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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应用于服装生产的验布除尘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应用于服装生产的验布

除尘系统，包括验布机架和除尘机架，验布机架

和除尘机架之间形成有除尘通道，除尘通道内设

有除尘布料和除尘装置，除尘装置包括水平除尘

装置和竖直除尘装置，水平除尘装置包括上除尘

机构、下除尘机构和水平驱动机构，上除尘机构

和下除尘机构均连接水平驱动机构，竖直除尘装

置包括左除尘机构、右除尘机构和竖直驱动机

构，左除尘机构和右除尘机构均连接竖直驱动机

构。通过水平除尘装置和竖直除尘装置对除尘布

料的上下两个表面分别进行两次除尘处理，消除

除尘布料的污垢、灰尘和静电作用，消除率可达

到98％，从而达到布面整洁、提高产品质量、提升

产品良率、降低报废率、降低产品成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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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应用于服装生产的验布除尘系统，包括验布机架和除尘机架，所述除尘机架位

于所述验布机架的左侧，其特征在于：所述验布机架和所述除尘机架之间形成有除尘通道，

所述除尘通道内设有除尘布料和除尘装置，所述除尘装置包括水平除尘装置和竖直除尘装

置，所述水平除尘装置水平设置于所述除尘通道内，所述竖直除尘装置竖直设置设置于所

述除尘通道内，所述水平除尘装置包括上除尘机构、下除尘机构和水平驱动机构，所述上除

尘机构和所述下除尘机构均连接所述水平驱动机构，所述上除尘机构位于所述除尘布料的

上方，所述下除尘机构位于所述除尘布料的下方，所述上除尘机构安装于所述除尘机架上，

所述下除尘机构安装于所述验布机架上，所述水平驱动机构安装于所述除尘机架内，所述

竖直除尘装置包括左除尘机构、右除尘机构和竖直驱动机构，所述左除尘机构和所述右除

尘机构均连接所述竖直驱动机构，所述左除尘机构位于所述除尘布料的左侧，所述右除尘

机构位于所述除尘布料的右侧，所述左除尘机构安装于所述除尘机架上，所述右除尘机构

安装于所述验布机架上，所述竖直驱动机构安装于所述除尘机架内，所述左除尘机构和所

述右除尘机构连接有抖动机构，所述抖动机构包括左抖动机构和右抖动机构，所述左抖动

机构位于所述左除尘机构的左侧，所述左抖动机构安装于所述除尘机架内，所述右抖动机

构位于所述右除尘机构的右侧，所述右抖动机构安装于所述验布机架内，所述上除尘机构

包括上除尘轴和上除尘架，所述上除尘架安装于所述除尘机架上，所述上除尘轴包括上除

尘主动轴和上除尘从动轴，所述上除尘主动轴和所述上除尘从动轴均安装于所述上除尘架

内，所述上除尘主动轴上设有上主动齿轮，所述上除尘从动轴上设有上从动齿轮，所述上主

动齿轮和所述上从动齿轮之间连接有上同步带，所述上同步带上安装有上除尘座，所述上

除尘座上设有上除尘刮板和上除尘磁片，所述上除尘主动轴连接所述水平驱动机构，所述

除尘布料的左端设有输布架，所述除尘布料的右端设有收布架，所述验布机架和除尘机架

上设有导向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应用于服装生产的验布除尘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下除尘

机构包括下除尘轴和下除尘架，所述下除尘架安装于所述验布机架上，所述下除尘轴包括

下除尘主动轴和下除尘从动轴，所述下除尘主动轴和所述下除尘从动轴均安装于所述下除

尘架内，所述下除尘主动轴上设有下主动齿轮，所述下除尘从动轴上设有下从动齿轮，所述

下主动齿轮和所述下从动齿轮之间连接有下同步带，所述下同步带上安装有下除尘座，所

述下除尘座上设有下除尘刮板和下除尘磁片，所述下除尘主动轴连接所述水平驱动机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应用于服装生产的验布除尘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平驱

动机构包括水平驱动电机和水平主动驱动轮，所述水平驱动电机连接有水平电机输出轴，

所述水平电机输出轴的另一端连接有水平联轴器，所述水平联轴器连接有水平传动轴，所

述水平传动轴上设有所述水平主动驱动轮，所述上除尘主动轴的端部设有上从动驱动轮，

所述水平主动驱动轮的上端与所述上从动驱动轮相啮合，所述下除尘主动轴的端部设有下

从动驱动轮，所述水平主动驱动轮的下端与所述下从动驱动轮相啮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应用于服装生产的验布除尘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左除尘

