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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智能化的生产仿牛皮纸袋纸表

面贴标装置，包括横向底板，产线传送带本体，控

制框，控制器，控制按钮，后侧T型板，第一滚辊，

第二滚辊，驱动电机，矩形外框，滑轮，伸缩气缸，

切断架结构，贴膜，输送带辅助支撑架结构，成品

散热风干架结构和可调节限位架结构，所述的产

线传送带本体螺栓安装在横向底板的上部；所述

的控制框嵌入在横向底板的前部右侧；所述的控

制器螺钉安装在控制框的内侧；所述的控制按钮

嵌入在控制框的前侧上部。本发明吹风机设置在

风机框的内侧，同时螺钉安装在横向杆的下部左

右两侧，有利于在使用时方便对从产线传送带本

体上侧经过的成品起到吹风散热功能，从而避免

成品的胶层吸附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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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能化的生产仿牛皮纸袋纸表面贴标装置，其特征在于，该智能化的生产仿牛皮纸

袋纸表面贴标装置，包括横向底板(1)，产线传送带本体(2)，控制框(3)，控制器(4)，控制按

钮(5)，后侧T型板(6)，第一滚辊(7)，第二滚辊(8)，驱动电机(9)，矩形外框(10)，滑轮(11)，

伸缩气缸(12)，切断架结构(13)，贴膜(14)，输送带辅助支撑架结构(15)，成品散热风干架

结构(16)和可调节限位架结构(17)，所述的产线传送带本体(2)螺栓安装在横向底板(1)的

上部；所述的控制框(3)嵌入在横向底板(1)的前部右侧；所述的控制器(4)螺钉安装在控制

框(3)的内侧；所述的控制按钮(5)嵌入在控制框(3)的前侧上部；所述的后侧T型板(6)螺栓

安装在横向底板(1)的后侧上部；所述的第一滚辊(7)和第二滚辊(8)设置在后侧T型板(6)

的左右两侧，同时键连接在驱动电机(9)的输出轴上；所述的驱动电机(9)螺栓安装在后侧T

型板(6)的上部左右两侧；所述的矩形外框(10)安装在后侧T型板(6)的前侧中间位置；所述

的滑轮(11)螺栓安装在矩形外框(10)的下部左右两侧；所述的伸缩气缸(12)螺栓安装在矩

形外框(10)的顶部中间位置；所述的切断架结构(13)安装在伸缩气缸(12)的下部；所述的

贴膜(14)套接在滑轮(11)的外侧，同时左右两端分别缠绕在第一滚辊(7)和第二滚辊(8)的

外侧；所述的输送带辅助支撑架结构(15)设置在产线传送带本体(2)的内侧，同时与后侧T

型板(6)螺栓连接；所述的成品散热风干架结构(16)和可调节限位架结构(17)分别安装在

横向底板(1)的上部右侧；所述的切断架结构(13)包括横向板(131)，锯齿板(132)，定位孔

(133)，定位杆(134)，限位螺母(135)，加热板(136)，电热丝(137)和缓冲弹簧(138)，所述的

横向板(131)螺栓安装在伸缩气缸(12)的下部；所述的锯齿板(132)螺栓安装在横向板

(131)的下部两侧；所述的定位孔(133)开设在横向板(131)的四角处；所述的定位杆(134)

插接在定位孔(133)的内侧；所述的加热板(136)螺钉安装在定位杆(134)的下部；所述的电

热丝(137)嵌入在加热板(136)的内侧。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化的生产仿牛皮纸袋纸表面贴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输送带辅助支撑架结构(15)包括横向架(151)，辅助撑轮(152)，倒T型杆(153)，矩形框

(154)，限位环(155)和顶紧弹簧(156)，所述的倒T型杆(153)螺栓安装在横向架(151)的下

部左右两侧；所述的矩形框(154)螺栓安装在后侧T型板(6)螺栓连接。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化的生产仿牛皮纸袋纸表面贴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成品散热风干架结构(16)包括安装外框(161)，风机框(162)，防尘网(163)，横向杆(164)和

吹风机(165)，所述的安装外框(161)螺栓安装在横向底板(1)的上部后侧；所述的风机框

(162)螺栓安装在安装外框(161)的上部左右两侧；所述的横向杆(164)螺钉安装在风机框

(162)的内侧上部；所述的吹风机(165)螺钉安装在横向杆(164)的下部左右两侧。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化的生产仿牛皮纸袋纸表面贴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可调节限位架结构(17)包括后侧安装板(171)，顶部固定板(172)，活动气缸(173)，限位挡

