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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组合烟花围招的自动包

裹装置，将组合烟花进行旋转，围招纸在牵引辊

组和设有真空吸附机构的围招输送带的作用下

可控有序前进输送到招纸贴合辊上；裁切机构按

照设定长度裁切围招纸；打胶机构对围招纸裁切

断口区域施胶；招纸贴合辊靠拢并压迫旋转的组

合烟花侧面完成围招的包裹加工。能够确保围招

纸在裁切前后的运行状况都处于精准可控状态，

可靠地自动实现围招纸的旋转包裹，并确保包裹

质量符合要求；装置动作精简，配合流畅，结构相

对简单，工作高效；能够适合各种规格的组合烟

花的包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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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组合烟花围招的自动包裹装置，其特征在于，将组合烟花进行旋转，围招纸在牵

引辊组和设有真空吸附机构的围招输送带的作用下输送到招纸贴合辊上；裁切机构按照设

定长度裁切围招纸；打胶机构对围招纸裁切断口区域施胶；招纸贴合辊靠拢并压在旋转的

组合烟花侧面将裁切下来的围招纸围招包裹在组合烟花侧面。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包裹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将组合烟花输送到旋转下托板上的

传送带，旋转下托板上方对应设置旋转上压板，旋转下托板和/或旋转上压板进行升/降运

动夹紧两者之间的组合烟花；

该装置还包括下列组件：围招纸卷；夹持驱动围招纸的牵引辊组，牵引辊组间歇运行；

按照设定长度裁切围招纸的裁切机构；沿围招纸宽度方向、对围招纸裁切断口区域施胶的

打胶机构；设有真空吸附机构的围招输送带，围招纸平铺于围招输送带上，围招输送带与牵

引辊组同步间歇运行；对应旋转下托板上的组合烟花设置的招纸贴合辊，招纸贴合辊朝向

组合烟花作往复运动；

在牵引辊组和围招输送带的运行间歇期裁切机构和打胶机构动作；围招纸卷开卷引出

的围招纸通过牵引辊组牵引到围招输送带上；在牵引辊组和围招输送带的共同作用下围招

纸沿围招输送带向前运动，招纸贴合辊靠近围招输送带的末端。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包裹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围招输送带包括前后衔接的固定输

送带和摆动输送带，摆动输送带的铰接端衔接固定输送带，所述招纸贴合辊设置在摆动输

送带的自由端。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包裹装置，其特征在于，以摆动输送带的铰接端为转折点，所述

固定输送带和摆动输送带折向设置。

5.如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包裹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裁切机构的切刀和打胶机

构的涂胶嘴集成在滑块上，滑块上设有驱动切刀和涂胶嘴朝向围招纸往复运动的驱动件；

滑块沿导轨在围招纸宽度方向上往复运动。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包裹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块上还设有从围招纸侧面支承围

招纸的挡纸件。

7.如权利要求1-4、6任一项所述的包裹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招纸贴合辊具有弹性的

辊面。

8.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包裹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招纸贴合辊具有弹性的辊面。

9.如权利要求1-4、6任一项所述的包裹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送带由两条传送带组

成，旋转下托板置于两条传送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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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组合烟花围招的自动包裹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组合烟花产品的包装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组合烟花产品成型后，需要对产品进行包装(内包装，业内也俗称褙皮)，即在产品

