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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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525867.1

(22)申请日 2019.06.18

(71)申请人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地址 223005 江苏省淮安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枚乘路3号

(72)发明人 汪东明　施海凤　费孝涛　李春梅　

刘大诚　

(74)专利代理机构 淮安市科文知识产权事务所 

32223

代理人 谢观素

(51)Int.Cl.

B65H 16/08(2006.01)

B65H 26/00(2006.01)

B65H 23/26(2006.01)

B65H 20/34(2006.01)

B65H 16/02(2006.01)

B65H 20/02(2006.01)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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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微牵伸自动柔性放卷装

置及其放料方法，包括矩形组合机架，以及设于

矩形组合机架上的物料辊、主动辊、从动辊、托料

辊、随动辊、出料辊及控制器；所述主动辊的动力

输入端连接第一驱动装置；所述出料辊的动力输

入端连接第二驱动装置；还包括U型限位架，物料

辊两端的辊轴位于第一检测传感器上方；由控制

器根据第一检测传感器和第二检测传感器的检

测结果，控制第一驱动装置、第二驱动装置和气

缸，将主动辊上轻质柔性薄膜经过主动辊、从动

辊、托料辊、随动辊、出料辊，在微牵伸状态下被

自动柔性放出。本发明可向后续的不同加工系统

提供微牵伸的轻质柔性薄膜，从而能显著提高轻

质薄膜自动放卷的质量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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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微牵伸自动放卷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矩形组合机架(1)，以及设于矩形组合

机架(1)上的物料辊(2)、主动辊(3)、从动辊(4)、托料辊(5)、随动辊(6)、出料辊(7)及控制

器；

所述矩形组合机架(1)为上下两层，上层与下层之间沿着矩形组合机架(1)长边方向设

有 型中间横向隔梁(101)，下层在中间横向隔梁(101)的底端侧部设有两根第一纵向

横梁(102)，上层在中间横向隔梁(101)的顶端侧部设有与第一纵向横梁(102)反向设置的

两根第二纵向横梁(103)，矩形组合机架(1)接近于第二纵向横梁(103)的端面上设有两根

立梁(105)；

所述主动辊(3)与从动辊(4)转动连接于第一纵向横梁(102)之间，主动辊(3)的动力输

入端连接第一驱动装置(302)，第一驱动装置(302)固定连接于第一纵向横梁(102)上；

所述物料辊(2)置于主动辊(3)和从动辊(4)的上方，且物料辊(2)外圆与主动辊(3)和

从动辊(4)的外圆均相切；

所述托料辊(5)转动连接于中间横向隔梁(101)的上部，第二纵向横梁(103)的底部固

定连接有升降机构；所述升降机构的底端向下层延伸，且随动辊(6)转动连接于升降机构的

底端；

所述出料辊(7)转动连接于两根立梁(105)之间的上部，出料辊(7)的动力输入端连接

第二驱动装置(702)，且第二驱动装置(702)固定连接在立梁(105)上；

还包括U型限位架(201)，所述U型限位架(201)对称的固定连接于第一纵向横梁(102)

上，物料辊(2)两端的辊轴(203)位于U型限位架(201)的开口处，且U型限位架(201)开口处

底部上端面固定连接有第一检测传感器(202)；

所述第一驱动装置(302)、第二驱动装置(702)及第一检测传感器(202)均通过导线与

控制器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牵伸自动柔性放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动辊(3)和

从动辊(4)两端分别通过第一轴承座(301)固定连接于第一纵向横梁(102)上，主动辊(3)与

从动辊(4)之间通过第一传动机构(303)传动连接，U型限位架(201)位于支撑主动辊(3)和

从动辊(4)的第一轴承座(301)之间；所述托料辊(5)通过第二轴承座(501)固定连接于中间

横向隔梁(101)上，且第二轴承座(501)位于中间横向隔梁(101)接近于第二纵向横梁(103)

这个端面上；所述出料辊(7)的两端通过第四轴承座(701)固定连接于两根立梁(105)上。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微牵伸自动柔性放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从动辊(4)的

一端固定连接有改向主动轮(401)，改向从动轮(402)通过第五轴承座(404)固定连接于第

一纵向横梁(102)上，改向从动轮(402)抵接于改向主动轮(401)以随着改向主动轮(401)转

动，且改向从动轮(402)通过第二传动机构(403)传动连接于托料辊(5)。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微牵伸自动柔性放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机构包括