板(174)和接触开关(175)，所述的顶部固定板(172)焊接在后侧安装板(171)的前侧上部；

所述的活动气缸(173)螺栓安装在顶部固定板(172)的下部。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智能化的生产仿牛皮纸袋纸表面贴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吹风机(165)设置在风机框(162)的内侧，同时螺钉安装在横向杆(164)的下部左右两侧。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化的生产仿牛皮纸袋纸表面贴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缓冲弹簧(138)套接在定位杆(134)的外侧，同时设置在横向板(131)与加热板(136)的内

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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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化的生产仿牛皮纸袋纸表面贴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辅助撑轮(152)设置有多个，所述的辅助撑轮(152)分别轴接在横向架(151)的内侧。

8.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智能化的生产仿牛皮纸袋纸表面贴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限位挡板(174)螺钉安装在活动气缸(173)下部的活塞杆上。

9.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化的生产仿牛皮纸袋纸表面贴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顶紧弹簧(156)设置在矩形框(154)的内侧下部，同时与倒T型杆(153)的下部接触。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化的生产仿牛皮纸袋纸表面贴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限位螺母(135)设置在横向板(131)的上部，同时螺纹连接在定位杆(134)的外侧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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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的生产仿牛皮纸袋纸表面贴标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及仿牛皮纸袋纸表面贴标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智能化的生产仿牛

皮纸袋纸表面贴标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仿牛皮纸袋纸板又称波纹纸板，由至少一层仿牛皮纸袋纸和一层箱板纸粘合而

成，具有较好的弹性和延伸性，主要用于制造纸箱、纸箱的夹心以及易碎商品的其他包装材

料，仿牛皮纸袋纸板的瓦楞波纹好像一个个连接的拱形门，相互并列成一排，相互支撑，形

成三角结构体，具有较好的机械强度，从平面上也能承受一定的压力，并富于弹性，缓冲作

用好；它可根据需要制成各种形状大小的衬垫或容器，比塑料缓冲材料要简便、快捷；受温

度影响小，遮光性好，受光照不变质，仿牛皮纸袋纸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对仿牛皮纸袋纸进行

贴标工作。

[0003] 但是现有的生产仿牛皮纸袋纸表面贴标装置存在着不具备对粘贴的成品进行散

热，不具备对加热板起到缓冲功能，不方便对输送带起到撑起功能和不方便对仿牛皮纸袋

纸板起到限位功能的问题。

[0004] 因此，发明智能化的生产仿牛皮纸袋纸表面贴标装置显得非常必要。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智能化的生产仿牛皮纸袋纸表面贴标装置，

以解决现有的生产仿牛皮纸袋纸表面贴标装置存在着不具备对粘贴的成品进行散热，不具

备对加热板起到缓冲功能，不方便对输送带起到撑起功能和不方便对仿牛皮纸袋纸板起到

限位功能的问题。智能化的生产仿牛皮纸袋纸表面贴标装置，包括横向底板，产线传送带本

体，控制框，控制器，控制按钮，后侧T型板，第一滚辊，第二滚辊，驱动电机，矩形外框，滑轮，

伸缩气缸，切断架结构，贴膜，输送带辅助支撑架结构，成品散热风干架结构和可调节限位

架结构，所述的产线传送带本体螺栓安装在横向底板的上部；所述的控制框嵌入在横向底

板的前部右侧；所述的控制器螺钉安装在控制框的内侧；所述的控制按钮嵌入在控制框的

前侧上部；所述的后侧T型板螺栓安装在横向底板的后侧上部；所述的第一滚辊和第二滚辊

设置在后侧T型板的左右两侧，同时键连接在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上；所述的驱动电机螺栓安

装在后侧T型板的上部左右两侧；所述的矩形外框安装在后侧T型板的前侧中间位置；所述

的滑轮螺栓安装在矩形外框的下部左右两侧；所述的伸缩气缸螺栓安装在矩形外框的顶部

中间位置；所述的切断架结构安装在伸缩气缸的下部；所述的贴膜套接在滑轮的外侧，同时

左右两端分别缠绕在第一滚辊和第二滚辊的外侧；所述的输送带辅助支撑架结构设置在产

线传送带本体的内侧，同时与后侧T型板螺栓连接；所述的成品散热风干架结构和可调节限

位架结构分别安装在横向底板的上部右侧；所述的切断架结构包括横向板，锯齿板，定位

孔，定位杆，限位螺母，加热板，电热丝和缓冲弹簧，所述的横向板螺栓安装在伸缩气缸的下

部；所述的锯齿板螺栓安装在横向板的下部两侧；所述的定位孔开设在横向板的四角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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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定位杆插接在定位孔的内侧；所述的加热板螺钉安装在定位杆的下部；所述的电热丝

