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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袋封转运装置及手提式塑抖藩膜热合机

.竹君山晴霞

(北京核工程研究设计院)

摘要

介绍了一种可矗控操作(r'.Jn篝封传运装置.此最置是将箱、室中的撞辅佐物品〈或赃物〉

和箱.室外的非撞射性物品运用.费封'技术厦宾主具一-手提式热台机进行窜到转运，在

转运的全过瞿中始终保持m密封，旗装置结构简单.操作简便{间接操作〉、安全吁囊，而霄

:H佳能良好.使用此费置可大大藏轻厂房的"污菇，为不分区的操作刨章了布利条件.手提

式量..薄厦热合机是.囊封'技术不可缺少的工具，也是T袋封传运所必嚣的.研割的两种手

提式理科幢幢热合机前拌机系国内首创，真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性能良好，一次焊三条焊

撞，又能从中间焊撞处剪开，而且不受塑料袋方值的限制.这套。袋封'专运装置厦手提式塑

料'匾鹅合机很适用于核工业后处理工「及实撞宝.

. J .



α-stAtio 1RANWE量。I£VlCE AND PORTABLE

PLASTIC FILII SEALERS

Fa Z‘.j.. Sit.. R.i..ia

(BEIJING INSTITUTE -OF NUCLEAR ENGINEERING)

ABSTK. ACT

A. _scaled tra.sfer diYice whicla u. be operated reaotely is prescated.

Tit. ....ice is able to plrfor.. scaled transfer of radioacliu articles fro. a

Itot cell or slaield.d lion bo.. to tlte olllside aad Don-radioactiu articles fro.

tlte o.lside to a hoi cell or sllielded cion bO :l by asiDI bac sealin, lechllolou.

TIM straclure of tile Ira.sfer dnice is simple. Its operatioa is safe and reliable.

T‘. .alial pcrfor…ce of the dnice is ¥cry lood (for alpha) • The ase

of tltis transfer clewice will IreaUy redac曹" coatami.atioa o{ IL. baildiD,
a.d cr.atn a f&Yourabl. coaclitioa for operati吨 radioactin .aterials ia .a

.adiYi"ecI ar.a. Til. port.bl. h.at s.aliDI clnice is also a accessary tool ia

HI sealiae techaolol1 ..d _s.aled tra llSfer. Two types of portable plastic

fiI. se.lers "aYe beea denloped. Their structure is si皿 pie. The operation o{

tile port.ble plastic film sealers is ellsy. Their per{on.aace is also esnllnt.

Botla tlae 而-s..led trus{er dewice aad portable plastic fil.. sealers .re urJ

BHr.1 to the reprocessial pl.at of a.clear rDel.

f .



恒远

目圃，囊圄瞌缸工「使用曲墨宝.工作植在费远"品时矗咸笛.宫中气密性嗣瞌坏，大

量，撞射性"属湿量，严重污~T环魔.饵jp:

(I)污晕"品的'专运矗庭的污囔z一般在植.京康报上的应输出口处，壁上一个蟹M口囊'

靡...囊入后操作人员到 I I!辖理tl囊口用til手 aft.键入废物捕中，此时塾窄、工作篝与 E

E楼矗. ，.精厦大量撞出，矗虞「房购严重污擎z

(2)产品转适时矗咸的污囔.为了使产品外壳不被污簸，一艘4s震矗过一个专用工作'

聋'自髦，集后将产晶莹量噎鹊囊内，并将此口囊擅攀到台式高醺集舍Ili遭行垫含量f口，~

后费人罐中运出. -:主畴蠕大「房画It.提高了「庭的矗份，同时这些操作.是在 I[)(遭行，

厦'巨响操作人员的身体幢靡，面且操作很不方便-

(3H~量精品的主量部必须先逞入前骂骂，由运输矗噩辑人各富贺的篇.室，这悻矗矗吏

叉污..

为了克服以上院点，囊们研割了一种结构自单，撞逞If!离操作，丽R密H性撞好曲传运

费置.

囊到技术在核工业后处}lfIr中是酶JI:-撞射性"质擅巅畸重要技术，在，箱.宝过毒嚣更

换、撞射性物品的转运. ~:lI设备.管道.工具的缘ft. 更候II离不亮.~剖'技术. ~，鲁

南颐，包含机ltJi: -提货.精本申不可缺少(tJ重要工具.