两个气缸(603)和固定连接于气缸(603)活塞杆上安装块(602)，气缸(603)固定连接于第二

纵向横梁(103)的底部，随动辊(6)的两端通过第三轴承座(601)固定连接于两个安装块

(602)的底部，随动辊(6)下方的矩形组合机架(1)下层固定连接有横向横梁(104)，横向横

梁(104)上固定连接有第二检测传感器(605)，且第二检测传感器(605)通过导线与控制器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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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微牵伸自动柔性放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气缸(603)的

两侧设有导向杆(604)，所述导向杆(604)一端与安装块(602)固定连接，另一端穿过并滑动

连接于第二纵向横梁(103)。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微牵伸自动柔性放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传动机构

(303)与第二传动机构(403)均为同步带传动结构，且第一传动机构(303)两端的同步轮a

(304)结构参数相同，第二传动机构(403)两端的同步轮b(405)结构参数相同。

7.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微牵伸自动柔性放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改向主动轮

(401)与改向从动轮(402)结构参数相同。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牵伸自动柔性放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动辊(3)、从

动辊(4)及托料辊(5)的工作段外圆直径尺寸相同。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牵伸自动柔性放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驱动装置

(302)与第二驱动装置(702)均为步进电机。

10.一种使用如权利要求1-9中任一项所述的微牵伸自动柔性放卷装置实现微牵伸自

动柔性放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1：放料前，由人工将物料辊(2)上轻质柔性薄膜(8)输出端，依次经过托料辊(5)、

随动辊(6)、出料辊(7)，并与后续的加工系统相连；

步骤2：放料时，由控制器根据第一检测传感器(202)和第二检测传感器(605)的检测结

果，控制第一驱动装置(302)、第二驱动装置(702)和气缸(603)，将主动辊(3)上轻质柔性薄

膜(8)经过主动辊(3)、从动辊(4)、托料辊(5)、随动辊(6)、出料辊(7)，在微牵伸状态下被自

动柔性放出，具体实施步骤包括：

A、物料辊(2)上的轻质柔性薄膜(8)放完时，第一检测传感器(202)可检测到物料辊(2)

的辊轴(203)，则判断物料辊(2)上无料；无料时，第一检测传感器(202)将信号反馈给控制

器，控制器发出信号使第一驱动装置(302)和第一驱动装置(302)停止转动，不再向后续加

工系统放料；有料时，第一检测传感器(202)将信号反馈给控制器，控制器向第一驱动装置

(302)发出信号，第一驱动装置(302)驱动主动辊(3)转动，并通过第一同步带传动也带动从

动辊(4)转动，物料辊(2)在主动辊(3)和从动辊(4)共同带动下，其上轻质柔性薄膜(8)在微

牵伸状态与物料辊(2)发生分离；

B、托料辊(5)在改向主动轮(401)、改向从动轮(402)、第二同步带传动带动下，发生与

物料辊(2)同向转动，使轻质柔性薄膜(8)能以与物料辊(2)相同的放卷速度向后输出；

C、控制器向第二驱动装置(702)发出信号，使其驱动出料辊(7)与物料辊(2)同向转动，

利用第二驱动装置(702)与第一驱动装置(302)的不同转速，在随动辊(6)下方自适应形成

一个“V”字型悬垂段，第二检测传感器(605)检测到悬垂段的轻质柔性薄膜(8)，根据第二检

测传感器(605)反馈的检测结果，控制器分别调整第二驱动装置(702)、第一驱动装置(302)

的转速，使悬垂段深度保持在一个微牵伸允许范围内，同时驱动气缸(603)伸缩，在线调整

随动辊(6)与悬垂段相互位置，确保悬垂段的左右位置几乎不变，且随动辊(6)与悬垂段上

下之间无绷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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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微牵伸自动柔性放卷装置及其放料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新能源汽车制造辅助技术装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微牵伸自动柔

性放卷装置及其放料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新能源汽车是指采用非常规的车用燃料作为动力来源，综合车辆的动力控制和驱