机构包括左除尘轴和左除尘架，所述左除尘架安装于所述除尘机架上，所述左除尘架内安

装有所述左除尘轴，所述左除尘轴的中间套有左除尘辊，所述左除尘辊上设有左除尘毛刷，

所述左除尘辊竖直排列于所述左除尘架内，所述左除尘轴的下方设有左除尘传动轴，所述

左除尘传动轴安装于所述左除尘架上，所述左除尘传动轴上设有左除尘主动齿轮，所述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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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尘轴上设有左除尘从动齿轮，所述左除尘主动齿轮和所述左除尘从动齿轮之间连接有左

传动链条。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一种应用于服装生产的验布除尘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右除尘

机构包括右除尘轴和右除尘架，所述左除尘架安装于所述验布机架上，所述右除尘架内安

装有所述右除尘轴，所述右除尘轴的中间套有右除尘辊，所述右除尘辊上设有右除尘毛刷，

所述右除尘辊竖直排列于所述右除尘架内，所述右除尘轴的下方设有右除尘传动轴，所述

右除尘传动轴安装于所述右除尘架上，所述右除尘传动轴上设有右除尘主动齿轮，所述右

除尘轴上设有右除尘从动齿轮，所述右除尘主动齿轮和所述右除尘从动齿轮之间连接有右

传动链条。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一种应用于服装生产的验布除尘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竖直驱

动机构包括竖直驱动电机和竖直主动驱动轮，所述竖直驱动电机连接有竖直电机输出轴，

所述竖直电机输出轴的另一端连接有竖直联轴器，所述竖直联轴器连接有竖直传动轴，所

述竖直传动轴上设有所述竖直主动驱动轮，所述左除尘传动轴的端部设有左从动驱动轮，

所述竖直主动驱动轮的左端与所述左从动驱动轮相啮合，所述右除尘传动轴的端部设有右

从动驱动轮，所述竖直主动驱动轮的右端与所述右从动驱动轮相啮合。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一种应用于服装生产的验布除尘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左抖动

机构包括左抖动支架，所述左抖动支架上设有左抖动辊和左抖动传动轴，所述左抖动辊与

所述左除尘辊相匹配，所述右抖动机构包括右抖动支架，所述右抖动支架上设有右抖动辊

和右抖动传动轴，所述右抖动辊与所述右除尘辊相匹配。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应用于服装生产的验布除尘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平除

尘装置的左侧设有水平集尘盒，所述水平集尘盒连接有水平集尘管，所述水平集尘管的另

一端连接有水平集尘风机，所述竖直除尘装置的下方设有竖直集尘盒，所述竖直集尘盒连

接有竖直集尘管，所述竖直集尘管的另一端连接有竖直集尘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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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应用于服装生产的验布除尘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应用于服装生产的验布除尘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纺织业在我国是一个劳动密集程度高和对外依存度较大的产业。我国是世界上最

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和出口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持续稳定增长对保证我国外汇储备、国

际收支平衡、人民币汇率稳定、解决社会就业及纺织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纺织品的原料

主要有棉花、羊绒、羊毛、蚕茧丝、化学纤维、羽毛羽绒等。纺织业的下游产业主要有服装业、

家用纺织品、产业用纺织品等。

[0003] 其中，验布机是服装行业生产前对棉、毛、麻、丝绸、化纤等特大幅面、双幅和单幅

布进行检测的一套必备的专用设备。验布机的作业方法:提供验布的硬件环境，连续分段展

开面料，提供充足光源，操作人员靠目力观察，发现面疵点和色差，验布机自动完成记长和

卷装整理工作。性能好的验布机带有电子检疵装置，由计算机统计分析，协助验布操作并且

打印输出。

[0004] 但是在实际使用中，由于待检验的布上在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带有尘土、污

垢等，且再加上静电的作用，在验布机上传送过程中又会吸附灰尘，导致在验布过程中时常

给操作人员造成阻碍，使操作人员无法无法分辨清楚，影响检验效果。而操作人员通常通过

用手清理待检验布，给操作人员带来很大麻烦，并且会影响布的质量以及由于加大工作量

导致验布效果降低。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应用于服装生产的验布除尘系统，该系统结构简单、

科学便利、针对性强、自动化程度高、方便快捷、大幅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很好地解决了验布

机的除尘问题。通过水平除尘装置和竖直除尘装置对除尘布料的上下两个表面分别进行两

次除尘处理，消除除尘布料的污垢、灰尘和静电作用，消除率可达到98％，从而达到布面整

洁、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良率、降低报废率、降低产品成本的目的。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应用于服装生产的验布除尘系统，包括验布机架和除尘机架，除尘机架位于

