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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网眼袋安全防火切割装置，包括袋辊、

延展台、延展辊、传输台、防火切割箱、滑道和收

集箱；其中，袋辊上缠绕网眼袋，网眼袋通过延展

台连接至传输台的前端；防火切割箱设置于传输

台上，传输台尾端连接滑道的一端，滑道的另一

端连接收集箱。发明解决了网眼袋切割时存在着

的安全隐患的问题，通过防火切割箱内的灭火器

进行灭火保护，并且采用双重探测装置，避免误

报警而错误启动灭火器造成工艺的停滞并造成

灭火剂的浪费；本发明采用延展台和延展辊的配

合，对进入切割之前的网眼袋进行平整操作，提

高切割的效率和产品的美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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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网眼袋安全防火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袋辊、延展台、延展辊、传输台、防火

切割箱、滑道和收集箱；其中，袋辊上缠绕网眼袋，网眼袋通过延展台连接至传输台的前端；

防火切割箱设置于传输台上，传输台尾端连接滑道的一端，滑道的另一端连接收集箱；并

且，

传输台包括主动轮、从动轮、拉紧轮、输送主动轮和挤压轮，所述主动轮、从动轮位于传

输台的两端；输送主动轮和挤压轮相对地设置于传输台的左侧网眼袋的进入端，网眼袋从

输送主动轮和挤压轮中经过，经挤压后再传输至防火切割箱；

防火切割箱包括箱体、固定架、刀头、感光传感器、灭火器、喷头、警铃、感烟传感器和凹

槽，凹槽设置在传输台上，刀头与间隙配合，刀头设置于固定架上，固定架固定设置在箱体

顶壁；感光传感器设置于箱体顶壁并与设置在箱体侧壁的灭火器连接，喷头设置于灭火器

上并正对凹槽；箱体顶壁还设有排烟口，排烟口内壁设有感烟传感器，感烟传感器与设置于

箱体外壁的警铃连接；箱体外壁还何设有百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网眼袋安全防火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延展辊与延

展台紧密贴合，延展辊由紧致密布的毛刷包裹，延展辊的转动方向与网眼袋的传递方向相

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网眼袋安全防火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百叶为双层

百叶，并且，所述双层百叶互相垂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网眼袋安全防火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灭火器采用

预制灭火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网眼袋安全防火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灭火器的灭

火剂采用二氧化碳、氮气、IG、七氟丙烷其中的一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网眼袋安全防火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排烟口通过

排烟管道连接过滤器，过滤器连接风机。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网眼袋安全防火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排烟口与过

滤器之间的排烟管道上设有排烟防火阀。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网眼袋安全防火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排烟防火阀

常开，其动作温度为250摄氏度。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网眼袋安全防火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器内设

有有机溶剂。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130320 A

2



一种网眼袋安全防火切割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网眼袋切割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网眼袋安全防火切割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塑料网眼袋是蔬菜、水果等农产品的包装用品，以其包装牢固、透气性好等优点，