动方面的先进技术，形成的技术原理先进、具有新技术、新结构的汽车。电动汽车是新能源

汽车的一种，其通过电池向电动机提供电能，驱动电动机运转，从而推动汽车行驶。电动汽

车大多采用锂电池作为储能动力源，锂离子电池与传统的电池相比较具有高比能量、快速

充放电、充放电循环寿命长、无记忆效应、自放电率低、安全性能好且对环境污染小等特性。

[0003] 随着环保、低碳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以及节能减排政策的推出，电动汽车越来越受

到人们青睐，新能源汽车在世界范围内正日益普及，如何保证锂电池蓄电性能且降低制造

成本，成为了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研究的热点。作为锂电池的重要组成部分，隔膜是一种高

技术壁垒、高附加值的材料，约占锂电池总成本的15％以上。由于隔膜是一种轻质超薄型材

料，其生产线若采用传统的自动放卷装置，在牵引放料时容易因牵引力过大，导致该轻质柔

性薄膜出现撕裂、褶皱等问题，这样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也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

本。

[0004] 因此，发明一种微牵伸自动柔性放卷装置及其放料方法显得很有必要。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微牵伸自动柔性放卷装置及其放料方法，由控制器根

据第一检测传感器和第二检测传感器的检测结果，控制第一驱动装置、第二驱动装置和气

缸，将主动辊上轻质柔性薄膜经过主动辊、从动辊、托料辊、随动辊、出料辊，在微牵伸状态

下被自动柔性放出，防止轻质柔性薄膜出现撕裂、褶皱等问题，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

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微牵伸自动放卷装置，包括矩形组合机架，以及设于矩形组合机架上的物料

辊、主动辊、从动辊、托料辊、随动辊、出料辊及控制器；所述矩形组合机架为上下两层，上层

与下层之间沿着矩形组合机架长边方向设有 型中间横向隔梁，下层在中间横向隔梁

的底端侧部设有两根第一纵向横梁，上层在中间横向隔梁的顶端侧部设有与第一纵向横梁

反向设置的两根第二纵向横梁，矩形组合机架接近于第二纵向横梁的端面上设有两根立

梁；所述主动辊与从动辊转动连接于第一纵向横梁之间，主动辊的动力输入端连接第一驱

动装置，第一驱动装置固定连接于第一纵向横梁上；所述物料辊置于主动辊和从动辊的上

方，且物料辊外圆与主动辊和从动辊的外圆均相切；所述托料辊转动连接于中间横向隔梁

的上部，第二纵向横梁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升降机构；所述升降机构的底端向下层延伸，且随

动辊转动连接于升降机构的底端；所述出料辊转动连接于两根立梁之间的上部，出料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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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输入端连接第二驱动装置，且第二驱动装置固定连接在立梁上；还包括U型限位架，所

述U型限位架对称的固定连接于第一纵向横梁上，物料辊两端的辊轴位于U型限位架的开口

处，且U型限位架开口处底部上端面固定连接有第一检测传感器；所述第一驱动装置、第二

驱动装置及第一检测传感器均通过导线与控制器连接。

[0008]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是，所述主动辊和从动辊两端分别通过第一轴承座固定

连接于第一纵向横梁上，主动辊与从动辊之间通过第一传动机构传动连接，U型限位架位于

支撑主动辊和从动辊的第一轴承座之间；所述托料辊通过第二轴承座固定连接于中间横向

隔梁上，且第二轴承座位于中间横向隔梁接近于第二纵向横梁这个端面上；所述出料辊的

两端通过第四轴承座固定连接于两根立梁上。

[0009]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是，所述从动辊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改向主动轮，改向从

动轮通过第五轴承座固定连接于第一纵向横梁上，改向从动轮抵接于改向主动轮以随着改

向主动轮转动，且改向从动轮通过第二传动机构传动连接于托料辊。

[0010]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是，所述升降机构包括两个气缸和固定连接于气缸活塞

杆上安装块，气缸固定连接于第二纵向横梁的底部，随动辊的两端通过第三轴承座固定连

接于两个安装块的底部，随动辊下方的矩形组合机架下层固定连接有横向横梁，横向横梁

上固定连接有第二检测传感器，且第二检测传感器通过导线与控制器连接。

[0011]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是，所述气缸的两侧设有导向杆，所述导向杆一端与安

