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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真空保鲜袋包装生产方法

及其设备，其生产方法步骤主要包括薄膜热压粘

合、纵封装置热封合部位、热合烫压成型、纵封冷

却、多组冷却处理、切除废边等。本发明有益效果

为：通过设置横封总成机构与纵封总成机构，可

有效提升真空包装工艺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

本、产品质量稳定，同时也有利于实现具备拉链

头成型工艺；适用于所有具有拉链的真空袋，扩

展了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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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真空保鲜袋包装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的生产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

由制袋机多个基材放卷装置，将塑料薄膜、压纹  PE  膜或多层共挤压纹膜、塑胶密封骨条从

多个进料口传送进制袋机  ；塑料薄膜放卷基材经过  K  形支架时分切成两片膜，向上传动

导辊和向下传动导辊绕过并列双边摆杆后，使上下两片膜重合，即当薄膜经过上传动导辊

时由光电单元控制完成定位冲孔，冲好孔后在两片膜重合之前辅助加装自动贴标机在冲孔

位置完成自动粘贴排气贴阀  ；当两片膜重合后，进入拉链总成装置加工，同时，塑胶密封骨

条与压纹  PE  膜也通过定位传送装置送入两片膜的中间，通过拉链总成装置的加热烫压使

拉链与压纹  PE  膜和上下薄膜热压粘合，压纹  PE  膜放入两片膜中间可使该袋在抽真空

时，空气能自由顺畅的自压纹  PE  膜的缝隙通过排气贴阀完成真空状态  ；此外，该压纹  PE 

膜可加入上下两层膜的中间，  也可使用多层共挤压纹膜直接与塑料薄膜热合  ；当拉链与

压纹PE  膜或多层共挤压纹膜和塑料薄膜热合后，即进入冷却装置使热合部位冷却成型  ；

然后，通过第三牵引辊使膜进入纵封总成装置，在该装置的热合部位使袋的底部或顶部完

成热合烫压成型使其热合部位达到完全密封，该纵封部位的热合通过光电单元使烫压部位

达到精准效果，根据不同需求在纵封部位完成自立袋的底部热封合及各种异形模具使袋内

的热封直角改为圆角  ；同时，自立拉链真空袋的生产在该纵封装置进行定位封合，其原理

主要是将经过步骤  (4) 处理后的塑料薄膜经过对折后放入定位封合模具的上下两片膜中

间，经过第三牵引辊后由一个定位稳定装置使塑料薄膜按指定位置进入纵封装置热封合  ；

当纵封装置热封合部位完成后，即进入纵封冷却装置，采用冷却水循环使冷却模具压合定

型  ；完成纵封装置的功能后，由第二牵引辊使纵封冷却后的塑料薄膜进入横封总成装置，

当膜进入第一组横封烫刀组时，由拉链成型模具在该烫刀组完成预热初压，该组的作用是

将塑料薄膜与拉链进行加热软化初步烫压  ；然后，经过横封总成装置的第二组横封烫刀

组，该组所使用的温度比第一组略低，  但压力要比第一组稍大，使拉链热合基本成型  ；在

横封总成的拉链热合烫刀组之间加装多组拉链骨条定位轮并可作多方向的微调，以确保拉

链定型时不会产生明显偏位  ；然后，进入横封总成装置的第三组为冷却装置，该冷却装置

的模具与冷却模具的凹槽部位  ；采用拉链烫压和冷却模具，该模具按上下分为三套，第一

套在第一组横封热合时，  将拉链与经过步骤  (8) 处理的塑料薄膜加热软化基本成型  ；第

二组热合时，通过上下模具的溶胶凹槽使热溶的拉链和塑料薄膜挤入凹槽内，然后经过冷

却上下模的凹槽使热溶的胶成型并保持光滑  ；此外，为将袋内的真空效果达到更理想状

态，在拉链头成型位置将模具调整成可热封成圆弧形以避免袋内直角位置出现真空死角  ；

拉链热封冷却成型后再进入横封总成装置的第四组为烫刀组，通过该组烫刀使袋的两边达

到初步热溶软化定型  ；然后，进入横封总成装置的第五组为烫刀组，与步骤  (8)  原理相

同，完成袋两边的热合成型  ；再进入横封总成装置的第六组为冷却装置以达封边效果  ；以

上步骤中所有装置的烫刀组和冷却组上下都增加微调装置，可前后左右作细小调整以确保

产品的精度  ；经过带有四组烫刀组与两组冷却装置的横封总成热合冷却后，进入冲孔和冲

角以及切除废边的工序  ；最后，完成切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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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真空保鲜袋包装生产方法及其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真空保鲜袋生产装置，尤其涉及一种真空保鲜袋包装生产方法及其设