表面粘贴防潮性好的塑料、纸张等进行封闭包装，包装材质不应与烟火药发生化学反应。该

包装材料一般业内称之为招纸(也有称之为标签或筒标的)，按照在组合烟花产品上的粘贴

部位，招纸可以分为三种：粘贴在产品顶部的顶招、粘贴在产品底部的底招、粘贴在产品侧

部的围招。顶招和底招、围招备用的招纸都为长条状并收束成卷，开卷后供横向裁切使用。

加工中，先进行底招和顶招的封装，一般是将底招纸和顶招纸四周大于产品的周边部分黏

贴在产品的四面侧壁上，然后再把围招纸绕产品的整个侧面进行黏贴封装，围招纸遮盖底

招纸和顶招纸在产品侧壁上的黏贴周边。

[0003] 现有技术中，试图实现招纸包装自动化加工的有下述专利文献：其一、授权公告号

为CN  206944837  U的实用新型专利文献公开的“一种烟花包装设备”；其主要采用压纸板六

面(顶面、底面、四个侧面)按压的方式进行招纸包装工作，同时还需要对粘接部进行另外处

理，还需要采用胶带配合粘接，还需要较多的其他辅助设施。

[0004] 其二，申请公布号为CN109059677A的发明专利文献公开的“一种组合烟花全自动

包装机的侧围纸包装结构”、申请公布号为CN109204928A的发明专利文献公开的“一种组合

烟花全自动包装机的上、下贴纸结构”、申请公布号为CN109264077A的发明专利文献公开的

“一种组合烟花全自动包装机”。上述专利文献中，其顶招和底招的加工也是采用上贴纸结

构6和下贴纸结构7下压使得上下包装纸外周完全与烟花筒盒侧壁的部分涂胶黏贴在一起；

围招加工的主要原理是，围招纸横在两个折纸板91前，将组合烟花推入两个折纸板91之间，

使得围招包裹组合烟花三个侧面，再通过滚筒的挤压使得第四个侧面黏贴上包装纸。

[0005] 现有技术的主要弊端在于系统结构复杂，动作繁多，工作流程长，工作可靠性和工

作效率低。故而现在的生产实践中，仍是采用手工方式完成招纸的包装工作。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对组合烟花产品进行围招包裹加工的自动装置，动

作相对简单，工作可靠，效率较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组合烟花围招的自动包

裹装置，将组合烟花进行旋转，围招纸在牵引辊组和设有真空吸附机构的围招输送带的作

用下输送到招纸贴合辊上；裁切机构按照设定长度裁切围招纸；打胶机构对围招纸裁切断

口区域施胶；招纸贴合辊靠拢并压在旋转的组合烟花侧面将裁切下来的围招纸包裹在组合

烟花侧面。

[0007] 优选地，所述组合烟花围招的自动包裹装置，包括将组合烟花输送到旋转下托板

上的传送带，旋转下托板上方对应设置旋转上压板，旋转下托板和/或旋转上压板进行升/

降运动夹紧两者之间的组合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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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该装置还包括下列组件：围招纸卷；夹持驱动围招纸的牵引辊组，牵引辊组间歇运