装块固定连接，另一端穿过并滑动连接于第二纵向横梁。

[0012]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是，所述第一传动机构与第二传动机构均为同步带传动

结构，且第一传动机构两端的同步轮a结构参数相同，第二传动机构两端的同步轮b结构参

数相同。

[0013]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是，所述改向主动轮与改向从动轮结构参数相同。

[0014]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是，所述主动辊、从动辊及托料辊的工作段外圆直径尺

寸相同。

[0015] 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方案是，所述第一驱动装置与第二驱动装置均为步进电机。

[0016] 一种微牵伸自动柔性放料的方法，使用以上所述的微牵伸自动放卷装置，具体步

骤如下：

[0017] 步骤1：放料前，由人工将物料辊上轻质柔性薄膜输出端，依次经过托料辊、随动

辊、出料辊，并与后续的加工系统相连；

[0018] 步骤2：放料时，由控制器根据第一检测传感器和第二检测传感器的检测结果，控

制第一驱动装置、第二驱动装置和气缸，将主动辊上轻质柔性薄膜经过主动辊、从动辊、托

料辊、随动辊、出料辊，在微牵伸状态下被自动柔性放出，具体实施步骤包括：

[0019] A、物料辊上的轻质柔性薄膜放完时，第一检测传感器可检测到物料辊的辊轴，则

判断物料辊上无料；无料时，第一检测传感器将信号反馈给控制器，控制器发出信号使第一

驱动装置和第一驱动装置停止转动，不再向后续加工系统放料；有料时，第一检测传感器将

信号反馈给控制器，控制器向第一驱动装置发出信号，第一驱动装置驱动主动辊转动，并通

过第一同步带传动也带动从动辊转动，物料辊在主动辊和从动辊共同带动下，其上轻质柔

性薄膜在微牵伸状态与物料辊发生分离；

[0020] B、托料辊在改向主动轮、改向从动轮、第二同步带传动带动下，发生与物料辊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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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动，使轻质柔性薄膜能以与物料辊相同的放卷速度向后输出；

[0021] C、控制器向第二驱动装置发出信号，使其驱动出料辊与物料辊同向转动，利用第

二驱动装置与第一驱动装置的不同转速，在随动辊下方自适应形成一个“V”字型悬垂段，第

二检测传感器检测到悬垂段的轻质柔性薄膜，根据第二检测传感器反馈的检测结果，控制

器分别调整第二驱动装置、第一驱动装置的转速，使悬垂段深度保持在一个微牵伸允许范

围内，同时驱动气缸伸缩，在线调整随动辊与悬垂段相互位置，确保悬垂段的左右位置几乎

不变，且随动辊与悬垂段上下之间无绷紧。

[0022]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的有益效果：

[0023] 一、本发明的微牵伸自动柔性放卷装置及其放料方法，通过主动辊、从动辊与物料

辊的圆周啮合传动，在微牵伸状态下即可实现柔性主动放料；此外，通过第一检测传感器的

实时监控是否缺料，从而精确控制装置放卷速度以及第一驱动装置、第二驱动装置的启停，

防止轻质柔性薄膜出现撕裂、褶皱等问题，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0024] 二、本发明的微牵伸自动柔性放卷装置及其放料方法，托料辊在改向主动轮、改向

从动轮、第二同步带传动带动下，发生与物料辊同向转动，使轻质柔性薄膜能以与物料辊相

同的放卷速度向后输出，起到了逆向缓冲的作用，防止轻质柔性薄膜放料过快而损坏。

[0025] 三、本发明的微牵伸自动柔性放卷装置及其放料方法，通过托料辊、主动辊、从动

辊与物料辊之间的等线速运动，使轻质柔性薄膜在微牵伸状态下与物料辊发生分离；依据

第二检测传感器的检测结果，由随动辊在托料辊和出料辊间自适应形成一个轻质柔性薄膜

的悬垂段，便于出料辊向后续加工环节在微牵伸状态下出料。

[0026] 四、本发明的微牵伸自动柔性放卷装置及其放料方法，物料辊两端的辊轴位于U型

限位架的开口处，随着轻质柔性薄膜不断放送，辊轴逐渐向下移动并被固定在开口处底端

的第一检测传感器检测到，其结构简单、科学合理、且成本较低。

[0027] 五、本发明的微牵伸自动柔性放卷装置及其放料方法，托料辊向后输出的动力来

自第一驱动装置，而不需要加装独立的驱动装置，节约了使用成本。

[0028] 六、本发明的微牵伸自动柔性放卷装置及其放料方法，气缸的两端加装了导向杆，

使得气缸伸缩时的稳固可靠，保证了随动辊工作的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为本发明的矩形组合机架结构示意图。