嵌入在加热板的内侧。

[0006] 优选的，所述的输送带辅助支撑架结构包括横向架，辅助撑轮，倒T型杆，矩形框，

限位环和顶紧弹簧，所述的倒T型杆螺栓安装在横向架的下部左右两侧；所述的矩形框螺栓

安装在后侧T型板螺栓连接。

[0007] 优选的，所述的成品散热风干架结构包括安装外框，风机框，防尘网，横向杆和吹

风机，所述的安装外框螺栓安装在横向底板的上部后侧；所述的风机框螺栓安装在安装外

框的上部左右两侧；所述的横向杆螺钉安装在风机框的内侧上部；所述的吹风机螺钉安装

在横向杆的下部左右两侧。

[0008] 优选的，所述的可调节限位架结构包括后侧安装板，顶部固定板，活动气缸，限位

挡板和接触开关，所述的顶部固定板焊接在后侧安装板的前侧上部；所述的活动气缸螺栓

安装在顶部固定板的下部。

[0009] 优选的，所述的吹风机设置在风机框的内侧，同时螺钉安装在横向杆的下部左右

两侧。

[0010] 优选的，所述的缓冲弹簧套接在定位杆的外侧，同时设置在横向板与加热板的内

侧。

[0011] 优选的，所述的辅助撑轮设置有多个，所述的辅助撑轮分别轴接在横向架的内侧。

[0012] 优选的，所述的限位挡板螺钉安装在活动气缸下部的活塞杆上。

[0013] 优选的，所述的接触开关螺钉安装在限位挡板的左端。

[0014] 优选的，所述的防尘网螺钉安装在风机框的上下两侧。

[0015] 优选的，所述的顶紧弹簧设置在矩形框的内侧下部，同时与倒T型杆的下部接触。

[0016] 优选的，所述的限位螺母设置在横向板的上部，同时螺纹连接在定位杆的外侧上

部。

[0017] 优选的，所述的限位环螺钉安装在矩形框的上部。

[0018] 优选的，所述的后侧安装板设置在安装外框的左侧，同时螺栓安装在横向底板上

部的后侧位置。

[0019] 优选的，所述的控制器采用FX2N-48系列的PLC，所述的接触开关采用S3-1370的接

触开关，所述的驱动电机采用Y2-1电机，所述的伸缩气缸和活动气缸分别采用SC气缸，所述

的吹风机采用SF轴流风机，所述的接触开关和控制按钮分别与控制器的输入端电性连接，

所述的伸缩气缸、活动气缸、驱动电机和吹风机分别与控制器的输出端电性连接。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1] 1 .本发明中，所述的吹风机设置在风机框的内侧，同时螺钉安装在横向杆的下部

左右两侧，有利于在使用时方便对从产线传送带本体上侧经过的成品起到吹风散热功能，

从而避免成品的胶层吸附灰尘。

[0022] 2.本发明中，所述的缓冲弹簧套接在定位杆的外侧，同时设置在横向板与加热板

的内侧，有利于在使用时方便对加热板起到向下顶紧的功能，从而在加热板收到挤压时能

够起到良好的缓冲功能。

[0023] 3.本发明中，所述的辅助撑轮设置有多个，所述的辅助撑轮分别轴接在横向架的

内侧，有利于在使用时方便对产线传送带本体中上部的输送带起到支撑功能，从而避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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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加热板挤压影响对仿牛皮纸袋纸板的贴标效果。