行；按照设定长度裁切围招纸的裁切机构；沿围招纸宽度方向、对围招纸裁切断口区域施胶

的打胶机构；设有真空吸附机构的围招输送带，围招纸平铺于围招输送带上，围招输送带与

牵引辊组同步间歇运行；对应旋转下托板上的组合烟花设置的招纸贴合辊，招纸贴合辊朝

向组合烟花作往复运动；

[0009] 在牵引辊组和围招输送带的运行间歇期裁切机构和打胶机构动作；围招纸卷开卷

引出的围招纸通过牵引辊组牵引到围招输送带上；在牵引辊组和围招输送带的共同作用下

围招纸沿围招输送带向前运动，招纸贴合辊靠近围招输送带的末端。

[0010] 旋转下托板和/或旋转上压板进行升/降运动夹紧两者之间的组合烟花；围招纸卷

开卷引出的围招纸通过牵引辊组牵引到围招输送带上；在牵引辊组和围招输送带的运行间

歇期，裁切机构动作裁切围招纸，打胶机构动作进行施胶；在牵引辊组和围招输送带的共同

作用下围招纸向前运动，围招纸的前端头输送到招纸贴合辊上；招纸贴合辊朝向组合烟花

运动，将已施胶的围招纸的前端头压合黏贴在组合烟花侧壁；旋转下托板和旋转上压板旋

转，设定长度的围招纸包裹在组合烟花侧壁；招纸贴合辊将已施胶的围招纸的后端头压合

黏贴在组合烟花侧壁上。即完成一个组合烟花的围招纸包装。

[0011] 优选地，所述招纸贴合辊具有弹性的辊面。如橡胶、塑料、海绵等弹性材质构成的

辊面或整个辊体。在组合烟花旋转过程中，弹性辊面贴合并压在组合烟花的侧面并形成滚

动。

[0012] 优选地，所述围招输送带包括前后衔接的固定输送带和摆动输送带，摆动输送带

的铰接端衔接固定输送带，所述招纸贴合辊设置在摆动输送带的自由端。进一步地，以摆动

输送带的铰接端为转折点，所述固定输送带和摆动输送带折向设置。

[0013] 所述裁切机构可以采用色标传感器进行定位裁切。长条状围招纸由多个重复并列

的单元组成，每个单元具有相同的印刷内容，选定印刷内容中的某个特定图案作为色标传

感器的监测对象，发出信号控制夹持辊组和围招输送带暂停，裁切机构进行裁切，打胶机构

进行施胶。

[0014] 优选地，所述传送带由两条传送带组成，旋转下托板置于两条传送带之间。平稳可

靠地实现组合烟花由传动带到旋转下托板的运送过渡。

[0015] 优选地，所述裁切机构的切刀和打胶机构的涂胶嘴集成在滑块上，滑块上设有驱

动切刀和涂胶嘴朝向围招纸往复运动的驱动件；滑块沿导轨在围招纸宽度方向上往复运

动。以精简的机构同时完成裁切和施胶工作。

[0016] 围招纸呈竖立状态，在设备其他部位一直处于导辊牵引或真空吸附作用的有效控

制下，不会发生倾斜等紊乱状态。围招纸被切断后，围招纸的断口区缺乏支承失去控制，有

可能倾斜导致紊乱。为了防止这种情况，进一步地，所述滑块上还设有从围招纸侧面支承围

招纸的挡纸件。如栅栏、板体或其他能够从侧面支承围招纸的部件，该部件随切刀运动，在

围招纸被切断后，即时支承以防止围招纸的断口区发生紊乱。待断口区到达输送带上受到

真空吸附作用时，挡纸件随滑块及切刀等复位，不影响下一步的工作。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能够确保围招纸在裁切前后的运行状况都处于精准可控

状态，可靠地自动实现围招纸的旋转包裹，并确保包裹质量符合要求；装置动作精简，配合

流畅，结构相对简单，工作高效；能够适合各种规格的组合烟花的包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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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

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详细的说明。在下面的描述中阐述了很多具体细节以便于充分理解本发

明。但是本发明能够以很多不同于在此描述的其它方式来实施，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不

违背本发明内涵的情况下做类似改进，因此本发明不受下面公开的具体实施例的限制。

[0019] 需要说明的是，当元件被称为“固定于”另一个元件，它可以直接在另一个元件上

或者也可以存在居中的元件。当一个元件被认为是“连接”另一个元件，它可以是直接连接

到另一个元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元件。

[0020]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

体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发明。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和/或”包括一个或多个相

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组合烟花招纸包装设备整体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组合烟花招纸包装设备整体侧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组合烟花招纸包装设备整体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为图1的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反映顶招和底招包覆单元的结构；

[0025] 图5为顶招和底招包覆单元的侧视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为折纸导向板侧视图；

[0027] 图7为折纸导向板俯视图；

[0028] 图8为顶招和底招包覆单元的折纸导向板、纵向和横向涂胶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9为下辊压器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10为图9中I部分放大结构示意图；

[0031] 图11为围招包裹单元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32] 图12为围招包裹单元后侧视角的立体内部结构示意图(图1为前侧视角)；

[0033] 图13为围招包裹单元围招输送带、旋转下托板、旋转上压板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4] 图14为围招包裹单元的裁切机构和打胶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15为围招包裹单元的旋转下托板、旋转上压板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16为围招包裹单元围招输送带、旋转下托板、旋转上压板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37] 附图标注说明：

[0038] 整机：1进料传送带1，2出料传送带，3顶招和底招包覆单元，4机架，5围招包裹单

元，6组合烟花，601横推气缸。

[0039] 顶招和底招包覆单元：300底招纸，301顶招纸，302底传送带托辊，303底招纸纵向

涂胶嘴，304底招纸移动式横向涂胶嘴，305底招纸托辊，306底传送带，307底传送带轴装配

墙板，308定距传送带主动轴，309定距传送带，311顶招传送带轴装配墙板，312顶招纸托辊，

313顶招纸纵向涂胶嘴，314顶招纸移动式横向涂胶嘴，315顶传送带压辊，316顶传送带，317

顶传送带升降导柱，318顶传送带主动轴，319上辊压器，320压紧气缸，321切纸和辊压导向

座，322压紧板，323下辊压器，324切刀安装杆，325下切纸刀，326折纸导向板，327底传送带

主动轴，328横向涂胶气缸，329升降下支架，330后封下辊，331前封下辊，332变向导槽，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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辊压气缸，334轴承，335扭簧，336长圆孔，337转轴。

