅰ1-18的滑块运动，
从而通过移动铝板1-11带动金属板移动到提升
架1-5的上方停止；
此时提升架1-5通过斜齿轮1-6传动向上运动并将金属板托起，
移动铝板
1-11和移载架1-17退回原位；
抓取装置2中的吸盘架2-6在直线模组Ⅱ2-2和直线模组Ⅲ2-4
的带动下可上下左右运动，
抓取装置2便可不断抓取金属板放置在撕膜装置3的流利条3-2
上；
为了准确抓取产品，
使吸盘架在同一位置抓取产品，
抓取装置2中的吸盘架2-6在抓取一
片产品后，
由提升架1-5上升，
提升架1-5每次上升一个金属板的厚度；
在撕膜装置3中推送
板3-3推送下，
金属板一角先进入到撕膜机构3-4的胶带压轮3-4-29处，
上下两个撕膜机构
3-4上的撕膜胶带3-4-31分别将产品上下两面上的保护膜撕起，
2个撕膜机构3-4分别垂直
向上、
垂直向下运动一段距离；
废膜回收装置4的气动手指4-8运动至撕起的保护膜处，
在气
动手指4-8的驱动下，
夹板4-6将保护膜夹住，
刀片4-7将已经粘在胶带上的保护膜剪断，
剪
断的保护膜随撕膜胶带3-4-31缠绕到由内导轮3-4-22和外导向轮3-4-23形成的回收轮上，
被夹板4-6夹住的保护膜随着废膜回收装置直线模组Ⅵ4-3的运动，
保护膜将被全部撕下且
运送到回收处；
撕完膜的金属板将继续运动到输送线5上运送至定位装置6后，
气缸Ⅰ5-14和
气缸Ⅱ6-7同时运动，
从而带动橡胶轮Ⅰ5-12和橡胶轮Ⅲ6-5运动实现产品的放正、
定位。
[0018] 通过本实施例设备实施可得到如下结果：
金属板可以实现自动上料、
撕膜、
废膜回
收和定位，
撕膜效率高、
稳定可靠，
金属板表面无损坏。
[0019] 实施例2：
本实施例结构同实施例1，
不同在于废膜回收装置还包括回收箱，
回收箱
4-4设置在支撑机架一侧且位于直线模组Ⅵ4-3下方；
撕膜对象不同，
本实施例以贴有保护
膜得玻璃板为对象，
根据玻璃板尺寸调节撕膜机构3-4上下移动的距离以及提升架1-5每次
提升的高度；
通过本实施例设备实施可得到如下结果：
玻璃板可以实现自动上料、撕膜、废
膜回收和定位，
撕膜效率高、
稳定可靠，
玻璃板表面无损坏。
[0020] 实施例3：
本实施例结构同实施例1，
不同在于撕膜对象不同，
本实施例以贴有保护
膜的导光板为对象，
根据玻璃板尺寸和材料属性调节撕膜机构3-4上下移动的距离以及提
升架1-5每次提升的高度，
通过本实施例设备实施可得到如下结果：
导光板可以实现自动上
料、
撕膜、
废膜回收和定位，
撕膜效率高、
稳定可靠，
导光板表面无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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