.囊封·技术在向外后处理厂房和实毒室中应用「臣，手提式塑"南霞集合舰虽已有应

用，但大多是果用危古人体幢赚.干挽周围画场的高癫，包含舰. ~t员率均在IOWZ以上.在

国内市场上出售的，属部E自然合舰篇是台式的，且悍疆质量不能满足政化工「的要求，操作

范围也受到极大的眼巅，对不能移动的帽斜靠的想封厦跑缸工「中a. 室望大砸披污擎的设

备遭日·囊封.都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在我国推广·囊窍'技术是~~页首先解决适用的集合机

这一关键问题.根据.提到'技术的要求，必须提高焊缠强厦.方便操作.又能对蟹大的物

品进行.~是贺'热合，同时又能从慰籍申间处剪开.根据不同用盐，囊的研割了两种手提式

集合舰.

这两种热合机均草园内首创.对更换通璋嚣志于.撞射性鞠品的转运.艘射性污囔的管

道.工具的罐..更换创造了有利条件.它不但适用于核工业系统，丽且革可以广臣用于辑

工.食品.医药.化工fP农业穹部门，特朗对不能移动的大~设备附锢"包镜. 11!能最示，电

赢峙的优点.

本文所迫的两种手提式热台机， .-种是拥式的，官适用于过擅嚣更换和I" 镜.时'专远""刃

一种是.轮式擦合机，官适合封愣民焊铀的嘟"费.这两种热合机打破了过去鼻剑只能在台

上II固定的缸置进行，而民一次只能焊_.~条焊蝇，也没有剪开功能的老办怯.囊«1研割的血

雨台弗合机都可以任意拿动到任何方位的'回饵提处进行悔剑，蹲费强度高.一次能蹲三条悍

罐并同时能从中间蹲缰址剪开，这便每个部1斜班上阴 -F -r'.'条平的焊罐，所以膏Jot性能非常
可靠.当被焊的理料袋根摒宿费不须"卉时也 ill 时，归l i'"J.结棋是剪开的两俏，即=-: ~快蝉

键.

• 5 •



I CI绩封转运擎置的试量总结

..封转运费.-.撞撞甜蜜篝在墨宝.工作篝的靡..在墨宝.工作植崎.悻中隋产生

的幢箭性圃.靡"或嚣譬辑量出去的产品，副!if利用.费剑'撞术，矗适此费置租手提式堕

抖...合报蕾帽..蛮金撞曾运出..室"篇，也因唱'辖菌‘主申'哥富要的'品蕾帽蝠'专运量

去，在费远的'个边疆碍'始终保持·曹封面不撞擅菌. .‘窒申的Jtl[也不撞lilt.边"篝篝

置嗣同'给Mil: I.膏"盖赞置: %.~跨绢'专运装置.理分属介绍如-f:

1.1 .

1.1.1 ..…·幢幢
在a.室'专运输品甜，为盹止.;p揭.操作~蟹安全可~.对窜到盖要事性掏简单.撮11=方

便，窜到性撞好.目前售、宝上用的需封盖在[lt凡事'形式.如回，所沽，窜到盖是通过镰氢

/// ---卢--',..--- ;

---~
2

\一

剧 E

I. 属.. z. a. 室内.， 3. 篷， 4. 蟹，重*_， 5. aflt蟹，

择'捕"棉盖币桓武蓓下，蓓下时靠自重ffi章密封圃，往往由于窜卸田景力不均匀商事响膏

"幢幢.当雷费辑运输品时，周矗迢操纵仔.铜缝缉鞠吊钩健，毒打开，此矗非常掌重《约10

id.撮律'力而不方便.另外一种形式的需封盖"回2所岳，此盏是矗过蝇辑、蝇抒带动顶

撞_'Itt开il关闭并Ifi蟹.这种密封要求设计恰到好处，所以段'段，面且由于量的开或美是酶

"嗣榨带动矗慢慢翻转，所以雷封圈上受到的lJ是不均匀的，因此窜却幢幢受到馨响.为露'

以上缺点，禽'J践雷了国外费饵，根据国情研制了如圈3的霸费置，此费盟的特点是操作方筐，

只黯逼迫篝篝盖子顶'中心娃的，拙使0型圃均匀地撞捞院在窟"口上，便可起到宠好的蕾

封作用.聋的材树根据需要，可用有机.躏.艘9ftft黄金属M蝇，量的密封关幢在于下量上

附角度• lfi:1厦量分析tl比蟹，量后再出f5'的角度量"-If.为了证宴缸里，魏们做了两种角

鹰的盖，…坤是-45':另一种肆30' ， ~j主 i式'最也证实了45'的量侮.撮作时只将篝顿稍微-fit

动，此盖就穰目打厅'或盖上，这充分说明f此结梅幌简单.需卸性能又非常好.