[0024] 4.本发明中，所述的限位挡板螺钉安装在活动气缸下部的活塞杆上，有利于在使

用时能够对从产线传送带本体上向右侧移动的仿牛皮纸袋纸板起到限位功能，以便将能够

保证仿牛皮纸袋纸板在不运输的时候进行贴标。

[0025] 5.本发明中，所述的接触开关螺钉安装在限位挡板的左端，有利于在仿牛皮纸袋

纸板对接触开关接触时，能够利用控制器控制产线传送带本体停止工作，从而方便将仿牛

皮纸袋纸板停顿在指定位置进行贴标。

[0026] 6.本发明中，所述的防尘网螺钉安装在风机框的上下两侧，有利于在使用时能够

对经过空气起到过滤功能，从而避免从外部进入的灰尘对贴标造成影响。

[0027] 7.本发明中，所述的顶紧弹簧设置在矩形框的内侧下部，同时与倒T型杆的下部接

触，有利于在使用时方便对倒T型杆起到支撑功能，从而对横向架起到顶紧功能，且在产线

传送带本体中上部的输送带收到压力时能够对其起到稍微的缓冲功能。

[0028] 8.本发明中，所述的限位螺母设置在横向板的上部，同时螺纹连接在定位杆的外

侧上部，有利于在使用时方便对定位杆的上端起到限位功能，且在从定位杆上拧下限位螺

母时方便对定位杆以下的部件进行拆卸。

[0029] 9.本发明中，所述的限位环螺钉安装在矩形框的上部，有利于在使用时方便对倒T

型杆起到限位功能，从而避免在顶紧弹簧的作用下将倒T型杆在矩形框内顶出。

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2是本发明的切断架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3是本发明的输送带辅助支撑架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4是本发明的成品散热风干架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5是本发明的可调节限位架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6是本发明的电气接线示意图。

[0036] 图中：

[0037] 1、横向底板；2、产线传送带本体；3、控制框；4、控制器；5、控制按钮；6、后侧T型板；

7、第一滚辊；8、第二滚辊；9、驱动电机；10、矩形外框；11、滑轮；12、伸缩气缸；13、切断架结

构；131、横向板；132、锯齿板；133、定位孔；134、定位杆；135、限位螺母；136、加热板；137、电

热丝；138、缓冲弹簧；14、贴膜；15、输送带辅助支撑架结构；151、横向架；152、辅助撑轮；

153、倒T型杆；154、矩形框；155、限位环；156、顶紧弹簧；16、成品散热风干架结构；161、安装

外框；162、风机框；163、防尘网；164、横向杆；165、吹风机；17、可调节限位架结构；171、后侧

安装板；172、顶部固定板；173、活动气缸；174、限位挡板；175、接触开关。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0039] 实施例：

[0040] 如附图1和附图2所示

[0041] 本发明提供智能化的生产仿牛皮纸袋纸表面贴标装置，包括横向底板1，产线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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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本体2，控制框3，控制器4，控制按钮5，后侧T型板6，第一滚辊7，第二滚辊8，驱动电机9，矩

形外框10，滑轮11，伸缩气缸12，切断架结构13，贴膜14，输送带辅助支撑架结构15，成品散

热风干架结构16和可调节限位架结构17，所述的产线传送带本体2螺栓安装在横向底板1的

上部；所述的控制框3嵌入在横向底板1的前部右侧；所述的控制器4螺钉安装在控制框3的

内侧；所述的控制按钮5嵌入在控制框3的前侧上部；所述的后侧T型板6螺栓安装在横向底

板1的后侧上部；所述的第一滚辊7和第二滚辊8设置在后侧T型板6的左右两侧，同时键连接

在驱动电机9的输出轴上；所述的驱动电机9螺栓安装在后侧T型板6的上部左右两侧；所述

的矩形外框10安装在后侧T型板6的前侧中间位置；所述的滑轮11螺栓安装在矩形外框10的

下部左右两侧；所述的伸缩气缸12螺栓安装在矩形外框10的顶部中间位置；所述的切断架

结构13安装在伸缩气缸12的下部；所述的贴膜14套接在滑轮11的外侧，同时左右两端分别

缠绕在第一滚辊7和第二滚辊8的外侧；所述的输送带辅助支撑架结构15设置在产线传送带

本体2的内侧，同时与后侧T型板6螺栓连接；所述的成品散热风干架结构16和可调节限位架

结构17分别安装在横向底板1的上部右侧；所述的切断架结构13包括横向板131，锯齿板

132，定位孔133，定位杆134，限位螺母135，加热板136，电热丝137和缓冲弹簧138，所述的横

向板131螺栓安装在伸缩气缸12的下部；所述的锯齿板132螺栓安装在横向板131的下部两

侧；所述的定位孔133开设在横向板131的四角处；所述的定位杆134插接在定位孔133的内

侧；所述的加热板136螺钉安装在定位杆134的下部；所述的电热丝137嵌入在加热板136的

内侧；所述的缓冲弹簧138套接在定位杆134的外侧，同时设置在横向板131与加热板136的

内侧，在使用时方便对加热板136起到向下顶紧的功能，从而在加热板136收到挤压时能够

起到良好的缓冲功能，所述的限位螺母135设置在横向板131的上部，同时螺纹连接在定位

杆134的外侧上部，在使用时方便对定位杆134的上端起到限位功能，且在从定位杆134上拧

下限位螺母135时方便对定位杆134以下的部件进行拆卸。

[0042] 如附图3所示，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输送带辅助支撑架结构15包括横向