被广泛应用。网眼袋是一种以废旧高压低密度聚乙烯破碎料、颗粒为原料的一次性包装制

品，是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应用的蔬菜水果包装制品。

[0003] 网眼袋的切割是网眼袋生产工艺的后期阶段，将卷轴缠绕的长条网眼袋切割成单

个消费品形的网眼袋，采用熔融刀片进行切割，熔融的刀片切割后，切口冷却后粘结。现有

技术下，切割时都是曝露切割，熔融刀片切割塑料材质，塑料材质的网眼袋会挥发毒性气

体，对生产环境健康产生影响；卷轴上缠绕的网眼袋进入切割前，网眼袋可能不平整，切割

后形成凹凸不平的切割边缘，影响美观及使用效果；更为重要的是，在切割过程中，由于网

眼袋是可燃物且刀片温度高于网眼袋的熔点，网眼袋很可能因接触刀片超过熔点而点燃或

网眼袋受热不均造成集聚而超过熔点而起火点燃，造成安全隐患。

发明内容

[0004] 根据背景技术提出的问题，现提供一种网眼袋拉丝染色装置来解决，现对本发明

做进一步阐述。

[0005] 一种网眼袋安全防火切割装置，包括袋辊、延展台、延展辊、传输台、防火切割箱、

滑道和收集箱；其中，袋辊上缠绕网眼袋，网眼袋通过延展台连接至传输台的前端；防火切

割箱设置于传输台上，传输台尾端连接滑道的一端，滑道的另一端连接收集箱；并且，

[0006] 传输台包括主动轮、从动轮、拉紧轮、输送主动轮和挤压轮，所述主动轮、从动轮位

于传输台的两端；输送主动轮和挤压轮相对地设置于传输台的左侧网眼袋的进入端，网眼

袋从输送主动轮和挤压轮中经过，经挤压后再传输至防火切割箱；

[0007] 防火切割箱包括箱体、固定架、刀头、感光传感器、灭火器、喷头、警铃、感烟传感器

和凹槽，凹槽设置在传输台上，刀头与间隙配合，刀头设置于固定架上，固定架固定设置在

箱体顶壁；感光传感器设置于箱体顶壁并与设置在箱体侧壁的灭火器连接，喷头设置于灭

火器上并正对凹槽；箱体顶壁还设有排烟口，排烟口内壁设有感烟传感器，感烟传感器与设

置于箱体外壁的警铃连接；箱体外壁还何设有百叶。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延展辊与延展台紧密贴合，延展辊由紧致密布的毛刷包裹，延展辊

的转动方向与网眼袋的传递方向相反；延展辊扫过网眼袋，将网眼袋碾平，平整的网眼袋将

进入传输台。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百叶为双层百叶，并且，所述双层百叶互相垂直；隔绝外界光线进

入防火切割箱内，避免感光传感器误报警的情况发生。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灭火器采用预制灭火器；预制灭火器采用压缩灭火剂，装置简单，

喷放时灭火剂吸受大量的热，迅速降低周遭气温，同时预制灭火器的喷放时间短，短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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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覆盖防火切割箱内部，隔绝氧气。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灭火器的灭火剂采用二氧化碳、氮气、IG、七氟丙烷其中的一种；常

见的无毒无害灭火剂，成本低廉，对工艺不产生损伤。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排烟口通过排烟管道连接过滤器，过滤器连接风机；通过风机作

用，维持防火切割箱内气体流通，避免热量集聚。

[0013] 进一步的，所述排烟口与过滤器之间的排烟管道上设有排烟防火阀，排烟防火阀

常开，其动作温度为250摄氏度；在火灾发生时能关闭，避免火势蔓延，并维持防火切割箱内

封闭的装填，提高灭火剂的灭火效果。

[0014] 进一步的，所述过滤器内设有有机溶剂；吸收切割时可能产生的毒害性气体。

[0015] 有益效果：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解决了网眼袋切割时存在着的安全隐患的问

题，通过防火切割箱内的灭火器进行灭火保护，并且采用双重探测装置，避免误报警而错误

启动灭火器造成工艺的停滞并造成灭火剂的浪费；本发明采用延展台和延展辊的配合，对

进入切割之前的网眼袋进行平整操作，提高切割的效率和产品的美观程度。

附图说明

[0016] 图1：本发明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传送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预置防火切割箱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1-袋辊；2-延展台；3-延展辊；4-传输台；41-主动轮；42-从动轮；43-拉紧轮；

44-输送主动轮；45-挤压轮；5-防火切割箱；51-固定架；52-刀头；53-感光传感器；54-灭火

器；55-喷头；56-警铃；57-感烟传感器；58-凹槽；59-箱体；510-排烟口；511-百叶；512-排烟

防火阀；8-过滤器；9-风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现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做进一步地详细阐述。

[0021] 一种网眼袋安全防火切割装置，包括袋辊1、延展台2、延展辊3、传输台4、防火切割

箱5、滑道6和收集箱7。

[0022] 袋辊1上缠绕成型的网眼袋，网眼袋通过延展台2连接至传输台4。延展台4左端低

于右端，网眼袋由左端进入延展台2，左端进入处设圆滑倒圆角，延展台2上设有延展辊3，延

展辊3与延展台4紧密贴合，延展辊3由紧致密布的毛刷包裹，延展辊3的转动方向与网眼袋

的传递方向相反，扫过网眼袋，将网眼袋碾平，平整的网眼袋将进入传输台4。

[0023] 传输台4包括主动轮41、从动轮42、拉紧轮43、输送主动轮44和挤压轮45，所述主动

轮41、从动轮42位于传输台4的两端，为装置的输送提供动力来源，配合拉紧轮43提升传输

稳定性，并具有可调性。输送主动轮44和挤压轮45相对设置于传输台4的左侧网眼袋的进入

端，网眼袋从输送主动轮44和挤压轮45中经过，经挤压后再传输至防火切割箱5进行切割，

本传输台4中的各轮之间具有转速匹配关系，且根据网眼袋的所需切割长度进行匹配。

[0024] 由背景技术可知，现有技术中，切割时都是曝露切割，熔融刀片切割塑料材质，塑

料材质的网眼袋会挥发毒性气体，对生产环境健康产生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在切割过程

中，由于网眼袋是可燃物且刀片温度高于网眼袋的熔点，网眼袋很可能因接触刀片超过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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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而点燃或网眼袋受热不均造成集聚而超过熔点而起火点燃，造成安全隐患。而本发明通