• .风



黯主

I. .~. .R'; 1. a. 室内~‘ 3. 主， C. l!!饵St; 5. 鑫‘盒...

E

闸'
I.撞M ， 2. .1:盖， 3.0!I因霞， C.亨鑫; S.在st-.= ,

1.O!t., 7.顶sf环; I..开支; t.气}[， 10.雹何费.

1.1.2 …......*...悻圃<..1)

密封盏是由上盖.f革 .0咽密封圃. HI词宵 I1.F两革间酶的rt辆和辣'组成.O.fti(圃

毒在布一寇角度的下盖上，可顺时针转功能炳时，O~圃被均匀地野ffi在箱.宝侧..摩板

上的"运口上，起到良好俘l啻封作用z 飞;苍时针旋转-伎俩肘，带到周将不但作用，矗过于膏It

舰'自手很富易操作盖的是.启.

此密到盖-!If安装在辅.在侧阪i曼底阪 LrJ.政所 (i 'J，i'哥市;}f的Jr.门址，坯!If，"两个这种革

联篝起来使用而改变以在结构组杂.远ffr l!~ (('J前宅. ;巳I..~用毡很广泛.

1.2 .............811 <..4晴景〉

密封持远镜直是由转运口钝贯彻带何殊环的听钊坦两 i罪 It织成.

<I>t等运口越理n./r:椭. .~{陆板式侧阪J二 i码也·个f古自O'r!\fi封丽的罔1E环〈郎'非运 11 ),

在团在环上钱有阿根阴性导轨，槌升钱何被liJ1J 现~.N!时，则"IIF.导轨 t徽佳遁运动.蝇n蝇

E的动力"1 J.:t足气功• i传功琪m储 fl. 屁丹钝?'l .I~ 攸.Ji西呢环， -e "1使带 iff特殊环的咽，.费

植顶入固定环的 O't!常 lt回处，远怦议能扭如 i 普~.t-! f'rHl.
• '!'
气、



圄 4

I.~"， 2.", Ut为If. 4.输为， 5..~.".， 5.疆..事; 7.."1\1$, t..定寡， '.0Il..
(2)环量即在疆窜.乙烯的环上毒一个'饵镜，此'理 'H't~是商拔的，四周不得商篝口，

蕾"膏'使健全陪旺.壁...~的直~费与传运口直怪配合严需，在 iJJ I;撞功 f!(使停f:ftf.费

远口的膏fit.娃缸蕾贯作用，又撞撞Ii出。堕啻 H随处.

1.1 …量.......(..5 帽豪》

膏II"运囊理平时的位置'目固'所示，囊庵辑时. r.T将窜到基盯 iF. .1~T安全扭罩，盖且

是盖上筒，雯'监鞠费完后即可转运.典步'如下 z

(I)用鱼合 fU售量童靡'如的理斜日量{如同晶}进行到悍 z

(2) 楠"蜡从中间剪Jf. (显好使用带有"开功能的德合舰，这阵 ..r 川，'i yri操作:时间盲

.1I~Jri示 z

。〉将链葫匾"的..:tt叨 Hi(-J惯例挠鹏入团怪物桶巾. ~.~彷处JII';

(4) 将提丹蝇置幅下，如回 c，资机 z

(5) a-个萄的带专用环i::J~料费T-l贸货J.f..1二，如同c所，); ;

I .



(.) .4畏舟茬置，使典上舟，目费擅自露出，篝提撞噩到目蟹的缸噩...回4屠示z

《η 闸II.赋于去乎囊辖剩者蟹.血，作为庭输血儿'居囊中.Ja田.'1示=

‘,..,‘
••••••••••

I'、

用 S

噩兮.no过瞿简单蛙便，均吁在躁作区进行，同时..属和气搭配在噩个操作过程中.系

会遭揭.