[0031] 图3为图1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0032] 图4为图1中D处的局部放大图。

[0033] 图5为图1中C处的局部放大图。

[0034] 图6为图1中B处的局部放大图。

[0035] 图中：1-矩形组合机架、101-中间横向隔梁、102-第一纵向横梁、103-第二纵向横

梁、104-横向横梁、105-立梁、2-物料辊、201-U型限位架、202-第一检测传感器、203-辊轴、

3-主动辊、301-第一轴承座、302-第一驱动装置、303-第一传动机构、304-同步带a、4-从动

辊、401-改向主动轮、402-改向从动轮、403-第二传动机构、404-第五轴承座、405-同步轮b、

5-托料辊、51-第二轴承座、6-随动辊、601-第三轴承座、602-安装块、603-气缸、604-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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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605-第二检测传感器、7-出料辊、701-第四轴承座、702-第二驱动装置、8-轻质柔性薄

膜。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应理解下述具体实施例仅用于

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在阅读了本发明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对发明的

各种等价形式的修改均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

[0037] 实施例1：如图1-6所示，一种微牵伸自动放卷装置，包括方钢管制的矩形组合机架

1，以及设于矩形组合机架1上的物料辊2、主动辊3、从动辊4、托料辊5、随动辊6、出料辊7及

控制器；所述矩形组合机架1为上下两层，上层与下层之间沿着矩形组合机架1长边方向焊

接有 型中间横向隔梁101，下层在中间横向隔梁101的底端侧部焊接有两根第一纵向

横梁102，上层在中间横向隔梁101的顶端侧部焊接有与第一纵向横梁102反向设置的两根

第二纵向横梁103，矩形组合机架1接近于第二纵向横梁103的端面上焊接有两根立梁105；

所述主动辊3与从动辊4转动连接于第一纵向横梁102之间，主动辊3的动力输入端连接第一

驱动装置302，第一驱动装置302通过螺栓连接于第一纵向横梁102上；所述物料辊2置于主

动辊3和从动辊4的上方，且物料辊2外圆与主动辊3和从动辊4的外圆均相切；所述托料辊5

转动连接于中间横向隔梁101的上部，第二纵向横梁103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升降机构；所述

升降机构的底端向下层延伸，且随动辊6转动连接于升降机构的底端；所述出料辊7转动连

接于两根立梁105之间的上部，出料辊7的动力输入端连接第二驱动装置702，且第二驱动装

置702通过螺栓固定连接在立梁105上；还包括U型限位架201，所述U型限位架201通过螺栓

对称的固定连接于第一纵向横梁102上，物料辊2两端的辊轴203位于U型限位架201的开口

处，且U型限位架201开口处底部上端面螺接有第一检测传感器202；所述第一驱动装置302、

第二驱动装置702及第一检测传感器202均通过导线与控制器连接，控制器通过导线连接电

源；在本实施例中，电源为220V室电。

[0038] 所述主动辊3和从动辊4两端分别通过第一轴承座301固定连接于第一纵向横梁

102上，主动辊3与从动辊4之间通过第一传动机构303传动连接，U型限位架201位于支撑主

动辊3和从动辊4的第一轴承座301之间；所述托料辊5通过第二轴承座501固定连接于中间

横向隔梁101上，且第二轴承座501位于中间横向隔梁101接近于第二纵向横梁103这个端面

上；所述出料辊7的两端通过第四轴承座701固定连接于两根立梁105上。

[0039] 所述从动辊4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改向主动轮401，改向从动轮402通过第五轴承座

