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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多组分舒适弹性抗静电

功能经编面料生产用收卷装置，包括卷绕驱动装

置、切断连接装置和两个卷绕装置，所述切断连

接装置的前端设有卷绕驱动装置，所述卷绕驱动

装置和切断连接装置上均设有卷绕装置，所述卷

绕驱动装置用于驱动其上的卷绕装置卷绕面料，

所述切断连接装置用于将面料固定在其上的卷

绕装置上并对面料切断，所述切断连接装置还将

其上的卷绕装置输送到卷绕驱动装置，所述切断

连接装置的后端设有缓冲装置，与现有技术相

比，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并且使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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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组分舒适弹性抗静电功能经编面料生产用收卷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卷绕

驱动装置(1)、切断连接装置(2)和两个卷绕装置(3)，所述切断连接装置(2)的前端设有卷

绕驱动装置(1)，所述卷绕驱动装置(1)和切断连接装置(2)上均设有卷绕装置(3)，所述卷

绕驱动装置(1)用于驱动其上的卷绕装置(3)卷绕面料，所述切断连接装置(2)用于将面料

固定在其上的卷绕装置(3)上并对面料切断，所述切断连接装置(2)还将其上的卷绕装置

(3)输送到卷绕驱动装置(1)，所述切断连接装置(2)的后端设有缓冲装置(4)。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组分舒适弹性抗静电功能经编面料生产用收卷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卷绕装置(3)包括气胀轴(31)和套设在气胀轴(31)上的卷绕筒(32)，所述卷

绕筒(32)的外周面设有固定凹槽(33)，所述固定凹槽(33)的两侧壁均设有弹性垫(34)，所

述气胀轴(31)两端的轴体(311)的自由端均固定套设有轴承(35)，所述轴体(311)的自由端

均设有连接槽(36)，所述气胀轴(31)的气胀体(312)的周面设有定位凸起(37)，所述卷绕筒

(32)的内周面设有与定位凸起(37)相配合的定位槽(38)。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组分舒适弹性抗静电功能经编面料生产用收卷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切断连接装置(2)包括底座(21)、两个支座(22)、两个固定机构(23)和切断

固定机构(24)，所述底座(21)上设有两个支座(22)，所述支座(22)的上端为前低后高的斜

面，所述支座(22)的上端均设有与轴承(35)相配合的导向槽(25)，所述支座(22)的后端均

设有与连接槽(36)连接的固定机构(23)，所述切断固定机构(24)设在两个支座(22)上用于

将面料固定在固定凹槽(33)内并对面料切断。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多组分舒适弹性抗静电功能经编面料生产用收卷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机构(23)包括支撑座(231)、气缸(232)和插接体(233)，所述支撑座

(231)上设有气缸(232)，所述气缸(232)的活塞杆上设有与连接槽(36)相配合的插接体

(233)。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多组分舒适弹性抗静电功能经编面料生产用收卷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切断固定机构(24)包括两个龙门架(241)、气动缸(242)、安装座(243)、压紧

体(244)和电热丝(245)，所述两个龙门架(241)的横梁上设有连接支座(249)，所述连接支

座(249)上设有气动缸(242)，所述气动缸(242)的工作端设有安装座(243)，所述安装座

(243)的底部设有座体(246)和位于座体(246)前方的电热丝(245)，所述座体(246)的下端

内设有电磁铁(247)，所述压紧体(244)的上端设有与座体(246)相配合的插接槽(248)。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组分舒适弹性抗静电功能经编面料生产用收卷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卷绕驱动装置(1)包括两个顶紧驱动机构(11)和两个阻挡机构(12)，支座

(22)的前端外侧均设有顶紧驱动机构(11)和阻挡机构(12)，所述顶紧驱动机构(11)包括底

板(111)、驱动气缸(112)、滑座(113)、两个滑轨(114)、电机(115)和顶紧体(116)，所述底板

(111)的上端设有两个滑轨(114)和位于两个滑轨(114)之间的驱动气缸(112)，所述滑座

(113)可滑动设在两个滑轨(114)上并由驱动气缸(112)驱动，所述滑座(113)上设有电机

(115)，所述电机(115)的转动轴上设有顶紧在连接槽(36)内的顶紧体(116)，所述阻挡机构

(12)包括推动气缸(121)和设在推动气缸(121)的活塞杆上的挡体(122)。

7.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多组分舒适弹性抗静电功能经编面料生产用收卷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底座(21)的前端设有缓冲垫(5)，所述缓冲垫(5)的前端设有阻挡体(6)。

8.如权利要求1至7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多组分舒适弹性抗静电功能经编面料生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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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卷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缓冲装置(4)包括两个支撑臂(41)、两个固定辊(42)、两个连接

臂(43)和移动辊(44)，所述两个支撑臂(41)之间设有前后两个固定辊(42)，所述移动辊

(44)的两端均通过连接臂(43)与所对应的底座(21)可转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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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组分舒适弹性抗静电功能经编面料生产用收卷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面料生产的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多组分舒适弹性抗静电功能经编面

料生产用收卷装置的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服装以面料制作而成，面料就是用来制作服装的材料，作为服装三要素之一，面料