验布机架的左侧，验布机架和除尘机架之间形成有除尘通道，除尘通道内设有除尘布料和

除尘装置，除尘装置包括水平除尘装置和竖直除尘装置，水平除尘装置水平设置于除尘通

道内，竖直除尘装置竖直设置设置于除尘通道内，水平除尘装置包括上除尘机构、下除尘机

构和水平驱动机构，上除尘机构和下除尘机构均连接水平驱动机构，上除尘机构位于除尘

布料的上方，下除尘机构位于除尘布料的下方，上除尘机构安装于除尘机架上，下除尘机构

安装于验布机架上，水平驱动机构安装于除尘机架内，竖直除尘装置包括左除尘机构、右除

尘机构和竖直驱动机构，左除尘机构和右除尘机构均连接竖直驱动机构，左除尘机构位于

除尘布料的左侧，右除尘机构位于除尘布料的右侧，左除尘机构安装于除尘机架上，右除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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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安装于验布机架上，竖直驱动机构安装于除尘机架内，左除尘机构和右除尘机构连接

有抖动机构，抖动机构包括左抖动机构和右抖动机构，左抖动机构位于左除尘机构的左侧，

左抖动机构安装于除尘机架内，右抖动机构位于右除尘机构的右侧，右抖动机构安装于验

布机架内。除尘通道内安装有水平除尘装置和竖直除尘装置，是处理除尘布料的场所。水平

除尘装置通过水平驱动机构带动上除尘机构和下除尘机构运动去除除尘布料表面的静电

作用和金属碎屑，对除尘布料进行第一次除尘处理，其中上除尘机构和下除尘机构的结构

相似，只需要通过一个水平驱动机构，就可以带动上除尘机构和下除尘机构同时进行除尘

工作，减少了驱动设备，节约了能源。竖直除尘装置通过竖直驱动机构带动左除尘机构和右

除尘机构运动去除除尘布料表面的污垢和灰尘，对除尘布料进行第二次除尘处理，其中左

除尘机构和右除尘机构的结构相似，只需要通过一个竖直驱动机构，就可以带动左除尘机

构和右除尘机构同时进行除尘工作，减少了驱动设备，节约了能源。通过抖动机构，附着于

左除尘毛刷和右除尘毛刷上的污垢和灰尘更容易被抖落，从而提高除尘效率。

[0008] 进一步，上除尘机构包括上除尘轴和上除尘架，上除尘架安装于除尘机架上，上除

尘轴包括上除尘主动轴和上除尘从动轴，上除尘主动轴和上除尘从动轴均安装于上除尘架

内，上除尘主动轴上设有上主动齿轮，上除尘从动轴上设有上从动齿轮，上主动齿轮和上从

动齿轮之间连接有上同步带，上同步带上安装有上除尘座，上除尘座上设有上除尘刮板和

上除尘磁片，上除尘主动轴连接水平驱动机构。上除尘机构通过水平驱动机构带动上除尘

主动轴运动，在上同步带的作用下，带动上除尘从动轴也开始运动。通过上同步带的联动作

用，上除尘座跟着上同步带开始作旋转运动，这样上除尘刮板和上除尘磁片就可以对除尘

布料的上表面进行除尘作用，不但可以消除除尘布料上表面的静电作用，而且可以去除因

除尘布料与导向辊之间摩擦而产生的金属碎屑，从而达到布面整洁、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产

品良率、降低报废率、降低产品成本的目的。

[0009] 进一步，下除尘机构包括下除尘轴和下除尘架，下除尘架安装于验布机架上，下除

尘轴包括下除尘主动轴和下除尘从动轴，下除尘主动轴和下除尘从动轴均安装于下除尘架

内，下除尘主动轴上设有下主动齿轮，下除尘从动轴上设有下从动齿轮，下主动齿轮和下从

动齿轮之间连接有下同步带，下同步带上安装有下除尘座，下除尘座上设有下除尘刮板和

下除尘磁片，下除尘主动轴连接水平驱动机构。下除尘机构通过水平驱动机构带动下除尘

主动轴运动，在下同步带的作用下，带动下除尘从动轴也开始运动。通过下同步带的联动作

用，下除尘座跟着上同步带开始作旋转运动，这样下除尘刮板和下除尘磁片就可以对除尘

布料的下表面进行除尘作用，不但可以消除除尘布料下表面的静电作用，而且可以去除因

除尘布料与导向辊之间摩擦而产生的金属碎屑，从而达到布面整洁、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产

品良率、降低报废率、降低产品成本的目的。

[0010] 进一步，水平驱动机构包括水平驱动电机和水平主动驱动轮，水平驱动电机连接

有水平电机输出轴，水平电机输出轴的另一端连接有水平联轴器，水平联轴器连接有水平

传动轴，水平传动轴上设有水平主动驱动轮，上除尘主动轴的端部设有上从动驱动轮，水平

主动驱动轮的上端与上从动驱动轮相啮合，下除尘主动轴的端部设有下从动驱动轮，水平

主动驱动轮的下端与下从动驱动轮相啮合。水平驱动机构通过水平驱动电机带动水平电机

输出轴作旋转运动，在水平联轴器的联结作用下，水平传动轴也开始作旋转运动。水平传动

轴上设有水平主动驱动轮，通过水平主动驱动轮分别与上从动驱动轮和下从动驱动轮的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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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用，带动上除尘机构和下除尘机构开始运动，同时对除尘布料的上下两个表面同时进