[0040] 围招包裹单元：500副传送带主动轴，501副传送带，502限位块，505围招输送带轴，

506招纸贴合辊，507围招输送带主动轴，508主动辊，509色标传感器，510切刀托板，511从动

辊，512围招纸，513伸出气缸，514下墙板，515围招纸导引辊，516切纸压臂，517固定输送带，

518摆动输送带，519真空吸附腔，520围招输送带张紧轴，521吸风辊筒，522吸风辊筒轴，523

摆动输送带齿轮轴，524吸风口，525卷放轴，526卷托盘，527涂切气缸，528吸风管，529摆动

输送带齿轮，530摆动输送带气缸，531切纸压臂气缸，532上墙板，533涂切挡纸栅，534涂切

导轨，535主动辊电机，536涂切滑块，537涂切滑块定位块，538涂胶嘴，539围招切刀，540旋

转工作部墙板，541限位基座，542调节导轨，543调节滑块，544基板，545下夹紧臂，546夹紧

气缸，547夹紧导轨，548上夹紧臂，549高度调节固定圈，550旋转上压板，551旋转下托板，

552升降轴，553副传送带电机，554旋转电机，555旋转轴，556上升气缸，557限位升降气缸。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参见附图，反映应用本发明的一种具体设备，该设备为组合烟花招纸包装设备，整

体包括装置在机架4上的进料传送带1、出料传送带2、顶招和底招包覆单元3和围招包裹单

元5，能够完成组合烟花6的顶招、底招和围招的包装加工。

[0042] 其中，顶招和底招包覆单元3包括侧边封装机构和前后封装机构。

[0043] 所述侧边封装机构包括上下对称设置的底传送带306和顶传送带316，底传送带

306的末端衔接副传送带501。

[0044] 由纸卷中引出的长条状底招纸300在导引辊组的导引下平铺于底传送带306上并

随之运动，由纸卷中引出的长条状顶招纸301平铺于顶传送带316下并随之运动。

[0045] 进料传送带1上的组合烟花6由横推气缸601按照设定的时间间隔逐个推动到运行

的定距传送带309上，使得各个组合烟花6按照设定的前后间距排布在定距传送带309上，再

依次进入底传送带306和顶传送带316之间的位置；在底传送带的托辊302、顶传送带的压辊

315的双向作用下，组合烟花6嵌于底招纸300和顶招纸301之间。

[0046] 底招纸300和顶招纸301的宽度大于组合烟花6的宽度，底招纸300和顶招纸301的

左右两侧都有招纸侧边外露于组合烟花6外。

[0047] 底传送带306左右两侧设有对底招纸300的上述招纸侧边进行施胶的纵向涂胶嘴

303；顶传送带316左右两侧设有对顶招纸301的上述招纸侧边进行施胶的纵向涂胶嘴313。

[0048] 本例中，底传送带306和顶传送带316的左右两侧都分别设有折纸导向板326，参见

图6、7、8，折纸导向板326由首端的水平部326A扭曲为尾端的竖立部326B，水平部326A贴合

传送带，竖立部326B贴合组合烟花6的侧面，两侧折纸导向板326的水平部326A夹住组合烟

花6的两侧面。使得前行中的顶、底招纸侧边由平铺状态弯折转变为立起状态贴合在组合烟

花6的侧壁上。

[0049] 底传送带306驱动底招纸300和组合烟花6向前同步运动，底招纸300运动中纵向涂

胶嘴303完成侧边的纵向施胶；在下方两个折纸导向板326的作用下，所述底招纸300侧边向

上翻折并黏贴于组合烟花6的左右侧壁下部；顶传送带316驱动顶招纸301与组合烟花6向前

同步运动，顶招纸301运动中纵向涂胶嘴313完成侧边的纵向施胶；在上方两个折纸导向板

326的作用下，所述顶招纸301的侧边向下翻折并黏贴于组合烟花6的左右侧壁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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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为了适应各种规格的产品的包装加工，所述底传送带306和顶传送带316之间设有