不仅可以诠释服装的风格和特性，而且直接左右着服装的色彩、造型的表现效果，呈现出自

身的高贵完美，手感柔软。

[0003] 现有的收卷装置在收卷量达到一定量时，一般需要停机卸料，从而降低生产效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解决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提出一种多组分舒适弹性抗静电功能

经编面料生产用收卷装置，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并且使用方便。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多组分舒适弹性抗静电功能经编面料生产用

收卷装置，包括卷绕驱动装置、切断连接装置和两个卷绕装置，所述切断连接装置的前端设

有卷绕驱动装置，所述卷绕驱动装置和切断连接装置上均设有卷绕装置，所述卷绕驱动装

置用于驱动其上的卷绕装置卷绕面料，所述切断连接装置用于将面料固定在其上的卷绕装

置上并对面料切断，所述切断连接装置还将其上的卷绕装置输送到卷绕驱动装置，所述切

断连接装置的后端设有缓冲装置。

[0006] 作为优选，所述卷绕装置包括气胀轴和套设在气胀轴上的卷绕筒，所述卷绕筒的

外周面设有固定凹槽，所述固定凹槽的两侧壁均设有弹性垫，所述气胀轴两端的轴体的自

由端均固定套设有轴承，所述轴体的自由端均设有连接槽，所述气胀轴的气胀体的周面设

有定位凸起，所述卷绕筒的内周面设有与定位凸起相配合的定位槽。

[0007] 作为优选，所述切断连接装置包括底座、两个支座、两个固定机构和切断固定机

构，所述底座上设有两个支座，所述支座的上端为前低后高的斜面，所述支座的上端均设有

与轴承相配合的导向槽，所述支座的后端均设有与连接槽连接的固定机构，所述切断固定

机构设在两个支座上用于将面料固定在固定凹槽内并对面料切断。

[0008] 作为优选，所述固定机构包括支撑座、气缸和插接体，所述支撑座上设有气缸，所

述气缸的活塞杆上设有与连接槽相配合的插接体。

[0009] 作为优选，所述切断固定机构包括龙门架、气动缸、安装座、压紧体和电热丝，所述

两个龙门架的横梁上设有连接支座，所述连接支座上设有气动缸，所述气动缸的工作端设

有安装座，所述安装座的底部设有座体和位于座体前方的电热丝，所述座体的下端内设有

电磁铁，所述压紧体的上端设有与座体相配合的插接槽。

[0010] 作为优选，所述卷绕驱动装置包括两个顶紧驱动机构和两个阻挡机构，支座的前

端外侧均设有顶紧驱动机构和阻挡机构，所述顶紧驱动机构包括底板、驱动气缸、滑座、两

个滑轨、电机和顶紧体，所述底板的上端设有两个滑轨和位于两个滑轨之间的驱动气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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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滑座可滑动设在两个滑轨上并由驱动气缸驱动，所述滑座上设有电机，所述电机的转动

轴上设有顶紧在连接槽内的顶紧体，所述阻挡机构包括推动气缸和设在推动气缸的活塞杆

上的挡体。

[0011] 作为优选，所述底座的前端设有缓冲垫，所述缓冲垫的前端设有阻挡体。

[0012] 作为优选，所述缓冲装置包括两个支撑臂、两个固定辊、两个连接臂和移动辊，所

述两个支撑臂之间设有前后两个固定辊，所述移动辊的两端均通过连接臂与所对应的底座

可转动连接。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通过将切断连接装置的前端设有卷绕驱动装置，卷绕

驱动装置和切断连接装置上均设有卷绕装置，卷绕驱动装置用于驱动其上的卷绕装置卷绕

面料，切断连接装置用于将面料固定在其上的卷绕装置上并对面料切断，切断连接装置还

将其上的卷绕装置输送到卷绕驱动装置，切断连接装置的后端设有缓冲装置，与现有技术

相比，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并且使用方便。

[0014] 本发明的特征及优点将通过实施例结合附图进行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一种多组分舒适弹性抗静电功能经编面料生产用收卷装置的结构示

意图；

[0016] 图2是切断固定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发明一种多组分舒适弹性抗静电功能经编面料生产用收卷装置的部分俯

视图。

[0018] 图中：1-卷绕驱动装置、2-切断连接装置、3-卷绕装置、4-缓冲装置、5-缓冲垫、6-

阻挡体、11-顶紧驱动机构、12-阻挡机构、21-底座、22-支座、23-固定机构、24-切断固定机

构、25-导向槽、31-气胀轴、32-卷绕筒、33-固定凹槽、34-弹性垫、35-轴承、36-连接槽、37-

定位凸起、38-定位槽、311-轴体、312-气胀体、41-支撑臂、42-固定辊、43-连接臂、44-移动

辊、111-底板、112-驱动气缸、113-滑座、114-滑轨、115-电机、116-顶紧体、121-推动气缸、

122-挡体、231-支撑座、232-气缸、233-插接体、241-龙门架、242-气动缸、243-安装座、244-

压紧体、245-电热丝、246-座体、247-电磁铁、248-插接槽、249-连接支座。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参阅图1、图2和图3，本发明一种多组分舒适弹性抗静电功能经编面料生产用收卷