1.11年，我盯在为任由楠团团位章实验在拘工作篇的最计中蒙用了.篝置.

结论z

们}本囊置是国内芮制，为我国擅缸工「转运输品畏供了篝1i法.

(2) 本镜置的窜到性雄».在费远'细品时幢防止·再悲租气is匪的矿融

(3) 本装置结构合用，操作简单，铸运矗度快，能同篝撞割.

《的本最置可在今后的监缸2~f-.同位童安毒室. fl晨一腿民用擅缸宴毒草的ilit咿大

量萃用.

2 两种型式热合机的研嗣简介

现梅雨仲鹦式的弗吉机分别.温如札

2.1 ac………..;
本饥果用低也应大电流的饵'包方式来集合塑料 i悔自.棍'自理料精蝇的品种瓢'在噎矗取适

当的加第时间归切断时间.加强制t1J I后时间:§:~~响， pI分1f遇H并'pI到节.集合失瓢电器

盘之间用 S-IO_ 电缆联篝. !t告失足 pI~圄蛊拿功的乎畏式的，如固·所得 z

2.1.1 ...c..棍'辜'篝事..

(I).H帽.qj事为 150W J

(2)三条娜在且直鹿为1-8.... 两边略辑备为1.3-2..，中间也切断作用的那瞌为

0.4...如回7所司马.

(3) 卸缰民度为300.. (鄙缉证.姬 pI恨黯费水iQi!').

(4)焦命"鹏为知乙烯革盟..，.蝇 • ~J.鹰为O.O~-O.I...

. , .



II I

品

困 r

t功蛊舍去噩噩为0.75kl.

2.1.2 事••虫.......Ie.......

到'失的形极为"式酶，阳回6畴示，→;且剪口上去在两条I.&XO.I...仨盯…酶'县含

量，岖'贯作用z 另一flu I:.镜面一条H.4..， l(;3iO..的切断段，这条螺丝.筐'到毡

.跚跚，曲'矗时间拿瞿割.为了iii要时不酷破理解酶，经多次试量，改变了'用台式塾合

槐黯晕周嗣唱l~元件直蟹'融撞到第悖的撞撞，解决了本幌均技术芙髓，提高了'疆噩噩.

由于踊撑树tJ榈树It规锚的不同，封想时间也远不同，为此事的遭日埠'量，.窜出了'

岳时圃'固树羁的关草，同时在桂画面结路t注计了时间桂组自动黯黯磊镜，目前止适ailll:虽

不足的膏宿.

S含量主鞠耐'整贷规由两个汗美筐翩，银噩句E斜蜒的品种，矗取IJJft时间.第合现呀'由

王作时. .墨'示虹菇，当加蛊到预革时间，也II自动停止'目2息，指机叮灭.iI不露霎切断，

苟...Jf英美两.

本侃侃件结构'圣巧. .动A话. it作常生 • }i使

2.2 事"馨c......

罐罐式&合舰同挥也录用~电I巨大电泌的加集Jj式来费:;-l9lfl.黯.幢擅哩饵'霉的树

'自....远II适当的III!县温度.被俘问饵"/'度变化篝火时呼..码1五 IJ. 集合失鞠电'挂"盒

主饲115-10.证的电缆醺撞，集合失元一F畏海锥式的，如田，麟，内

• •
• •••



2.2.1 亭'窜.式撞舍扭曲主噩撞来'篝

(1) 封切功率为200W，传动功率为20W.

。〉焊缝宽度为4-6-41D1D兰条，焊缠形式如围'所示.

"

图，

。〉焊锥长度不限z

。〉踊合材厨为粟乙烯基薄琪，厚度为0.05-0.lmm:

(5) 温度调节范围为o 'C"'250.'C I

(8) 焊封速度为1.5m/min:

(7) 封切头重量为3kl.