备。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以及对生活质量要求的不断提升，真空包装在人们

的生活中已不可或缺，它是包装技术纵向延伸的一个典型领域，起着无可取代的作用。真空

袋一般是将包装容器内的空气全部抽出密封，维持袋内处于高度减压状态，空气稀少相当

于低氧效果，使微生物没有生存条件，以达到果品新鲜、无病腐发生的目的。目前所应用的

有塑料袋内真空包装、铝箔包装、玻璃器皿包装等，可根据物品种类选择包装材料。以往的

真空包装产品都是一次性的真空包装，不能达到重复使用。因此，针对以上方面，现有真空

保鲜包装的生产设备与生产技术均不够合理，生产效率较为低下、浪费了较多的生产成本、

产品质量较差，需要对现有技术进行合理的更新。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以上缺陷，本发明提供一种有利于流畅的成型生产、可节约成本、产品质量稳

定、适用范围较广的真空保鲜袋包装生产方法及其设备，以解决现有技术的诸多不足。为实

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

一种真空保鲜袋包装生产方法，其中的生产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

  (1) 由制袋机多个基材放卷装置，将塑料薄膜、压纹  PE  膜或多层共挤压纹膜、塑胶

密封骨条从多个进料口传送进制袋机  ；

  (2) 塑料薄膜放卷基材经过  K 形支架时分切成两片膜，向上传动导辊和向下传动导

辊绕过并列双边摆杆后，使上下两片膜重合，即当薄膜经过上传动导辊时由光电单元控制

完成定位冲孔，冲好孔后在两片膜重合之前辅助加装自动贴标机在冲孔位置完成自动粘贴

排气贴阀  ；

  (3)  当两片膜重合后，进入拉链总成装置加工，同时，塑胶密封骨条与压纹  PE  膜也

通过定位传送装置送入两片膜的中间，通过拉链总成装置的加热烫压使拉链与压纹  PE  膜

和上下薄膜热压粘合，压纹  PE  膜放入两片膜中间可使该袋在抽真空时，空气能自由顺畅

的自压纹PE  膜的缝隙通过排气贴阀完成真空状态  ；此外，该压纹PE  膜可加入上下两层膜

的中间，也可使用多层共挤压纹膜直接与塑料薄膜热合  ；

  (4) 当拉链与压纹PE  膜或多层共挤压纹膜和塑料薄膜热合后，即进入冷却装置使热

合部位冷却成型  ；

  (5)  然后，通过第三牵引辊使膜进入纵封总成装置，在该装置的热合部位使袋的底部

或顶部完成热合烫压成型使其热合部位达到完全密封，该纵封部位的热合通过光电单元使

烫压部位达到精准效果，根据不同需求在纵封部位完成自立袋的底部热封合及各种异形模

具使袋内的热封直角改为圆角  ；同时，自立拉链真空袋的生产在该纵封装置进行定位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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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其原理主要是将经过步骤  (4)  处理后的塑料薄膜经过对折后放入定位封合模具的上

