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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 SML 兰精机械有限公司新推出的 SmartCast® 生产线，堪称当今全球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拉伸缠绕膜生

产线。它能够单机高效生产不同规格的高质量的薄型拉伸缠绕膜产品，从而为用户带来丰厚的回报。

文/奥地利SML兰精机械有限公司  Martin Kaltenecker  王毅军

近
年来，随着托盘类自动打

包机的广泛应用，拉伸缠

绕膜市场逐步扩大并出现快速稳

定的增长。由于流延工艺的优越

性，流延法生产的拉伸缠绕膜占

据了绝大部分缠绕膜市场，而且

需求日益加大。为满足用户需求，

奥地利 SML 兰精机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SML 兰精公司”）最

新开发了名为“SmartCast®”的

3 m 宽（6 卷）高性能拉伸缠绕

膜生产线。正如其名字的含义，

“SmartCast®”以最“精巧智能”

的方式高速生产高性能的拉伸缠

巧夺天工，力尽高效
——SML 兰精公司的新型拉伸缠绕膜生产线 SmartCast®

绕膜，同时有效降低生产成本。

因此，在 2013 年一经面世，立即

受到广大用户的热烈欢迎。

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一新型的

生产线在产品灵活性和产能方面

表现如此出色？原因有很多，答

案之一是：这一新型生产线弥补

了 2 m 宽拉伸缠绕膜生产线灵活

性高但产能不足，以及 4 m 宽

生产线产能高但灵活性不足的缺

陷。实际上，为顺应薄膜厚度

更薄的发展趋势，净宽 3 m 的

SmartCast® 生产线的产能设计合

理，能以高达 750 m/min 的速度

生产厚度为 8~15 µm 的薄型薄膜。

例如，在生产 17 µm 缠绕膜时，

净产量可达 2 000 kg/h 以上。

托盘用缠绕膜一个有意思

的发展趋势是除宽度为 500 mm

的标准膜卷外，市场对宽度为

750 mm 的机用膜卷的需求也不

断增加。与 500 mm 的标准宽度

相比，更宽的机用膜卷打包设

备可以为更大的托盘进行更快

的打包作业。而 SML 兰精公司

的 3 m 宽的生产线可生产 4（卷）

x 750 mm 的宽膜卷，也可生产 6

（卷）x 500 mm 的标准膜卷，并

SML兰精公司的 SmartCast®拉伸缠绕膜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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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会产生额外的边条。

用户要求薄膜厚度减薄这一

发展趋势的一个结果是：对薄膜

的性能要求更高。消费者总是希

望使用强度更好、厚度更薄的薄

膜，以便通过减轻托盘的包装材

料重量来降低成本。因此，不仅

要生产更薄的多层薄膜，更重要

的是为了真正降低包装成本，必

须要提高薄膜的整体机械性能。

就挤出生产线相关的设计而言，

这意味着薄膜层数和挤出机数量

更多，例如采用 5~7 台挤出机共

同挤出 5~7 层的缠绕膜。对于这

种多层共挤缠绕膜而言，通过优

化调整原料配比可将较贵的高性

能高聚物原料的用量降到最少，

同时获得需要的薄膜机械性能，

并有效提高薄膜的强度和延伸率。

SmartCast® 生产线的能效表

现十分出色。设计尺寸相对较小

的高速挤出机和标准挤出机，结

合直径为 1 200 mm 的主冷辊和

300°的接触包角，使得生产线产

量高，高速运行稳定性好（无振

动），具备优异的产品更换灵活性，

且操作非常方便简单。

另外，SmartCast® 生产线的

设计极为紧凑，设备占用的空间

很小，这也是拉伸缠绕膜生产中

很重要的考量因素，因为单位厂

房空间产能比和更短的薄膜路径，

在注重成本效益的拉伸缠绕膜生

产领域显得十分关键。

SmartCast® 生产线所配置的

新型收卷机 W4000-4S，是 SML

兰精公司收卷机系列中的顶级多

功能拉伸缠绕膜专用收卷机，是

对 SmartCast® 缠绕膜生产线的完

美补充。它是转塔式收卷机，分

别有左右两个转塔，每个转塔配

有 4 个收卷轴（ 即 4S ），可满足

不同宽度的薄膜生产。薄膜在切

割站经过修边、分切后，被对称

分成左右两部分，每边2片或3片，

然后分别进入收卷机的左转塔和

右转塔。

W4000-4S 型收卷机采用了特

殊的专利技术，使得该机的收卷工

艺具有许多独到的优越性。由于它

有两个转塔，每个转塔有 4 个收卷

轴，在生产时全机 8 个收卷轴同时

工作，有效分解了每个收卷周期的

各个动作，极大地提高了收卷效率。

而由于相邻收卷轴夹角仅为 90°，

降低了换卷时的两轴间相位差和转

动行程，每次换卷周期可以非常短

仅为 15s，这使得生产线既适于生

产机用膜卷及 60kg 的大母卷，也

适于连续大规模高速生产每卷长度

为 150~300 m 的人工用小膜卷，而

不必降速。

在生产时，薄膜从上游摆幅

装置传输过来，并从上部进入 S

型双辊张力控制装置，从而将张

力分离成上游输送张力和下游收

卷张力。然后进入 3 辊结构的切

割单元，对薄膜进行修边和分切。

依薄膜位置不同，分别进入左右转

塔收卷。每个转塔均配有独立的

张力测量辊和特殊材质的接触辊，

以保证收卷工艺的高度灵敏性。两

个收卷站的收卷轴是由特殊材质

制成的，同时采用复杂的特殊控

制原理来控制弹性收卷轴的振动

并顺利跨越临界转速的限制。

W4000-4S 型收卷机采用 2 in

（约 50.8 mm，6 卷）和 3 in（约

76.2 mm， 4~8 卷）有轴中心收卷

方式，带有辅助接触辊，最大收

卷直径为 400 mm。收卷机设计采

用了非常坚固的边壁和强固的加SML兰精公司 SmartCast® 生产线的挤出机组

SML兰精公司 SmartCast®生产线的流延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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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型钢制机架，以保证高速生产