升降导柱317，在加工不同高度的组合烟花6时，可以方便地沿升降导柱317调节两者之间的

上下间距。上方或下方两个折纸导向板326之间的左右间距也可以通过调整其安装固定位

置进行调节，以适应左右宽度不同的组合烟花的加工。

[0051] 所述前后封装机构包括移动式横向施胶器，以底招纸为例：移动式横向施胶器包

括横向涂胶气缸328驱动左右往复运动的涂胶嘴304，对两个组合烟花6的前后间距区(图7

所示的h-h区域，下同)的底招纸300进行施胶。顶招纸301的横向施胶与之类似，不再赘述。

[0052] 所述前后封装机构还包括上下对称设置的上辊压器319和下辊压器323，下辊压器

323设置在底传送带306与副传送带501之间，上辊压器319设置在顶传送带316的末端，上辊

压器319旁设有组合烟花6的压紧器，压紧器包括压紧气缸320驱动的压紧板322。

[0053] 通过折纸导向板326后，顶招纸301、底招纸300及其组合烟花6继续同步向前运动；

当第一个组合烟花6运动到副传送带501上、第二个组合烟花6位于底传送带306上、两个组

合烟花6的前后间距区对应上辊压器319和下辊压器323之间的位置时，顶、底传送带暂停

(此时移动式横向施胶器对顶招纸301和底招纸300的前后间距区进行施胶)，压紧气缸320

驱动的压紧板322动作压住第一个组合烟花6及其顶招纸301，此时第二个组合烟花6及其对

应的顶、底招纸仍然嵌在底传送带306和顶传送带316之间；此时上辊压器319和下辊压器

323动作：

[0054] 所述下辊压器323包括升降下支架329，升降下支架329上装置朝向底招纸300的下

切纸刀325，下切纸刀325下方装置前封下辊331和后封下辊330。

[0055] 为了保证设备的兼容性，能够对产品尺寸较小的组合烟花进行加工，需要尽量缩

小底传送带306和副传送带501之间的间隔区，确保小组合烟花6也能够顺利通过该间隔区。

同时有效减少招纸的耗用量。本例中(参见图9、10)，所述下辊压器323左右两侧设有变向导

槽332，变向导槽332的槽宽由下至上逐渐扩大。前封下辊331和后封下辊330的两端转轴337

穿过升降下支架329上的长圆孔336，转轴337的端部通过轴承334装置在变向导槽332内。前

封下辊331和后封下辊330上下分布；扭簧335的一个扭臂作用于前封下辊331上朝前方推动

辊体，另一个扭臂作用于后封下辊330上朝后方推动辊体。

[0056] 备用状态下，下降位于所述间隔区内的前封下辊331和后封下辊330受变向导槽

332的约束呈上下并列状态，使得间隔区的距离可以实现最小化，扭簧335被压缩形变。

[0057] 工作时，辊压气缸333推动升降下支架329上升，位于前后间距区中线位置的下切

纸刀325朝向底招纸300上升运动并切断底招纸300；随之上升的前封下辊331和后封下辊

330这两辊体离开间隔区，随着变向导槽332的槽宽扩大，失去约束的扭簧335推动前封下辊

331沿长圆孔336朝前方位移，使得前封下辊331的辊面贴合并压在第一个组合烟花6的后侧

面滚动上升，将底招纸300断口的前半部分黏贴到第一个组合烟花6的后侧面下部；

[0058] 扭簧335同时推动后封下辊330沿长圆孔336朝后方位移，使得后封下辊330将底招

纸300断口的后半部分黏贴到第二个组合烟花6的前侧面下部；

[0059] 然后升降下支架329下降复位到备用状态。

[0060] 上辊压器319的升降上支架下降，上切纸刀朝向顶招纸301下降运动并切断顶招纸

301，随后，滚动下降的前封上辊将顶招纸301断口的前半部分黏贴到第一个组合烟花的后

侧面上部，滚动下降的后封下辊将底招纸301断口的后半部分黏贴到第二个组合烟花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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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面上部。由于上辊压器319和下辊压器323的结构相同，只是两者上下对称设置，其结构及