404固定连接于第一纵向横梁102上，改向从动轮402抵接于改向主动轮401以随着改向主动

轮401转动，且改向从动轮402通过第二传动机构403传动连接于托料辊5；在本实施例中，改

向主动轮401与改向从动轮402的接触面为光滑面，为了便于改向主动轮401与改向从动轮

402之间的传动，两者的接触面也可设置成齿面并啮合传动；在本实施例中，改向主动轮401

与改向从动轮402结构参数相同。

[0040] 所述第一传动机构303与第二传动机构403均为同步带传动结构，且第一传动机构

303两端的同步轮a304结构参数相同，第二传动机构403两端的同步轮b405结构参数相同。

[0041] 所述升降机构包括两个气缸603和焊接或通过螺栓固定连接于气缸603活塞杆上

安装块602，气缸603通过螺栓固定连接于第二纵向横梁103的底部，随动辊6的两端通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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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轴承座601固定连接于两个安装块602的底部，随动辊6下方的矩形组合机架1下层焊接有

横向横梁104，横向横梁104上螺接有第二检测传感器605，且第二检测传感器605通过导线

与控制器连接；在本实施例中，气缸603通过管道与电磁阀连接，电磁阀通过管道与气源连

接，且电磁阀通过导线与控制器连接。

[0042] 所述气缸603的两侧设有导向杆604，所述导向杆604一端与安装块602焊接或通过

螺栓固定连接，另一端穿过并滑动连接于第二纵向横梁103。

[0043] 所述主动辊3、从动辊4及托料辊5的工作段外圆直径尺寸相同。

[0044] 所述第一驱动装置302与第二驱动装置702均为步进电机。

[0045] 实施例2：本实施例要求保护一种微牵伸自动柔性放料的方法，并使用实施例中所

述的一种微牵伸自动放卷装置，具体步骤如下：

[0046] 步骤1：放料前，由人工将物料辊2上轻质柔性薄膜8输出端，依次经过托料辊5、随

动辊6、出料辊7，并与后续的加工系统相连；

[0047] 步骤2：放料时，由控制器根据第一检测传感器202和第二检测传感器605的检测结

果，控制第一驱动装置302、第二驱动装置702和气缸603，将主动辊3上轻质柔性薄膜8经过

主动辊3、从动辊4、托料辊5、随动辊6、出料辊7，在微牵伸状态下被自动柔性放出，具体实施

步骤包括：

[0048] A、物料辊2上的轻质柔性薄膜8放完时，第一检测传感器202可检测到物料辊2的辊

轴203，则判断物料辊2上无料；无料时，第一检测传感器202将信号反馈给控制器，控制器发

出信号使第一驱动装置302和第一驱动装置302停止转动，不再向后续加工系统放料；有料

时，第一检测传感器202将信号反馈给控制器，控制器向第一驱动装置302发出信号，第一驱

动装置302驱动主动辊3转动，并通过第一同步带传动也带动从动辊4转动，物料辊2在主动

辊3和从动辊4共同带动下，其上轻质柔性薄膜8在微牵伸状态与物料辊2发生分离；

[0049] B、托料辊5在改向主动轮401、改向从动轮402、第二同步带传动带动下，发生与物

料辊2同向转动，使轻质柔性薄膜8能以与物料辊2相同的放卷速度向后输出；

[0050] C、控制器向第二驱动装置702发出信号，使其驱动出料辊7与物料辊2同向转动，利

用第二驱动装置702与第一驱动装置302的不同转速，在随动辊6下方自适应形成一个“V”字

型悬垂段，第二检测传感器605检测到悬垂段的轻质柔性薄膜8时，则表示悬垂段过于松懈，

根据第二检测传感器605反馈的检测结果，控制器分别调整第二驱动装置702、第一驱动装

置302的转速，使悬垂段深度保持在一个微牵伸允许范围内，同时驱动气缸603伸缩，在线调

整随动辊6与悬垂段相互位置，确保悬垂段的左右位置几乎不变，且随动辊6与悬垂段上下

之间无绷紧。

[0051] 在本实施例中，第一检测传感器202采用激光测距传感器或超声波测距传感器，第

二检测传感器605采用超声波测距传感器，控制器采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即可实现上述功

能；本技术方案所采用的激光测距传感器、超声波测距传感器及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均为本

领域常规的设备，本实施例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并未对其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进，此处不

作赘述。

[0052] 值得注意的是，本发明不仅限于锂电池隔膜的放料，也可用于其它易撕裂薄膜的

生产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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