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757860.2

(22)申请日 2019.08.16

(71)申请人 苏州金纬片板膜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地址 215499 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城厢镇

东安路18号2幢

(72)发明人 何海潮　刘红彬　

(74)专利代理机构 苏州谨和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32295

代理人 田媛

(51)Int.Cl.

B65H 16/00(2006.01)

B65H 16/06(2006.01)

B65H 18/10(2006.01)

B65H 18/02(2006.01)

B65H 20/02(2006.01)

B65H 23/26(2006.01)

B65H 26/04(2006.01)

B65H 23/198(2006.01)

B65H 41/00(2006.01)

 

(54)发明名称

用于复合片材的收放卷一体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用于复合片材的收放卷一

体机，包括机架；放卷轴，转动地设置在机架上且

用于放卷复合片材；分离辊，转动地设置在机架

上且位于放卷轴下游，分离辊用于将复合片材分

离为基底片材和离型基材；片材引出辊，转动地

设置在机架上且位于分离辊下游，片材引出辊用

于引出基底片材；收卷轴，转动地设置在机架上

且位于分离辊下游，收卷轴用于收卷分离后的离

型基材；收卷驱动机构，安装在机架上且与收卷

轴传动连接。通过将收卷轴和放卷轴设置在同一

设备上，结构更加紧凑，由于收卷轴和放卷轴的

距离较近，收卷轴的收卷精度不易受到影响，且

基底片材与离型基材在分离时，基底片材也不易

产生拉伸变形，收放卷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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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复合片材的收放卷一体机，其特征在于，包括：

机架（11）；

放卷轴（12），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机架（11）上且用于放卷复合片材；

分离辊（13），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机架（11）上且位于所述的放卷轴（12）下游，所述的

分离辊（13）用于将复合片材分离为基底片材和离型基材；

片材引出辊（14），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机架（11）上且位于所述的分离辊（13）下游，所

述的片材引出辊（14）用于引出基底片材；

收卷轴（15），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机架（11）上且位于所述的分离辊（13）下游，所述的

收卷轴（15）用于收卷分离后的离型基材；

收卷驱动机构（16），安装在所述的机架（11）上且与所述的收卷轴（15）传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复合片材的收放机一体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PLC控制

器，所述的收卷驱动机构（16）为伺服电机，所述的PLC控制器与所述的伺服电机控制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复合片材的收放机一体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张力检测

机构（17）和磁粉离合器（18），所述的张力检测机构（17）安装在所述的机架（11）上且与所述

的PLC控制器信号连接，所述的磁粉离合器（18）安装在所述的机架（11）上且其输出轴与所

述的放卷轴（12）传动连接，所述的PLC控制器与所述的磁粉离合器（18）控制连接，所述的

PLC控制器能够基于所述的张力检测机构（17）的检测结果来控制所述的磁粉离合器（18）输

出张力大小。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复合片材的收放机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张力检测

机构（17）包括安装在所述的机架（11）上的张力传感器（171）和张力受力辊（172），所述的张

力受力辊（172）支撑在所述的张力传感器（171）上，所述的PLC控制器与所述的张力传感器

（171）信号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复合片材的收放机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张力受力

辊（172）位于所述的分离辊（13）与所述的片材引出辊（14）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复合片材的收放机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伺服电机

（16）轴端上安装有主动链轮（19），所述的收卷轴（15）轴端上安装有从动链轮（20），所述的

主动链轮（19）与所述的从动链轮（20）之间传动连接有链条（2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复合片材的收放机一体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至少一个

过渡辊（22），至少一个所述的过渡辊（22）安装在所述的机架（11）上且位于所述的分离辊

（13）下游。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复合片材的收放机一体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底架

（23），所述的底架（23）上固定有沿左右延伸的一对轨道（24），所述的机架（11）上安装有两

对移动轮（25），两对所述的移动轮（25）与一对所述的轨道（24）分别滚动摩擦接触，所述的

底架（23）上安装有用于推动机架（11）移动的推动机构（26）。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用于复合片材的收放机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推动机构

（26）为油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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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复合片材的收放卷一体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复合片材收放卷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用于复合片材收放卷一体