（最大速度达 750 m/min）时的收

卷稳定性。

在换卷时，静电装置配合旋

转切刀将薄膜切断，再将膜端卷绕

到新的卷芯上。为了将收卷好的膜

卷从收卷机上卸到落卷车中，收卷

轴会先转动，然后自动支承并卸卷。

自动上芯时，处于伺服工位的纸芯

会自动套入收卷轴并对中就位，以

做好下次换卷准备。全部的换卷过

程，包括换卷 - 切断 - 落卷 - 纸芯

出仓 - 输送就位 - 上轴对中和卡装，

全部自动完成。整个换卷工序完成

周期所需时间可短至 15 s。

独特机械设计的采用，使得

该收卷机的生产操作非常简单，

维修保养也非常方便。由于收卷

机上所有的电气驱动以及通信和

执行装置，已经从换卷转塔装置

上转移到收卷机的机体中，因而

机器结构非常紧凑。

特殊换卷技术的采用还使该

收卷机显现出了极高的人工小膜

卷生产效率。每个转塔上 4 个收

卷站的生产动作联动，使得生产

线配置的 8 个收卷轴在不同的位

置同时进行不同的工作。在正常

高速收卷的同时，卷绕完成膜卷

的卸下和新收卷芯的装载是同步

SML兰精公司 SmartCast®生产线采用的W4000-4S 型收卷机

进行的，从而大大缩短了换卷时

间。由此使得该收卷机在高速生

产的条件下能够连续单机生产 3

种不同产品：机用膜卷、60 kg 大

母膜卷，和每卷长度不到 200 m

的小型人工膜卷。与传统的采用

复卷机将大母卷复卷来生产小膜

卷的生产方式相比较，该生产线

单机即可大规模生产小膜卷。这

样，下游工序无需再采用传统的

复卷工艺（需大批使用复卷机进

行复卷），避免了额外的人工和设

备的投入，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小

膜卷的生产规模和效率。这对于

已经进入到缠绕膜市场中的生产

厂家来说，无疑会带来极大的好

处和利益。

由于换卷时采用了特殊的

辅助接触辊，而且 4 个收卷站

之间仅有很小的 90°的旋转相位

差，薄膜的自由距离很短，故换

卷时可以瞬间切断，因而大大提

高了薄膜的收卷质量。同时，因

膜卷的自由端尾膜非常短，仅约

200 mm，包装前不必再进行任何

尾膜处理。

另外，该收卷机还可以选择

薄壁纸芯收卷技术或配备无芯收

卷装置。采用这些收卷新技术，

可以有效降低对纸芯的强度等级

要求，并将收卷纸芯的边壁厚度

减小到 3 mm，从而极大地降低产

品的生产成本。这对于人工用小

膜卷产品来说更是如此。

在控制方面，W4000-4S 型

收卷机采用 PLC 系统，并配有

15" 彩色 TFT 操作屏。其每个张

力曲线独立可调以生产不同的薄

膜产品；具有错误报警、提示诊

断功能；通过互联网可进行远程

控制，或进行故障排除和诊断。

新 型 收 卷 机 W4000-4S 迎

合了拉伸缠绕膜收卷的发展趋

势，例如：收卷的薄膜厚度更

小，最小可至 6 µm ；可收卷张力

仅为 10 N 的软膜卷；收卷速度更

高；可收卷的薄膜宽度范围更大：

1~4 m ；另外，生产线对原材料的

利用率极高，修边下来的边条可

全部在线回收，重新进入挤出机。

综上所述，SmartCast® 堪称

当今全球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拉

伸缠绕膜生产线。它能够单机生

产多种规格的产品，同时具备以

下强大功能：1. 可生产 6 卷 3 in

（约 76.2 mm）机用膜卷，或 60 kg

超大母卷；2. 可生产 6 卷 2 in（约

50.8 mm）或 3 in（ 约 76.2 mm）

手工膜卷；3. 可使用薄壁纸芯技

术和无芯收卷； 4. 每个转塔配有 4

个收卷轴，转塔的换卷相位差仅

为 90°；5. 换卷循环周期可短至

15 s；6. 可实现完美的无尾膜换卷，

从而达到零废膜；7. 同步全自动进

行膜卷卸卷处理和上芯就位工作。

奥地利 SML 兰精公司凭借

自己独特的专利技术和一批非常

优秀且经验丰富的专家队伍，开

发出了成熟配套的拉伸缠绕膜生

产工艺和配方，相信拉伸缠绕膜

生产客户通过使用新 SmartCast®

生产线，定能实现高效生产及获

取高收益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