下两片膜中间，经过第三牵引辊后由一个定位稳定装置使塑料薄膜按指定位置进入纵封装

置热封合  ；

  (6) 当纵封装置热封合部位完成后，即进入纵封冷却装置，采用冷却水循环使冷却模

具压合定型  ；

  (7)  完成纵封装置的功能后，由第二牵引辊使纵封冷却后的塑料薄膜进入横封总成

装置，当膜进入第一组横封烫刀组时，由拉链成型模具在该烫刀组完成预热初压，该组的作

用是将塑料薄膜与拉链进行加热软化初步烫压  ；

  (8)  然后，经过横封总成装置的第二组横封烫刀组，该组所使用的温度比第一组略

低，但压力要比第一组稍大，使拉链热合基本成型  ；在横封总成的拉链热合烫刀组之间加

装多组拉链骨条定位轮并可作多方向的微调，以确保拉链定型时不会产生明显偏位  ；

(9)  然后，进入横封总成装置的第三组为冷却装置，该冷却装置的模具与冷却模具的

凹槽部位  ；采用拉链烫压和冷却模具，该模具按上下分为三套，第一套在第一组横封热合

时，将拉链与经过步骤  (8) 处理的塑料薄膜加热软化基本成型  ；第二组热合时，通过上下

模具的溶胶凹槽使热溶的拉链和塑料薄膜挤入凹槽内，然后经过冷却上下模的凹槽使热溶

的胶成型并保持光滑  ；此外，为将袋内的真空效果达到更理想状态，在拉链头成型位置将

模具调整成可热封成圆弧形以避免袋内直角位置出现真空死角  ；

  (10) 拉链热封冷却成型后再进入横封总成装置的第四组为烫刀组，通过该组烫刀使

袋的两边达到初步热溶软化定型  ；

  (11)  然后，进入横封总成装置的第五组为烫刀组，与步骤  (8)  原理相同，完成袋两

边的热合成型  ；

  (12)  再进入横封总成装置的第六组为冷却装置以达封边效果  ；以上步骤中所有装

置的烫刀组和冷却组上下都增加微调装置，可前后左右作细小调整以确保产品的精度；

(13)  经过带有四组烫刀组与两组冷却装置的横封总成热合冷却后，进入冲孔和冲角

以及切除废边的工序  ；

(14) 最后，完成切袋工作。

[0004] 其中的生产设备包括工作台面，所述工作台面起始端设置有由牵引机构一、光电

单元一、横封总成机构组成的横封子系统，所述横封总成机构另一侧安装纵封总成机构  ；

所述纵封总成机构台面后侧安装拉链总成，所述拉链总成后侧依次安装并列式双边摆杆、

双立袋冲孔机构。所述横封总成机构与纵封总成机构之间设有牵引机构二，所述拉链总成

两侧分别安装牵引机构三、光电单元三。

[0005] 本发明所述的真空保鲜袋包装生产方法及其设备的有益效果为  ：可有效提升真

空包装工艺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产品质量稳定，同时也有利于实现具备拉链头成型

工艺  ；适用于所有具有拉链的真空袋，扩展了适用范围。

附图说明

[0006] 下面根据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07] 图  1 是本发明实施例所述真空保鲜袋包装生产方法及其设备结构示意图。

[0008] 图中  ：1、工作台面  ；2、牵引机构一  ；3、光电单元一  ；4、横封总成机构  ；5、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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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二  ；6、纵封总成机构  ；7、光电单元二  ；8、牵引机构三  ；9、拉链总成  ；10、光电单元三 

