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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化纤假发成型装置，它包

括箱体和热风机，箱体上端中部设置有储药罐，

储药罐通过出药管连接有布液器，布液器下端中

部安装有喷头，箱体下侧内壁中部连接有底座，

底座上端中部设置有假发头模，假发头模上设置

有进风口，热风机一端连接有进风管，进风管伸

入到假发头模内，进风管上设置有出风口，底座

左右两侧均设置有排液管，排液管下端伸出箱体

外，排液管下方设置有收集箱，箱体左右两侧内

壁中部均设置有加热灯，箱体上部左侧连接有出

风管，出风管另一端连接有除湿器，除湿器另一

端连接有导风管，导风管另一端与热风机相连；

本发明具有生产成本低、加热均匀、定型效果好、

提升工作环境、循环利用率高和生产效率高的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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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化纤假发成型装置，它包括箱体和热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箱体下端设置有

支腿，所述的箱体上端中部设置有储药罐，所述的储药罐通过出药管连接有布液器，所述的

布液器下端中部安装有喷头，所述的喷头下端设置有出液口，所述的喷头两侧均设置有挡

板A，所述的挡板A安装在布液器下端，所述的箱体下侧内壁中部固定连接有底座，所述的底

座上端中部设置有假发头模，所述的假发头模为中空结构，所述的假发头模上设置有进风

口，所述的热风机一端连接有进风管，所述的进风管依次贯穿箱体下侧壁、底座和假发头模

下侧壁并伸入到假发头模内，所述的进风管上设置有阀门A和出风口，所述的底座上端左右

两侧均设置有挡板B，所述的底座左右两侧均设置有排液管，所述的排液管分别位于假发头

模和挡板B之间，所述的排液管下端依次贯穿底座和箱体下侧壁并伸出箱体外，所述的排液

管上设置有阀门B，所述的排液管下方设置有收集箱，所述的箱体左右两侧内壁中部均设置

有加热灯，所述的加热灯电性连接有控制器，所述的控制器位于箱体右侧外壁中部，所述的

箱体上部左侧连接有出风管，所述的出风管另一端连接有除湿器，所述的箱体左侧外壁上

固定连接有支撑板，所述的除湿器与支撑板左端固定连接，所述的除湿器内设置有过滤网，

所述的除湿器另一端连接有导风管，所述的导风管另一端与热风机相连。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化纤假发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喷头位于假发头模

的正上方。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化纤假发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加热灯的中心与假

发头模的中心位于同一水平线上，且加热灯的高度大于假发头模的高度。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化纤假发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挡板A倾斜设置在

布液器下端。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化纤假发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出液口均匀分布在

喷头下端面上。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化纤假发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进风口均匀分布在

假发头模上。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化纤假发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出风口均匀分布在

伸入到假发头模内的进风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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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化纤假发成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假发生产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化纤假发成型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在的市场上的假发主要为化纤丝类假发，需要经过多道工序才能最终得到所需

要的产品，卷曲的假发是发制品中较常见的假发品种之一，定型是卷曲的假发在生产过程

中必不可少的生产环节，现有的定型设备常采用加热定型处理，加热不均匀使定型效果差，

不能及时处理从假发上流淌下来的药剂，污染环境，且资源利用率低，增加了生产成本，因

此，急需设计一种生产成本低、操作简便、加热均匀、定型效果好、及时收集从假发上流淌下

来的药剂、提升工作环境、循环利用率高、生产效率高的化纤假发成型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结构设计合理、操作简便、

生产成本低、加热均匀、定型效果好、及时收集从假发上流淌下来的药剂、提升工作环境、循

环利用率高、生产效率高和适合工业化生产的化纤假发成型装置。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化纤假发成型装置，它包括箱体和热风机，所述

的箱体下端设置有支腿，所述的箱体上端中部设置有储药罐，所述的储药罐通过出药管连

接有布液器，所述的布液器下端中部安装有喷头，所述的喷头下端设置有出液口，所述的喷

头两侧均设置有挡板A，所述的挡板A安装在布液器下端，所述的箱体下侧内壁中部固定连

接有底座，所述的底座上端中部设置有假发头模，所述的假发头模为中空结构，所述的假发

头模上设置有进风口，所述的热风机一端连接有进风管，所述的进风管依次贯穿箱体下侧

壁、底座和假发头模下侧壁并伸入到假发头模内，所述的进风管上设置有阀门A和出风口，

所述的底座上端左右两侧均设置有挡板B，所述的底座左右两侧均设置有排液管，所述的排

液管分别位于假发头模和挡板B之间，所述的排液管下端依次贯穿底座和箱体下侧壁并伸

出箱体外，所述的排液管上设置有阀门B，所述的排液管下方设置有收集箱，所述的箱体左

右两侧内壁中部均设置有加热灯，所述的加热灯电性连接有控制器，所述的控制器位于箱

体右侧外壁中部，所述的箱体上部左侧连接有出风管，所述的出风管另一端连接有除湿器，

所述的箱体左侧外壁上固定连接有支撑板，所述的除湿器与支撑板左端固定连接，所述的

除湿器内设置有过滤网，所述的除湿器另一端连接有导风管，所述的导风管另一端与热风

机相连。

[0005] 所述的喷头位于假发头模的正上方。

[0006] 所述的加热灯的中心与假发头模的中心位于同一水平线上，且加热灯的高度大于

假发头模的高度。

[0007] 所述的挡板A倾斜设置在布液器下端。

[0008] 所述的出液口均匀分布在喷头下端面上。

[0009] 所述的进风口均匀分布在假发头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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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的出风口均匀分布在伸入到假发头模内的进风管上。