机。

背景技术

[0002] 复合片材通常由基底片材和离型基材(即离型纸/膜)复合而成，复合片材在放卷

时，通常由放卷设备和收卷设备共同协作完成。收卷设备和放卷设备通常是分离设置的，占

地面积大，操作不方便。收卷设备通常具有收卷轴和用于驱动收卷轴转动的收卷驱动机构，

放卷设备通常具有放卷轴。复合片材通过放卷设备的放卷轴进行放卷，并在放卷过程中分

离基底片材与离型基材，分离后的离型基材由收卷设备的收卷轴进行收卷，由于放卷设备

和收卷设备通常是上下游布置，收卷设备和放卷设备相距较远，导致放卷设备不得不在放

卷出较长的复合片材后才将离型基材与基底片材分离，基底片材容易受到拉伸而产生变

形，收卷轴的收卷精度也相对降低，影响片材的正常使用。另外，由于收卷轴和放卷轴距离

较远，离型基材在收卷时，容易产生跑偏问题，由于收卷好离心基材还要回收利用，对离心

纸收卷精度要求很高，也会导致基底片材受到拉伸而产生变形。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结构紧凑、片材不易产生拉伸

变形的用于复合片材的收放卷一体机。

[0004]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的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用于复合片材的收放卷一体机，包括：

机架；

放卷轴，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机架上且用于放卷复合片材；

分离辊，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机架上且位于所述的放卷轴下游，所述的分离辊用于将

复合片材分离为基底片材和离型基材；

片材引出辊，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机架上且位于所述的分离辊下游，所述的片材引出

辊用于引出基底片材；

收卷轴，转动地设置在所述的机架上且位于所述的分离辊下游，所述的收卷轴用于收

卷分离后的离型基材；

收卷驱动机构，安装在所述的机架上且与所述的收卷轴传动连接。

[0005] 上述技术方案中，优选的，还包括PLC控制器，所述的收卷驱动机构为伺服电机，所

述的PLC控制器与所述的伺服电机控制连接。

[0006] 上述技术方案中，优选的，还包括张力检测机构和磁粉离合器，所述的张力检测机

构安装在所述的机架上且与所述的PLC控制器信号连接，所述的磁粉离合器安装在所述的

机架上且其输出轴与所述的放卷轴传动连接，所述的PLC控制器与所述的磁粉离合器控制

连接，所述的PLC控制器能够基于所述的张力检测机构的检测结果来控制所述的磁粉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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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张力大小。

[0007] 上述技术方案中，优选的，所述的张力检测机构包括安装在所述的机架上的张力

传感器和张力受力辊，所述的张力受力辊支撑在所述的张力传感器上，所述的PLC控制器与

所述的张力传感器信号连接。

[0008] 上述技术方案中，优选的，所述的张力受力辊位于所述的分离辊与所述的片材引

出辊之间。

[0009] 上述技术方案中，优选的，所述的伺服电机轴端上安装有主动链轮，所述的收卷轴

轴端上安装有从动链轮，所述的主动链轮与所述的从动链轮之间传动连接有链条。

[0010] 上述技术方案中，优选的，还包括至少一个过渡辊，至少一个所述的过渡辊安装在

所述的机架上且位于所述的分离辊下游。

[0011] 上述技术方案中，优选的，还包括底架，所述的底架上固定有沿左右延伸的一对轨

道，所述的机架上安装有两对移动轮，两对所述的移动轮与一对所述的轨道分别滚动摩擦

接触，所述的底架上安装有用于推动机架移动的推动机构。

[0012] 上述技术方案中，优选的，所述的推动机构为油缸。

[0013] 本发明通过将收卷轴和放卷轴设置在同一设备上，结构更加紧凑，放卷后的复合

片材经分离辊分离为基底片材和离型基材，由于收卷轴和放卷轴的距离较近，收卷轴的收

卷精度不易受到影响，且基底片材与离型基材在分离时，基底片材也不易产生拉伸变形，收

放卷更方便。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的立体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的主视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的右视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的俯视示意图；

图5是本发明的复合片材收放卷原理示意图；

其中：11、机架；111、底座；112、墙板；12、放卷轴；13、分离辊；14、片材引出辊；15、收卷

轴；16、收卷驱动机构；17、张力检测机构；171、张力传感器；172、张力受力辊；18、磁粉离合

器；19、主动链轮；20、从动链轮；21、链条；22、过渡辊；23、底架；24、轨道；25、移动轮；26、推

动机构。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为详细说明发明的技术内容、构造特征、所达成目的及功效，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并

配合附图予以详细说明。其中，本实施例中所述的上游是指图5中所示复合片材放卷的初始

方向，即收卷轴所在的一侧方向，所述的下游是指图5中所示复合片材放卷的结束方向，即

收卷轴所在的一侧方向以及片材引出辊所在的一侧方向。所述的上、下、左、右、前、后位置

关系与图1中所示的各个位置关系分别相对应。所述的复合片材为由基底片材和离型基材

(即离型纸/膜)复合而成的片材，本发明的收放卷一体机主要用于复合片材的基底片材的

放卷以及离型纸的收卷协同作业，提高收放卷效率以及不拉伸损伤基底片材，更便于复合

片材的收放卷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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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如图1-图5所示，收放卷一体机包括机架11、放卷轴12、分离辊13、片材引出辊14、