；11、并列式双边摆杆  ；12、双立袋冲孔机构  ；13、放料总成。

具体实施方式

[0009] 本发明实施例所述的真空保鲜袋包装生产方法及其设备，其中的生产方法主要包

括以下步骤  ：

(1) 由制袋机多个基材放卷装置将塑料薄膜、压纹  PE( 或多层共挤压纹膜  )、塑胶密

封骨条从多个进料口传送进制袋机  ；

(2)  塑料薄膜放卷基材经过  K  形支架时分切成两片膜，向上传动导辊和向下传动导

辊绕过并列双边摆杆后，使上下两片膜重合，即当薄膜经过上传动导辊时由光电单元控制

完成定位冲孔，冲好孔后在两片膜重合之前可辅助加装自动贴标机在冲孔位置完成自动粘

贴排气贴阀  ；

(3) 当两片膜重合后，进入拉链总成装置加工，同时，塑胶密封骨条与压纹膜也通过定

位传送装置送入两片膜的中间，通过拉链总成装置的加热烫压使拉链与网膜和上下薄膜热

压粘合  (  其中的拉链骨条可为一条或多条  )，网膜放入两片膜中间可使该袋在抽真空时，

空气能自由顺畅的自网格膜的缝隙通过排气贴阀完成真空状态  ；若不加入网格膜，该袋将

无法实现较好的真空效果，对袋内产品的保鲜作用将大大降低，该网格膜可加入上下两层

膜的中间，也可使用共挤压纹膜直接与复合膜或共挤膜热合，同样能起到较好的真空作用；

(4)  当拉链与网膜和复合膜热合后，即进入冷却装置使热合部位冷却成型，确保包装

袋的拉链和网膜热合位置达到完全密封和外观的平整性  ；

(5)  然后，通过第三牵引辊使膜进入纵封总成装置，在该装置的热合部位使袋的底部

或顶部完成热合烫压成型使其热合部位达到完全密封，该纵封部位的热合通过光电单元 

使烫压部位达到精准效果，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还可以在纵封部位完成自立袋的底部热封

合及各种异形模具使袋内的热封直角改为圆角，避免抽真空时不出现真空死角，同时使真

空效果更为理想  ；与此同时，自立拉链真空袋的生产可在该纵封装置进行定位封合原理

是：  将一片单面热封的膜经过对折后放入上下两片膜中间，经过第三牵引辊后由一个对折

膜定 位稳定装置使对折膜按指定位置进入纵封装置热封合  ；

  (6) 当纵封装置热封合部位完成后，即进入纵封冷却装置，采用冷却水循环使冷却模

具压合定型  ；

  (7)  完成纵封装置的功能后，由第二牵引辊使膜进入横封总成装置，当膜进入第一组

横封烫刀组时，由拉链成型模具在该烫刀组完成预热初压，该组的作用是将膜与拉链进行

加热软化初步烫压  ；

(8)  然后，经过第二组烫刀，该组所使用的温度比第一组略低，但压力要比第一组稍

大，使拉链热合基本成型  ；

  (9)  然后，进入第三组冷却装置，该冷却装置的模具与热封模具的凹槽部位为确保该

处热合的拉链两头能达到完全密封的效果，采用拉链烫压和冷却模具，该模具按上下分为

三套，第一套在第一组横封热合时，将拉链与膜加热软化基本成型  ；第二组热合时，通过上

下模具的溶胶凹槽使热溶的拉链和膜挤入凹槽内  ；然后经过冷却上下模的凹槽使热溶的

胶成型并保持光滑，从而达到拉链完全密封的作用  ；此外，为将袋内的真空效果达到更理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10406170 A

5



想状态，可在拉链头成型位置将模具调整成可热封成圆弧形，以避免袋内直角位置出现真

空死角  ；

(10)  拉链热封冷却成型后再进入第四组烫刀，通过该组烫刀使袋的两边达到初步热

溶软化定型  ；

(11)  然后，进入第五组烫刀，与步骤  (8)  原理相同，完成袋两边的热合成型  ；

(12) 再进入第六组的冷却装置，达到封边效果  ；

(13) 经过横封总成的两套热合冷却后，该真空保鲜袋的密封已完成，然后进入冲孔和

冲角以及切除废边的工序，此工序可使袋外观更加美观实用，并可根据用户的需要作不同

的提手冲孔和各种外观的改善  ；

(14)  最后，经过第一牵引辊完成切袋工作，在此切刀部位可使用伺服双切刀将圆角倒

刺排除，以达到最好的美观效果。

[0010] 如图  1  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所述的真空保鲜袋包装生产方法及其设备，包括工作

台面  1、若干牵引机构、若干光电单元、拉链总成  9，所述工作台面  1  起始端设置有由牵引

机构一  2、光电单元一  3、横封总成机构  4 组成的横封子系统，其中的横封总成机构  4  位

置设置于牵引机构一  2  与光电单元一  3  之后  ；所述横封总成机构  4  另一侧安装纵封总

成机构  6 并且两个总成机构之间设有牵引机构二  5，其中的纵封总成机构  6  输出端设置

光电单元二  7  ；

所述纵封总成机构6  对应的流水线台面后侧安装拉链总成9，位于拉链总成9  两侧分

别安装牵引机构三  8、光电单元三  10  ；所述拉链总成  9  后侧依次安装并列式双边摆杆 

11、双立袋冲孔机构  12 并且位于整个台面末端设置有放料总成  13。

[0011] 以上实施例是本发明较优选具体实施方式的一种，本领域技术人员在本技术方案

范围内进行的通常变化和替换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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