过在防火切割箱5内进行切割可以消除安全隐患。

[0025] 防火切割箱5包括固定架51、刀头52、感光传感器53、灭火器54、喷头55、警铃56、感

烟传感器57和凹槽58。其中，凹槽58设置在传输台4上，预留刀头52的动作空间，刀头52采用

熔融刀头，通电可升温达到切断网眼袋的功能。刀头52设置在固定架51上，固定架固定在箱

体59的顶部，刀头52可在固定架51上沿凹槽58的方向动作。

[0026] 箱体59顶部设有排风口510，排风口510上设置有感烟传感器57，感烟传感器57感

知防火切割箱5内烟气的浓度，即切割网眼袋时是否产生超标浓度的烟气，超标烟气将预示

防火切割箱5内熔融刀片切割网眼袋时可能将产生火灾或已经产生火灾，需报警提示或启

动灭火装置。感烟传感器57将超标信号传递至与之电性连接的警铃56，出发警铃56报警。

[0027] 警铃56报警，预示着可能产生火灾，也即感烟传感器57为预报警，烟气的浓度与烟

气的理化性质有很大关系，可能是误报警，因此采用感烟传感器57作为灭火器54的触发信

号会在并不存在险情的情况下启动灭火器54，造成资源的浪费，也影响工艺的造成进行。

[0028] 因此，本发明采用感光传感器53作为灭火器54的触发信号，感光传感器53固定设

置于箱体59顶部，并且刀头52与感光传感器53之间不存在遮挡物。感光传感器53与灭火器

54连接，灭火器54设置于箱体59的侧壁上，灭火器54的喷头55针对凹槽58的中部，发生险情

(着火)时，必然伴有火光，感光传感器53将触发灭火器54动作，灭火器54将从喷头55喷出灭

火剂进行灭火。

[0029] 综上所述，本发明防火切割箱5的灭火动作原理是：当刀头52切割时，产生的挥发

烟气从排烟口排出，若烟气超标将触发感烟传感器57，感烟传感器57触发警铃56动作报警。

工作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实际发生火情险情，若即将产生火情，人工启动灭火器54；

若为误报警，或者只是火灾初期，只需停止工艺并通风散热即可，不需启动灭火器54。若火

情突发，火苗产生，感光传感器53直接触发灭火器54动作，灭火剂从喷头55喷向火苗，消灭

险情；同时，感烟传感器57也将动作，警铃报警，工艺停止。

[0030] 在本实施例中，灭火器54采用预制灭火器，可方便地整装设置于箱体59上。

[0031] 所述灭火剂可采用二氧化碳、氮气、IG541、七氟丙烷等常用灭火剂，在本实施例作

为一个较佳的实施例，采用二氧化碳气体作为灭火剂，预制灭火器内的二氧化碳采用液压

式，喷出时，将吸收大量的热量，防火切割箱5内的温度骤然下降，温度骤然下降至可燃物燃

点以下；同时，预制灭火器的二氧化碳的喷放快，防火切割箱5内短时间内就填满二氧化碳，

起到隔绝窒息氧气的作用，火苗将熄灭；并且，二氧化碳无污染，对工艺不产生影响。

[0032] 防火切割箱5造成工作的情况下，需对内部进行气体进行流通排热排烟。防火切割

箱5顶部设有排烟口510，下部与灭火器54相对的侧壁设有双层百叶511，所述双层百叶511

的百叶互相垂直，如此隔绝外界光线进入防火切割箱5内，造成感光传感器53误报警。

[0033] 所述气体流通方向为外界气体从双层百叶511进入防火切割箱5内，后从排烟口

510排出防火切割箱5，因此，需维持防火切割箱5内负压。

[0034] 排烟口510通过排气管道连接至风机9，通过风机9维持防火切割箱5内的负压。在

本实施例中，可在排烟口510与风机9之间设置一过滤器8，过滤器8内设有有机溶剂，可吸收

排气中的毒害性尾气。

[0035] 在排气管道上设置一排烟防火阀512，排烟防火阀512的动作温度优选为250摄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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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常开状态，在险情发生时能自动关闭，避免火情扩散，同时使得灭火剂集聚不扩散，提

高灭火的效果。

[0036] 经在防火切割箱5内切割后的网眼袋在传输带的作用下，在传输台4尾部与传输台

4脱离，进入与传输台4连接的滑道6，通过滑道6进入收集箱7。

[0037] 本发明解决了网眼袋切割时存在着的安全隐患的问题，通过防火切割箱内的灭火

器进行灭火保护，并且采用双重探测装置，避免误报警而错误启动灭火器造成工艺的停滞

并造成灭火剂的浪费；本发明采用延展台和延展辊的配合，对进入切割之前的网眼袋进行

平整操作，提高切割的效率和产品的美观程度。

[003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

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9130320 A

6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7

CN 109130320 A

7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8

CN 109130320 A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