其动作流程不再详述。

[0061] 上辊压器319和下辊压器323一般是同时动作以提高效率。但是某些小规格产品的

高度不够，同时动作可能导致两辊压器的切刀碰撞，这种情况下也可以错时先后动作。

[0062] 从以上说明可以看出，不考虑对产品尺寸较小的组合烟花进行加工的情况下，在

其他的实施例中，上辊压器和下辊压器也可以不采用上述结构。例如：

[0063] 所述前封下辊、后封下辊、前封上辊和后封上辊在升降过程不发生前后方向的位

置变化，各个辊体具有橡胶、塑料、海绵等弹性材质构成的弹性辊面或弹性辊体。辊面与组

合烟花侧面的前后配合关系可以采用过渡配合或过盈配合，使得上升或下降过程中辊面基

于弹性贴合并压在组合烟花的前侧面或后侧面上并形成滚动。

[0064] 由上可知，所述顶招和底招包覆单元3能够自动完成组合烟花产品的顶招和底招

包装加工；动作简单，工作可靠，效率较高，能够适合各种规格的组合烟花的包装工作。

[0065] 在顶招和底招包覆单元3完成顶、底招包覆的组合烟花6被副传送带501送到围招

包裹单元5。围招包裹单元5即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组合烟花围招的自动包裹装置。

[0066] 围招包裹单元5包括将组合烟花6输送到旋转下托板551上的副传送带501，副传送

带501由两条传送带组成，旋转下托板551置于两条传送带之间。副传送带501输送的组合烟

花6由可升降的限位块502定位在旋转下托板551上的准确位置。限位块502装置在限位基座

541的安装孔内，升降气缸557通过升降轴552及齿轮组带动限位基座541上下摆动实现限位

块502的升降运动。限位基座541上设有前后分布的若干安装孔，限位块502安装在不同的安

装孔内即可实现沿前后方向调节位置。

[0067] 围招包裹单元5的旋转工作部由下列组件构成：

[0068] 旋转下托板551上方对应设置旋转上压板550，旋转上压板550通过上夹紧臂548和

高度调节定位圈549连接夹紧气缸546和夹紧导轨547实现升降运动；旋转下托板551通过下

夹紧臂545连接夹紧导轨547，旋转下托板551还连接上升气缸556，进行升降运动。本例中，

旋转上压板550下降夹紧两者之间的组合烟花6；旋转下托板551再带动组合烟花6和旋转上

压板550整体上升，上升到高出副传送带501的位置后，旋转下托板551的旋转轴555连接的

旋转电机554动作，带动旋转下托板551主动旋转，组合烟花6和旋转上压板550被动旋转。

[0069] 所述旋转工作部整体装置在基板544上，基板544固接调节滑块543，调节滑块543

装置在调节导轨542上，从而可以沿前后方向调节转动工作部的位置。

[0070] 可前后调节位置的基板544、可沿前后方向调节位置的限位板502、高度调节定位

圈549，使得设备可以方便地前后方向和高度方向的工作尺寸，以适应不同规格的组合烟花

的需要。

[0071] 围招包裹单元5还包括围招纸卷、牵引辊组、裁切机构、打胶机构、围招输送带、招

纸贴合辊等组件：

[0072] 围招纸卷装置在卷放轴525和卷托盘526上。

[0073] 主动辊508和从动辊511构成夹持驱动围招纸512的牵引辊组，牵引辊组间歇运行。

[0074] 裁切机构按照设定长度裁切围招纸512，打胶机构沿围招纸512的宽度方向、对围

招纸512裁切断口区域进行施胶。所述裁切机构采用色标传感器509进行定位裁切，色标传

感器509监测到围招纸512上的某个特定图案时发出信号控制夹持辊组和围标输送带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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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切机构进行裁切，打胶机构进行施胶。