行第一次除尘作用，消除除尘布料的静电作用和铁屑，消除率可达到98％，从而达到布面整

洁、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良率、降低报废率、降低产品成本的目的。

[0011] 进一步，左除尘机构包括左除尘轴和左除尘架，左除尘架安装于除尘机架上，左除

尘架内安装有左除尘轴，左除尘轴的中间套有左除尘辊，左除尘辊上设有左除尘毛刷，左除

尘辊竖直排列于左除尘架内，左除尘轴的下方设有左除尘传动轴，左除尘传动轴安装于左

除尘架上，左除尘传动轴上设有左除尘主动齿轮，左除尘轴上设有左除尘从动齿轮，左除尘

主动齿轮和左除尘从动齿轮之间连接有左传动链条。左除尘机构通过竖直驱动机构带动左

除尘传动轴开始运动，在左传动链条的作用下，带动左除尘传动轴上方的左除尘辊开始运

动，这样左除尘毛刷就可以清除除尘布料上表面的污垢和灰尘，达到清洁除尘布料上表面

的作用。左除尘架的数量有两个，前后对应安装排布，每个左除尘架上设有安装左除尘轴和

左除尘传动轴的轴孔(图中未画出)，这样的安装排布，更加有利于清除除尘布料上表面的

污垢和灰尘。左除尘轴的数量有若干根，每根左除尘轴上均安装有左除尘毛刷，图中画出了

4根，可以根据人们的需要安装合理数量的左除尘轴。

[0012] 进一步，右除尘机构包括右除尘轴和右除尘架，左除尘架安装于验布机架上，右除

尘架内安装有右除尘轴，右除尘轴的中间套有右除尘辊，右除尘辊上设有右除尘毛刷，右除

尘辊竖直排列于右除尘架内，右除尘轴的下方设有右除尘传动轴，右除尘传动轴安装于右

除尘架上，右除尘传动轴上设有右除尘主动齿轮，右除尘轴上设有右除尘从动齿轮，右除尘

主动齿轮和右除尘从动齿轮之间连接有右传动链条。右除尘机构通过竖直驱动机构带动右

除尘传动轴开始运动，在右传动链条的作用下，带动右除尘传动轴上方的右除尘辊开始运

动，这样右除尘毛刷就可以清除除尘布料下表面的污垢和灰尘，达到清洁除尘布料下表面

的作用。右除尘架的数量有两个，前后对应安装排布，每个右除尘架上设有安装右除尘轴和

右除尘传动轴的轴孔(图中未画出)，这样的安装排布，更加有利于清除除尘布料下表面的

污垢和灰尘。右除尘轴的数量有若干根，每根右除尘轴上均安装有右除尘毛刷，图中画出了

4根，可以根据人们的需要安装合理数量的右除尘轴。

[0013] 进一步，竖直驱动机构包括竖直驱动电机和竖直主动驱动轮，竖直驱动电机连接

有竖直电机输出轴，竖直电机输出轴的另一端连接有竖直联轴器，竖直联轴器连接有竖直

传动轴，竖直传动轴上设有竖直主动驱动轮，左除尘传动轴的端部设有左从动驱动轮，竖直

主动驱动轮的左端与左从动驱动轮相啮合，右除尘传动轴的端部设有右从动驱动轮，竖直

主动驱动轮的右端与右从动驱动轮相啮合。竖直驱动机构通过竖直驱动电机带动竖直电机

输出轴作旋转运动，在竖直联轴器的联结作用下，竖直传动轴也开始作旋转运动。竖直传动

轴上设有竖直主动驱动轮，通过竖直主动驱动轮分别与左从动驱动轮和右从动驱动轮的啮

合作用，带动左除尘机构和右除尘机构开始运动，同时对除尘布料的上下两个表面同时进

行第二次除尘作用，消除除尘布料的污垢和灰尘，消除率可达到98％，从而达到布面整洁、

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良率、降低报废率、降低产品成本的目的。

[0014] 进一步，左抖动机构包括左抖动支架，左抖动支架上设有左抖动辊和左抖动传动

轴，左抖动辊与左除尘辊相匹配，右抖动机构包括右抖动支架，右抖动支架上设有右抖动辊

和右抖动传动轴，右抖动辊与右除尘辊相匹配。左抖动机构通过左抖动支架上的左抖动辊，

将左除尘毛刷的污垢和灰尘顺利抖落到竖直集尘盒内，右抖动机构通过右抖动支架上的右

说　明　书 3/8 页

6

CN 105170499 B

6



抖动辊，将右除尘毛刷的污垢和灰尘顺利抖落到竖直集尘盒内，这样更加有利于清除除尘

布料表面的污垢和灰尘。

[0015] 进一步，除尘布料的左端设有输布架，除尘布料的右端设有收布架，验布机架和除

尘机架上设有导向辊。