收卷轴15以及收卷驱动机构16。

[0017] 机架11主要由底座111以及固定在底座111上的左右相对两个墙板112构成。放卷

轴12两端部通过轴承座安装在机架11的左右相对两个墙板112上，其能够转动并用于放卷

复合片材。分离辊13两端部通过轴承座安装在机架11的左右相对两个墙板112上，其位于放

卷轴12的下游位置且能够转动并用于将复合片材分离为基底片材和离型基材。片材引出辊

14两端部通过轴承座安装在机架11的左右相对两个墙板112上，其位于分离辊13的下游位

置且能够转动并用于将分离后的基底片材引出收放卷一体机，以为下游其他设备供应基底

片材。收卷轴15两端部通过轴承座安装在机架11的左右相对两个墙板112上，其位于分离辊

13的下游位置并用于收卷分离后的离型基材。收卷驱动机构16安装在机架11的底座111上，

收卷驱动机构16为伺服电机，伺服电机的轴端上安装有主动链轮19，收卷轴15的轴端上安

装有从动链轮20，主动链轮19与从动链轮20之间传动连接有链条21。当然，伺服电机也可与

收卷轴15直连或采用其他结构传动连接，例如齿轮相互啮合的传动结构等。为了便于复合

片材的放卷以及离型基材的收卷，在分离辊13的下游还设置有多个过渡辊22，各个过渡辊

22两端部均通过轴承座安装在机架11的相对两个墙板112上，分离后的基底片材通过一部

分过渡辊22被引入到片材引出辊14上，分离后的离型基材通过其余部分过渡辊22被引入到

收卷轴15上。

[0018] 为了进一步解决基底片材在放卷时的拉伸问题，需要提高放卷轴12的放卷精度以

及收卷轴15的收卷精度，则需要保持放卷轴12恒张力放卷以及保持收卷轴15恒张力收卷。

该收放卷一体机还包括PLC控制器（图未示）。

[0019] 为了提高放卷轴12的放卷精度，该收放卷一体机还包括张力检测机构17和磁粉离

合器18。张力检测机构17包括安装在机架11上且与PLC信号连接，磁粉离合器18安装在机架

11上且其输出轴与放卷轴12传动连接，PLC控制器与磁粉离合器18控制连接，PLC控制器能

够基于张力检测机构17的检测结果来控制磁粉离合器18输出张力的大小。具体的，张力检

测机构17包括安装在机架11上的张力传感器171和张力受力辊172，张力受力辊172位于分

离辊13与片材引出辊14之间并且支撑在张力传感器171上，PLC控制器与张力传感器171信

号连接。这样，分离后的基底片材经过张力受力辊172时，张力受力辊172能够将基底片材所

受张力大小直接传导至张力传感器171上，张力传感器171以信号的形式将基底片材所受张

力大小信息发送至PLC控制器内。PLC控制器能够基于该张力检测信号作出判断，并向磁粉

离合器18发送控制信号。若基底片材所受张力过大，则PLC控制器控制磁粉离合器18输出张

力要小，对放卷的复合片材产生阻尼作用小，精确控制片材放卷张力；若基底片材所受张力

过小，则PLC控制器控制磁粉离合器18输出张力要大，对放卷的复合片材产生阻尼作用大，

从而张力检测机构17、PLC控制器以及磁粉离合器18三者构成一个闭环控制，始终保持放卷

轴12恒张力放卷，提高放卷轴12的放卷精度。

[0020] 为了提高收卷轴15的收卷精度，PLC控制器与伺服电机控制连接，控制伺服电机以

恒张力进行收卷。

[0021] 为了便于左右调节机架11的相对位置，以避免收卷轴15在收卷离型基材时产生跑

偏问题，机架11的下方设置有底架23，机架11能够相对底架23沿左右方向调节相对位置。具

体的，底架23上固定有沿左右方向延伸的一对轨道24，一对轨道24沿前后方向并排布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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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11上安装有两对移动轮25，两对移动轮25分别与一对轨道24滚动摩擦接触；底架23上安

装有用于推动机架11移动的推动机构26，该推动机构26最好选用油缸，油缸安装在底架23

上，其活塞杆一端与机架11相连接。油缸推动的行程由红外线传感器探头（图未示）来检测

放卷片材是否跑偏，保证片材中心沿生产线中心运行，红外线传感器探头安装在放卷片材

进入后续设备的进入口。当然，也可选用现有技术中已知的电缸、电机丝杆的结构来作为推

动机构26，以驱动机架11相对底架23左右调节相对位置。

[0022] 上述实施例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技术的人

士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据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根据本发明

精神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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