2.2.2 事撞撞轮式'属舍辄"明~曲蜡掏驷悻用

封切头是由一对热合轮初--对带刃的剪轮组成.热合轮上有凹凸的三条焊罐花钱.剪

轮的刀刃正好对准申间的一条悍.缝，这两对轮子分别由两个微电机带动旋转.封舍和剪断。

的同步速度是由齿轮控制.当需要封合时，根据塑料薄酶的品种和规格选取加热温度，塑料

d先进入被加热到预定温度的热含轮，此脆通过热合轮后，盹上即形成封好的三条焊罐，简

膜继续前进，通过带刃的剪钝后，塑料前膜就被从中间焊缝处剪开.如薄脱不需要剪开时，

.IJ可不进入剪轮.为了塑料蹲班不被拍眩，我们对热合轮作了些试验，采取了加热元件和被

姆材料之间的缓冲层解决了此机的关键技术.热合温度是通过热合轮t的热敏电阻在电器控

制盒上显示，热合压力可以微调.

本机机件结构简单.移动灵活.可以随意拿动.焊擅长度不受限制，操作安全.可靠，

尤其对不能移动的大理设备的栩.料包装，更能显出独特的优点。

3 热合材料的选择

"提封"技术对塑料材质的要求是 z 柔软.强度高.气密性好.耐化i!f.ffJf蚀.耐热.耐

辐用原弗合性能好。根据以上要求，我们经过了大量调研，反复比较，最后选择了一种北京塑

料四厂生产的尼龙F架乙烯五层复合膜(结构为PE/HV/PA/HV/PE, PA-ff!.:框， PE
裂乙烯， HV-粘合剂) .官以聚乙烯为原料，果用一次共捞出复合吹塑工艺成型.量舍幌具

有尼龙相聚乙烯两种不同材抖的优点，具有强度高.气帘性好.保香性好.防潮.耐袖.而 t

低温 (-40 'C) .耐辐照.易于热时得优点。

•
·
E『

•••
、

•



这种复合材料巴在很多单位被应用，以下只举几个例子 2

(I) 北京市食品研究所用于无菌包装火腿贮藏试验，可延长保存期{个多月.

(2) 北京帅范大学低能辐射效应包装置液辐周贮擅试验三周后检奔波中的细菌总数无

变化，而普通PE黯贮藏一周就巳坦标准.

(3) 再北地震局预报中心用此复合院作成软水袋，代笛玻璃瓶，采取地下水进行水申溶

解气体分析，可以保证所测水样的溶解气体不被吸附和渗出.以上试验证明PE/PA复合膜

是我们所要求的理想的理料薄膛，用于"提封'技术是非常可靠眈，完全能防止ι 的泄罹.

4 两种热合机的试验

我们用费乙烯、费乙烯-尼龙组合眼做了如下试验 g 取厚度为0.04 、 O.06~ 0.08mm的塑

料酶，分别用两种热fr机焊了许多大小不同的袋子，将里面充上气体或水，然后进行加压试

坠，焊缰强~草木上追到了砾材的强度。用长1m ，宽a.6m的爽乙矫-尼龙复合薄盹做成袋子，

里面提上水，上面做上50kg童的铁饭，经过一周的~试，没有发现漏水现象，然后又站上两

个人，也没有漏水现象。

我们又热含了200X200mm的组合薄盹镜子，里面被装上了水，进行强 JJ怖压，在用手指

柿，民处的塑料盹已经变形，而押擅址仍未发现漏水。

我们还热fT了在宅内环境巾自然脏化了三个月以上的理料袋(复什贱的) ，其那辑也陪1

~~常牢固的，?可充气密封盯，一个人的重量鹏上去也不破漏.

?当用O.04mm厚的聚乙烯食品袋，将底部用剪式热合机焊封后，用官装刚刚荔好的热泪

夫或米ti. 提廊的焊绪从末开费过。者用→艘热1t机封焊的袋子，经常会有焊缝裂开，被装

物幅地的现蒙.

5 铺论

。〉两种理式的热合机均革国内首创

(2) 热合性能好，焊擅强度高.

(3) 结构新颖，移动灵活，操作安全.方便.

(4) 对于零散，非固定场所和大型物件的塑料袋包7'{i1!为何想。

(5) 可以从任何方优对地料袋进行热合封切，

(6) 这两种用料薄盹封切热tT机除在核工业 rtf使用外，还可广泛用于轻工.食品.医药.

化工和农业等部门。 iiJ完成各种常用热~l!~跨 !>l包装的热悄声1r:\ 工作，特别攘轮式热合机对不

能移动的大刑设备的攒料包装!I!. fl最显示真独特 ，'(oJ优点@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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