[0016] 进一步，水平除尘装置的左侧设有水平集尘盒，水平集尘盒连接有水平集尘管，水

平集尘管的另一端连接有水平集尘风机，竖直除尘装置的下方设有竖直集尘盒，竖直集尘

盒连接有竖直集尘管，竖直集尘管的另一端连接有竖直集尘风机。通过水平集尘风机和竖

直集尘风机分别将水平集尘盒和竖直集尘管内的灰尘进行集中处理，排出机体之外。

[0017] 由于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8] 本发明为一种应用于服装生产的验布除尘系统，该系统结构简单、科学便利、针对

性强、自动化程度高、方便快捷、大幅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很好地解决了验布机的除尘问题。

通过水平除尘装置和竖直除尘装置对除尘布料的上下两个表面分别进行两次除尘处理，消

除除尘布料的污垢、灰尘和静电作用，消除率可达到98％，从而达到布面整洁、提高产品质

量、提升产品良率、降低报废率、降低产品成本的目的。除尘通道内安装有水平除尘装置和

竖直除尘装置，是处理除尘布料的场所。水平除尘装置通过水平驱动机构带动上除尘机构

和下除尘机构运动去除除尘布料表面的静电作用和金属碎屑，对除尘布料进行第一次除尘

处理，其中上除尘机构和下除尘机构的结构相似，只需要通过一个水平驱动机构，就可以带

动上除尘机构和下除尘机构同时进行除尘工作，减少了驱动设备，节约了能源。竖直除尘装

置通过竖直驱动机构带动左除尘机构和右除尘机构运动去除除尘布料表面的污垢和灰尘，

对除尘布料进行第二次除尘处理，其中左除尘机构和右除尘机构的结构相似，只需要通过

一个竖直驱动机构，就可以带动左除尘机构和右除尘机构同时进行除尘工作，减少了驱动

设备，节约了能源。通过抖动机构，附着于左除尘毛刷和右除尘毛刷上的污垢和灰尘更容易

被抖落，从而提高除尘效率。

[0019] 上除尘机构通过水平驱动机构带动上除尘主动轴运动，在上同步带的作用下，带

动上除尘从动轴也开始运动。通过上同步带的联动作用，上除尘座跟着上同步带开始作旋

转运动，这样上除尘刮板和上除尘磁片就可以对除尘布料的上表面进行除尘作用，不但可

以消除除尘布料上表面的静电作用，而且可以去除因除尘布料与导向辊之间摩擦而产生的

金属碎屑，从而达到布面整洁、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良率、降低报废率、降低产品成本的

目的。下除尘机构通过水平驱动机构带动下除尘主动轴运动，在下同步带的作用下，带动下

除尘从动轴也开始运动。通过下同步带的联动作用，下除尘座跟着上同步带开始作旋转运

动，这样下除尘刮板和下除尘磁片就可以对除尘布料的下表面进行除尘作用，不但可以消

除除尘布料下表面的静电作用，而且可以去除因除尘布料与导向辊之间摩擦而产生的金属

碎屑，从而达到布面整洁、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良率、降低报废率、降低产品成本的目

的。水平驱动机构通过水平驱动电机带动水平电机输出轴作旋转运动，在水平联轴器的联

结作用下，水平传动轴也开始作旋转运动。水平传动轴上设有水平主动驱动轮，通过水平主

动驱动轮分别与上从动驱动轮和下从动驱动轮的啮合作用，带动上除尘机构和下除尘机构

开始运动，同时对除尘布料的上下两个表面同时进行第一次除尘作用，消除除尘布料的静

电作用和铁屑，消除率可达到98％，从而达到布面整洁、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良率、降低

报废率、降低产品成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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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左除尘机构通过竖直驱动机构带动左除尘传动轴开始运动，在左传动链条的作用