[0075] 如图14，本例中，所述裁切机构的切刀539和打胶机构的涂胶嘴538集成在涂切滑

块536上，涂切滑块536上设有驱动切刀539和涂胶嘴538朝向围招纸512伸出/缩回的伸出气

缸513。涂切气缸527驱动涂切滑块536沿涂切导轨534在围招纸宽度方向上往复升降运动。

[0076] 主动辊508和从动辊511驱动围招纸512穿过切刀托板510和切刀539之间，并根据

色标传感器509的信号暂停；切纸压臂516在切纸压臂气缸531的驱动下压住围招纸512使其

处于张紧状态；切刀539伸出并上升划断围招纸512；同时涂胶嘴538同步上升完成围招纸断

口两侧区域的涂胶；挡纸件——涂切挡纸栅533同步上升护住围招纸使其不致紊乱；然后，

切刀539和涂胶嘴538先缩回，等待断口后的围招纸512前端部通过涂切挡纸栅533进入固定

输送带517后被吸住，切刀539和涂胶嘴538、涂切挡纸栅533再下降复位；断口前的围招纸

512继续前行。一个动作同时完成裁切和施胶工作。

[0077] 本例中，所述围招输送带包括前后衔接的固定输送带517和摆动输送带518，固定

输送带517和摆动输送带518都设有真空吸附腔519，真空吸附腔519通过吸风辊筒521、吸风

口524、吸风管528连接真空发生机构。裁切后的围招纸512受吸附作用平铺于围招输送带

上。围招输送带与牵引辊组同步间歇运行。

[0078] 摆动输送带518以吸风辊筒轴522为铰接点铰接在固定输送带517的末端，摆动输

送带518的铰接端与固定输送带517衔接以连续输送围招纸512。

[0079] 摆动输送带气缸530通过摆动输送带齿轮轴523、摆动输送带齿轮529带动摆动输

送带518摆动。三个作用：一、摆动输送带518带动招纸贴合辊506靠拢组合烟花6，把围招纸

512的端部压合黏贴在组合烟花6上；二、在组合烟花6旋转过程中，摆动输送带气缸530提供

的压力起到类似于气弹簧的作用，形成弹性压力，使得招纸贴合辊506始终压合在组合烟花

6的侧壁上，不因为组合烟花6的旋转使两者脱离接触。(因为组合烟花旋转中，除了圆柱体

的组合烟花外，正方体、长方体、六边形等形状的组合烟花都在旋转中存在侧壁与中心的径

向尺寸变化)；三、摆动输送带518带动招纸贴合辊506离开组合烟花6复位，使得组合烟花6

和围招纸512的端部能够顺利到达预定工位。

[0080] 以30cm×30cm规格的正方形组合烟花为例，对应的围招纸的长度为1.2m+。这就要

求固定输送带517和摆动输送带518的总长度至少要有1.2m+，以避免旋转包裹时还需等待

送料及裁切。考虑设备运行的流畅性，上述总长度应满足1.2m+×2甚至1.2m+×3的要求，这

就导致设备占地较广，为此，本例中以摆动输送带518的铰接端为转折点，所述固定输送带

517和摆动输送带518折向设置，以缩小设备体积。

[0081] 招纸贴合辊506对应旋转下托板551上的组合烟花6设置，本例中所述招纸贴合辊

506具有弹性的辊面。如橡胶、塑料、海绵等弹性材质构成的辊面或整个辊体。在旋转下托板

551上的组合烟花6旋转过程中，弹性辊面贴合并压在组合烟花6的侧面并形成滚动。

[0082] 本例中，招纸贴合辊506设置在摆动输送带518的自由端，随着摆动输送带518的摆

动，招纸贴合辊506朝向旋转下托板551上的组合烟花6作往复运动。

[0083] 围招包裹单元5的整体工作流程总结如下：

[0084] 旋转下托板551和旋转上压板550夹紧两者之间的组合烟花6；围招纸卷开卷引出

的围招纸512通过牵引辊组牵引到围招输送带上；在牵引辊组和围招输送带的运行间歇期，

裁切机构动作裁切围招纸512，打胶机构动作进行施胶；在牵引辊组和围招输送带的共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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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下围招纸512向前运动，在围招纸512的前端头被输送到招纸贴合辊506上时，招纸贴合辊

506朝向组合烟花6运动，将已施胶的围招纸512的前端头压合黏贴在组合烟花6的侧壁；随

着旋转下托板551的旋转，按设定长度裁切下来的围招纸512包裹在组合烟花6侧壁四周；招

纸贴合辊506将已施胶的围招纸512的后端头压合黏贴在前端头上实现搭合。即完成一个组

合烟花的围招纸包装。

[0085] 围招包裹单元5能够确保围招纸在裁切前后的运行状况都处于精准可控状态，可

靠地自动实现围招纸的旋转包裹，并确保包裹质量符合要求；装置动作精简，配合流畅，结

构相对简单，工作高效；能够适合各种规格的组合烟花的包装工作。

[0086] 在其他实施例中，招纸贴合辊也可以不设置在摆动输送带的自由端，而是独立设

置在靠近摆动输送带自由端的位置，由其他驱动机构驱动向组合烟花作往复运动，同样可

以实现其功能作用。但是工作可靠性较本例有下降的可能。

[0087] 上述的实现方式仅是为了清楚的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

做出任何限制。本发明在本技术领域具有公知的多种替代或者变形，在不脱离本发明实质

意义的前提下，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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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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