架151，辅助撑轮152，倒T型杆153，矩形框154，限位环155和顶紧弹簧156，所述的倒T型杆

153螺栓安装在横向架151的下部左右两侧；所述的矩形框154螺栓安装在后侧T型板6螺栓

连接；所述的辅助撑轮152设置有多个，所述的辅助撑轮152分别轴接在横向架151的内侧，

在使用时方便对产线传送带本体2中上部的输送带起到支撑功能，从而避免受到加热板136

挤压影响对仿牛皮纸袋纸板的贴标效果，所述的顶紧弹簧156设置在矩形框154的内侧下

部，同时与倒T型杆153的下部接触，在使用时方便对倒T型杆153起到支撑功能，从而对横向

架151起到顶紧功能，且在产线传送带本体2中上部的输送带收到压力时能够对其起到稍微

的缓冲功能，所述的限位环155螺钉安装在矩形框154的上部，在使用时方便对倒T型杆153

起到限位功能，从而避免在顶紧弹簧156的作用下将倒T型杆153在矩形框154内顶出。

[0043] 如附图4所示，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成品散热风干架结构16包括安装外

框161，风机框162，防尘网163，横向杆164和吹风机165，所述的安装外框161螺栓安装在横

向底板1的上部后侧；所述的风机框162螺栓安装在安装外框161的上部左右两侧；所述的横

向杆164螺钉安装在风机框162的内侧上部；所述的吹风机165螺钉安装在横向杆164的下部

左右两侧；所述的吹风机165设置在风机框162的内侧，同时螺钉安装在横向杆164的下部左

右两侧，在使用时方便对从产线传送带本体2上侧经过的成品起到吹风散热功能，从而避免

成品的胶层吸附灰尘，所述的防尘网163螺钉安装在风机框162的上下两侧，在使用时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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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过空气起到过滤功能，从而避免从外部进入的灰尘对贴标造成影响。

[0044] 如附图5所示，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可调节限位架结构17包括后侧安装

板171，顶部固定板172，活动气缸173，限位挡板174和接触开关175，所述的顶部固定板172

焊接在后侧安装板171的前侧上部；所述的活动气缸173螺栓安装在顶部固定板172的下部；

所述的限位挡板174螺钉安装在活动气缸173下部的活塞杆上，在使用时能够对从产线传送

带本体2上向右侧移动的仿牛皮纸袋纸板起到限位功能，以便将能够保证仿牛皮纸袋纸板

在不运输的时候进行贴标，所述的接触开关175螺钉安装在限位挡板174的左端，在仿牛皮

纸袋纸板对接触开关175接触时，能够利用控制器4控制产线传送带本体2停止工作，从而方

便将仿牛皮纸袋纸板停顿在指定位置进行贴标。

[0045] 工作原理

[0046] 本发明在工作过程中，给该装置供电，电热丝137对加热板136进行加热，产线传送

带本体2将仿牛皮纸袋纸板向右侧输送，当仿牛皮纸袋纸板接触到接触开关175时，控制器4

控制产线传送带本体2停止工作，同时控制器4控制伸缩气缸12伸展，并利用加热板136将贴

膜14挤压到仿牛皮纸袋纸板的上侧，挤压一定程度后利用锯齿板132对将一定范围的贴膜

14切除，然后在驱动电机9的作用下带动第一滚辊7和第二滚辊8旋转，更换新的贴膜14的位

置，同时利用控制器4控制活动气缸173收回，并利用控制器4控制吹风机165工作，对成品进

行吹风，从而实现对贴膜14的冷却，依次循环即可，当加热板136向下挤压时，可利用产线传

送带本体2内侧的辅助撑轮152接触，对其进行支撑，同时可利用顶紧弹簧156起到缓冲功

能，从而避免将从产线传送带本体2上输送的仿牛皮纸袋纸板受到挤压产生折弯。

[0047] 利用本发明所述的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启发下，

设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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