下，带动左除尘传动轴上方的左除尘辊开始运动，这样左除尘毛刷就可以清除除尘布料上

表面的污垢和灰尘，达到清洁除尘布料上表面的作用。左除尘架的数量有两个，前后对应安

装排布，每个左除尘架上设有安装左除尘轴和左除尘传动轴的轴孔(图中未画出)，这样的

安装排布，更加有利于清除除尘布料上表面的污垢和灰尘。左除尘轴的数量有若干根，每根

左除尘轴上均安装有左除尘毛刷，图中画出了4根，可以根据人们的需要安装合理数量的左

除尘轴。右除尘机构通过竖直驱动机构带动右除尘传动轴开始运动，在右传动链条的作用

下，带动右除尘传动轴上方的右除尘辊开始运动，这样右除尘毛刷就可以清除除尘布料下

表面的污垢和灰尘，达到清洁除尘布料下表面的作用。右除尘架的数量有两个，前后对应安

装排布，每个右除尘架上设有安装右除尘轴和右除尘传动轴的轴孔(图中未画出)，这样的

安装排布，更加有利于清除除尘布料下表面的污垢和灰尘。右除尘轴的数量有若干根，每根

右除尘轴上均安装有右除尘毛刷，图中画出了4根，可以根据人们的需要安装合理数量的右

除尘轴。竖直驱动机构通过竖直驱动电机带动竖直电机输出轴作旋转运动，在竖直联轴器

的联结作用下，竖直传动轴也开始作旋转运动。竖直传动轴上设有竖直主动驱动轮，通过竖

直主动驱动轮分别与左从动驱动轮和右从动驱动轮的啮合作用，带动左除尘机构和右除尘

机构开始运动，同时对除尘布料的上下两个表面同时进行第二次除尘作用，消除除尘布料

的污垢和灰尘，消除率可达到98％，从而达到布面整洁、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良率、降低

报废率、降低产品成本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中一种应用于服装生产的验布除尘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中水平除尘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中下除尘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发明中图3中A向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本发明中竖直除尘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7] 图6为本发明中左除尘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8] 图7为本发明中图6中B向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8为本发明中左抖动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0] 图9为本发明中水平驱动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10为本发明中立体驱动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11为本发明中水平除尘装置的工作状态结构示意图；

[0033] 图12为本发明中竖直除尘装置的工作状态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如图1至图12所示，一种应用于服装生产的验布除尘系统，包括验布机架1和除尘

机架2，除尘机架2位于验布机架1的左侧，验布机架1和除尘机架2之间形成有除尘通道20。

除尘通道20内设有除尘布料22和除尘装置，除尘装置包括水平除尘装置和竖直除尘装置，

水平除尘装置水平设置于除尘通道20内，竖直除尘装置竖直设置设置于除尘通道20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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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除尘装置包括上除尘机构3、下除尘机构4和水平驱动机构5，上除尘机构3和下除尘机构4