装置，包括卷绕驱动装置1、切断连接装置2和两个卷绕装置3，所述切断连接装置2的前端设

有卷绕驱动装置1，所述卷绕驱动装置1和切断连接装置2上均设有卷绕装置3，所述卷绕驱

动装置1用于驱动其上的卷绕装置3卷绕面料，所述切断连接装置2用于将面料固定在其上

的卷绕装置3上并对面料切断，所述切断连接装置2还将其上的卷绕装置3输送到卷绕驱动

装置1，所述切断连接装置2的后端设有缓冲装置4，所述卷绕装置3包括气胀轴31和套设在

气胀轴31上的卷绕筒32，所述卷绕筒32的外周面设有固定凹槽33，所述固定凹槽33的两侧

壁均设有弹性垫34，所述气胀轴31两端的轴体311的自由端均固定套设有轴承35，所述轴体

311的自由端均设有连接槽36，所述气胀轴31的气胀体312的周面设有定位凸起37，所述卷

绕筒32的内周面设有与定位凸起37相配合的定位槽38，所述切断连接装置2包括底座21、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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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支座22、两个固定机构23和切断固定机构24，所述底座21上设有两个支座22，所述支座22

的上端为前低后高的斜面，所述支座22的上端均设有与轴承35相配合的导向槽25，所述支

座22的后端均设有与连接槽36连接的固定机构23，所述切断固定机构24设在两个支座22上

用于将面料固定在固定凹槽33内并对面料切断，所述固定机构23包括支撑座231、气缸232

和插接体233，所述支撑座231上设有气缸232，所述气缸232的活塞杆上设有与连接槽36相

配合的插接体233，所述切断固定机构24包括龙门架241、气动缸242、安装座243、压紧体244

和电热丝245，所述两个龙门架241的横梁上设有连接支座249，所述连接支座249上设有气

动缸242，所述气动缸242的工作端设有安装座243，所述安装座243的底部设有座体246和位

于座体246前方的电热丝245，所述座体246的下端内设有电磁铁247，所述压紧体244的上端

设有与座体246相配合的插接槽248，所述卷绕驱动装置1包括两个顶紧驱动机构11和两个

阻挡机构12，支座22的前端外侧均设有顶紧驱动机构11和阻挡机构12，所述顶紧驱动机构

11包括底板111、驱动气缸112、滑座113、两个滑轨114、电机115和顶紧体116，所述底板111

的上端设有两个滑轨114和位于两个滑轨114之间的驱动气缸112，所述滑座113可滑动设在

两个滑轨114上并由驱动气缸112驱动，所述滑座113上设有电机115，所述电机115的转动轴

上设有顶紧在连接槽36内的顶紧体116，所述阻挡机构12包括推动气缸121和设在推动气缸

121的活塞杆上的挡体122，所述底座21的前端设有缓冲垫5，所述缓冲垫5的前端设有阻挡

体6，所述缓冲装置4包括两个支撑臂41、两个固定辊42、两个连接臂43和移动辊44，所述两

个支撑臂41之间设有前后两个固定辊42，所述移动辊44的两端均通过连接臂43与所对应的

底座21可转动连接。

[0020] 本发明工作过程：

[0021] 本发明一种多组分舒适弹性抗静电功能经编面料生产用收卷装置在工作过程中，

通过电机115带动顶紧体116转动，顶紧体116带动与其连接的卷绕装置3卷绕面料，当卷绕

面料达到一定量时，电机115停止并启动气动缸242带动安装座243和电热丝245向下运动，

将压紧体244压入固定凹槽33内对面料进行固定，而电热丝245对压紧体244前方的面料切

断，然后停止电磁铁247并启动气动缸242带动安装座243和电热丝245向上回位运动，然后

启动气缸232、推动气缸121和驱动气缸112，气缸232带动插接体233从连接槽36内移出，此

时，该卷绕装置3拉动面料在自重下自动沿着支座22的上端向低处运动，而推动气缸121带

动挡体122向上运动解除对轴承35的阻挡，而驱动气缸112带动滑座113运动，滑座113通过

电机115带动顶紧体116从连接槽36内移出，此时，卷绕有面料的卷绕装置3从支座22上滚落

在缓冲垫5上。

[0022] 然后推动气缸121带动挡体122向下运动回到阻挡位置，当拉有面料的卷绕装置3

被挡体122阻挡后，启动电机115和驱动气缸112，电机115带动顶紧体116转动，驱动气缸112

带动滑座113运动，滑座113通过电机115带动顶紧体116顶紧在连接槽36内，拉有面料的卷

绕装置3在顶紧体116的带动下转动卷绕面料；

[0023] 然后将一卷绕装置3搁置在导向槽24上，启动气缸232带动插接体233插入连接槽

36内，实现对卷绕装置3的固定，然后将一压紧体244通过电磁铁247固定在座体246上。

[0024] 上述实施例是对本发明的说明，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定，任何对本发明简单变换后

的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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