均连接水平驱动机构5，上除尘机构3位于除尘布料22的上方，下除尘机构4位于除尘布料22

的下方，上除尘机构3安装于除尘机架2上，下除尘机构4安装于验布机架1上，水平驱动机构

5安装于除尘机架2内。竖直除尘装置包括左除尘机构6、右除尘机构7和竖直驱动机构8，左

除尘机构6和右除尘机构7均连接竖直驱动机构8，左除尘机构6位于除尘布料22的左侧，右

除尘机构7位于除尘布料22的右侧，左除尘机构6安装于除尘机架2上，右除尘机构7安装于

验布机架1上，竖直驱动机构8安装于除尘机架2内。左除尘机构6和右除尘机构7连接有抖动

机构，抖动机构包括左抖动机构9和右抖动机构10，左抖动机构9位于左除尘机构6的左侧，

左抖动机构9安装于除尘机架2内，右抖动机构10位于右除尘机构7的右侧，右抖动机构10安

装于验布机架1内。除尘通道20内安装有水平除尘装置和竖直除尘装置，是处理除尘布料22

的场所。水平除尘装置通过水平驱动机构5带动上除尘机构3和下除尘机构4运动去除除尘

布料22表面的静电作用和金属碎屑，对除尘布料22进行第一次除尘处理，其中上除尘机构3

和下除尘机构4的结构相似，只需要通过一个水平驱动机构5，就可以带动上除尘机构3和下

除尘机构4同时进行除尘工作，减少了驱动设备，节约了能源。竖直除尘装置通过竖直驱动

机构8带动左除尘机构6和右除尘机构7运动去除除尘布料22表面的污垢和灰尘，对除尘布

料22进行第二次除尘处理，其中左除尘机构6和右除尘机构7的结构相似，只需要通过一个

竖直驱动机构8，就可以带动左除尘机构6和右除尘机构7同时进行除尘工作，减少了驱动设

备，节约了能源。通过抖动机构，附着于左除尘毛刷69和右除尘毛刷79上的污垢和灰尘更容

易被抖落，从而提高除尘效率。

[0035] 上除尘机构3包括上除尘轴和上除尘架31，上除尘架31安装于除尘机架2上，上除

尘轴包括上除尘主动轴32和上除尘从动轴33，上除尘主动轴32和上除尘从动轴33均安装于

上除尘架31内，上除尘主动轴32上设有上主动齿轮34，上除尘从动轴33上设有上从动齿轮

35，上主动齿轮34和上从动齿轮35之间连接有上同步带30，上同步带30上安装有上除尘座

36，上除尘座36上设有上除尘刮板37和上除尘磁片38，上除尘主动轴32连接水平驱动机构

5。上除尘机构3通过水平驱动机构5带动上除尘主动轴32运动，在上同步带30的作用下，带

动上除尘从动轴33也开始运动。通过上同步带30的联动作用，上除尘座36跟着上同步带30

开始作旋转运动，这样上除尘刮板37和上除尘磁片38就可以对除尘布料22的上表面进行除

尘作用，不但可以消除除尘布料22上表面的静电作用，而且可以去除因除尘布料22与导向

辊之间摩擦而产生的金属碎屑，从而达到布面整洁、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良率、降低报

废率、降低产品成本的目的。

[0036] 下除尘机构4包括下除尘轴和下除尘架41，下除尘架41安装于验布机架1上，下除

尘轴包括下除尘主动轴42和下除尘从动轴43，下除尘主动轴42和下除尘从动轴43均安装于

下除尘架41内，下除尘主动轴42上设有下主动齿轮44，下除尘从动轴43上设有下从动齿轮

45，下主动齿轮44和下从动齿轮45之间连接有下同步带40，下同步带40上安装有下除尘座

46，下除尘座46上设有下除尘刮板47和下除尘磁片48，下除尘主动轴42连接水平驱动机构

5。下除尘机构4通过水平驱动机构5带动下除尘主动轴42运动，在下同步带40的作用下，带

动下除尘从动轴43也开始运动。通过下同步带40的联动作用，下除尘座46跟着上同步带30

开始作旋转运动，这样下除尘刮板47和下除尘磁片48就可以对除尘布料22的下表面进行除

尘作用，不但可以消除除尘布料22下表面的静电作用，而且可以去除因除尘布料22与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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辊之间摩擦而产生的金属碎屑，从而达到布面整洁、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良率、降低报

废率、降低产品成本的目的。

[0037] 水平驱动机构5包括水平驱动电机51和水平主动驱动轮55，水平驱动电机51连接

有水平电机输出轴52，水平电机输出轴52的另一端连接有水平联轴器53，水平联轴器53连

接有水平传动轴54，水平传动轴54上设有水平主动驱动轮55，上除尘主动轴32的端部设有

上从动驱动轮39，水平主动驱动轮55的上端与上从动驱动轮39相啮合，下除尘主动轴42的

端部设有下从动驱动轮49，水平主动驱动轮55的下端与下从动驱动轮49相啮合。水平驱动

机构5通过水平驱动电机51带动水平电机输出轴52作旋转运动，在水平联轴器53的联结作

用下，水平传动轴54也开始作旋转运动。水平传动轴54上设有水平主动驱动轮55，通过水平

主动驱动轮55分别与上从动驱动轮39和下从动驱动轮49的啮合作用，带动上除尘机构3和

下除尘机构4开始运动，同时对除尘布料22的上下两个表面同时进行第一次除尘作用，消除

除尘布料22的静电作用和铁屑，消除率可达到98％，从而达到布面整洁、提高产品质量、提

升产品良率、降低报废率、降低产品成本的目的。

[0038] 左除尘机构6包括左除尘轴63和左除尘架61，左除尘架61安装于除尘机架2上，左

除尘架61内安装有左除尘轴63，左除尘轴63的中间套有左除尘辊66，左除尘辊66上设有左

除尘毛刷69，左除尘辊66竖直排列于左除尘架61内，左除尘轴63的下方设有左除尘传动轴

62，左除尘传动轴62安装于左除尘架61上，左除尘传动轴62上设有左除尘主动齿轮64，左除

尘轴63上设有左除尘从动齿轮65，左除尘主动齿轮64和左除尘从动齿轮65之间连接有左传

动链条68。左除尘机构6通过竖直驱动机构8带动左除尘传动轴62开始运动，在左传动链条

68的作用下，带动左除尘传动轴62上方的左除尘辊66开始运动，这样左除尘毛刷69就可以

清除除尘布料22上表面的污垢和灰尘，达到清洁除尘布料22上表面的作用。左除尘架61的

数量有两个，前后对应安装排布，每个左除尘架61上设有安装左除尘轴63和左除尘传动轴

62的轴孔(图中未画出)，这样的安装排布，更加有利于清除除尘布料22上表面的污垢和灰

尘。左除尘轴63的数量有若干根，每根左除尘轴63上均安装有左除尘毛刷69，图中画出了4

根，可以根据人们的需要安装合理数量的左除尘轴63。

[0039] 右除尘机构7包括右除尘轴73和右除尘架71，左除尘架61安装于验布机架1上，右

除尘架71内安装有右除尘轴73，右除尘轴73的中间套有右除尘辊76，右除尘辊76上设有右

除尘毛刷79，右除尘辊76竖直排列于右除尘架71内，右除尘轴73的下方设有右除尘传动轴

72，右除尘传动轴72安装于右除尘架71上，右除尘传动轴72上设有右除尘主动齿轮74，右除

尘轴73上设有右除尘从动齿轮75，右除尘主动齿轮74和右除尘从动齿轮75之间连接有右传

动链条78。右除尘机构7通过竖直驱动机构8带动右除尘传动轴72开始运动，在右传动链条

78的作用下，带动右除尘传动轴72上方的右除尘辊76开始运动，这样右除尘毛刷79就可以

清除除尘布料22下表面的污垢和灰尘，达到清洁除尘布料22下表面的作用。右除尘架71的

数量有两个，前后对应安装排布，每个右除尘架71上设有安装右除尘轴73和右除尘传动轴

72的轴孔(图中未画出)，这样的安装排布，更加有利于清除除尘布料22下表面的污垢和灰

尘。右除尘轴73的数量有若干根，每根右除尘轴73上均安装有右除尘毛刷79，图中画出了4

根，可以根据人们的需要安装合理数量的右除尘轴73。

[0040] 竖直驱动机构8包括竖直驱动电机81和竖直主动驱动轮85，竖直驱动电机81连接

有竖直电机输出轴82，竖直电机输出轴82的另一端连接有竖直联轴器83，竖直联轴器83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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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有竖直传动轴84，竖直传动轴84上设有竖直主动驱动轮85，左除尘传动轴62的端部设有

左从动驱动轮67，竖直主动驱动轮85的左端与左从动驱动轮67相啮合，右除尘传动轴72的

端部设有右从动驱动轮77，竖直主动驱动轮85的右端与右从动驱动轮77相啮合。竖直驱动

机构8通过竖直驱动电机81带动竖直电机输出轴82作旋转运动，在竖直联轴器83的联结作

用下，竖直传动轴84也开始作旋转运动。竖直传动轴84上设有竖直主动驱动轮85，通过竖直

主动驱动轮85分别与左从动驱动轮67和右从动驱动轮77的啮合作用，带动左除尘机构6和

右除尘机构7开始运动，同时对除尘布料22的上下两个表面同时进行第二次除尘作用，消除

除尘布料22的污垢和灰尘，消除率可达到98％，从而达到布面整洁、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产

品良率、降低报废率、降低产品成本的目的。

[0041] 左抖动机构9包括左抖动支架91，左抖动支架91上设有左抖动辊92和左抖动传动

轴93，左抖动辊92与左除尘辊66相匹配，右抖动机构10包括右抖动支架101，右抖动支架101

上设有右抖动辊102和右抖动传动轴103，右抖动辊102与右除尘辊76相匹配。左抖动机构9

通过左抖动支架91上的左抖动辊92，将左除尘毛刷69的污垢和灰尘顺利抖落到竖直集尘盒

内，右抖动机构10通过右抖动支架101上的右抖动辊102，将右除尘毛刷79的污垢和灰尘顺

利抖落到竖直集尘盒内，这样更加有利于清除除尘布料22表面的污垢和灰尘。

[0042] 除尘布料22的左端设有输布架11，除尘布料22的右端设有收布架12，验布机架1和

除尘机架2上设有导向辊13。水平除尘装置的左侧设有水平集尘盒14，水平集尘盒14连接有

水平集尘管15，水平集尘管15的另一端连接有水平集尘风机16，竖直除尘装置的下方设有

竖直集尘盒17，竖直集尘盒17连接有竖直集尘管18，竖直集尘管18的另一端连接有竖直集

尘风机19。通过水平集尘风机16和竖直集尘风机19分别将水平集尘盒14和竖直集尘管18内

的灰尘进行集中处理，排出机体之外。

[0043] 本实用型一种应用于服装生产的验布除尘系统的工作过程：先通过输布架11和导

向辊13将除尘布料22输送到除尘通道20内；与此同时，先通过水平除尘装置，对除尘布料22

的上下两表面进行第一次除尘工作，然后再通过竖直除尘装置，对除尘布料22的上下两表

面进行第二次除尘工作，消除除尘布料22上下两个表面的污垢、灰尘和静电作用，消除率可

达到98％，从而达到布面整洁、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良率、降低报废率、降低产品成本的

目的；最后将除尘布料22收卷于收布架12上。

[0044] 以上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但本发明的技术特征并不局限于此。任何以本发

明为基础，为解决基本相同的技术问题，实现基本相同的技术效果，所作出地简单变化、等

同替换或者修饰等，皆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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