[0011] 本发明产生的有益效果：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化纤假发成型装置，将化纤假发套在

假发头模上，喷头向假发喷射药剂，喷头下端均匀分布有出液口，使药剂均匀喷射到假发

上，打开进风管上的阀门A，热风经进风管上均匀设置的出风口向假发头模吹热风，假发头

模上均匀设置有进风口，热风经进风口向套在假发头模上的假发由内向外吹热风，使假发

由内向外风干，通过控制器打开箱体左右两侧内壁中部的加热灯，加热灯对假发进行加热

烘干，刚开始烘干时，控制器控制加热灯的加热功率较大，随着时间的增加，降低加热灯的

加热功率，防止长时间使用大功率加热使假发焦化，阶梯性加热烘干，保证假发产品的成型

质量；箱体上部左侧连接有出风管，对假发烘干处理后的风经出风管流至除湿器内，除湿器

内设置有过滤网，不仅可以进行除湿处理还可以过滤掉风中夹带的杂质，除湿和过滤处理

后的风经导风管回流至热风机内，经热风机加热后再次对假发进行风干处理，循环利用率

高，降低生产成本；挡板A倾斜设置在布液器下端，且挡板A位于喷头左右两侧，挡板A的设置

起到引流作用，防止药剂喷射到加热灯上造成资源浪费；从假发上流淌下来的药剂经排液

管流至收集箱内，底座上端左右两侧均设置有挡板B，挡板B起到引流作用，及时收集从假发

上流淌下来的药剂、防止污染工作环境；加热灯由外至内对假发进行烘干，热风由内至外对

假发进行风干，提高成型效率和效果，假发产品质量好；总的，本发明具有结构设计合理、操

作简便、生产成本低、加热均匀、定型效果好、及时收集从假发上流淌下来的药剂、提升工作

环境、循环利用率高、生产效率高和适合工业化生产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一种化纤假发成型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发明一种化纤假发成型装置中喷头的仰视图。

[0014] 图中：1、箱体   2、储药罐   3、出药管   4、布液器   5、挡板A   6、加热灯   7、出风

管   8、除湿器   9、过滤网   10、  支撑板   11、导风管   12、热风机   13、阀门A   14、进风管  

15、收集箱   16、排液管   17、阀门B   18、支腿   19、底座   20、挡板B   21、出风口   22、控

制器   23、假发头模   24、进风口   25、喷头   26、出液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实施例1

如图1-2所示，一种化纤假发成型装置，它包括箱体1和热风机12，所述的箱体1下端设

置有支腿18，所述的箱体1上端中部设置有储药罐2，所述的储药罐2通过出药管3连接有布

液器4，所述的布液器4下端中部安装有喷头25，所述的喷头25下端设置有出液口26，所述的

喷头25两侧均设置有挡板A5，所述的挡板A5安装在布液器4下端，所述的箱体1下侧内壁中

部固定连接有底座19，所述的底座19上端中部设置有假发头模23，所述的假发头模23为中

空结构，所述的假发头模23上设置有进风口24，所述的热风机12一端连接有进风管14，所述

的进风管14依次贯穿箱体1下侧壁、底座19和假发头模23下侧壁并伸入到假发头模23内，所

述的进风管14上设置有阀门A13和出风口21，所述的底座19上端左右两侧均设置有挡板

B20，所述的底座19左右两侧均设置有排液管16，所述的排液管16分别位于假发头模23和挡

板B20之间，所述的排液管16下端依次贯穿底座19和箱体1下侧壁并伸出箱体1外，所述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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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管16上设置有阀门B17，所述的排液管16下方设置有收集箱15，所述的箱体1左右两侧内

壁中部均设置有加热灯6，所述的加热灯6电性连接有控制器22，所述的控制器22位于箱体1

右侧外壁中部，所述的箱体1上部左侧连接有出风管7，所述的出风管7另一端连接有除湿器

8，所述的箱体1左侧外壁上固定连接有支撑板10，所述的除湿器8与支撑板10左端固定连

接，所述的除湿器8内设置有过滤网9，所述的除湿器8另一端连接有导风管11，所述的导风

管11另一端与热风机12相连。

[0016]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化纤假发成型装置，将化纤假发套在假发头模上，喷头向假发

喷射药剂，喷头下端设置有出液口，使药剂均匀喷射到假发上，打开进风管上的阀门A，热风

经进风管上设置的出风口向假发头模吹热风，假发头模上设置有进风口，热风经进风口向

套在假发头模上的假发由内向外吹热风，使假发由内向外风干，通过控制器打开箱体左右

两侧内壁中部的加热灯，加热灯对假发进行加热烘干，刚开始烘干时，控制器控制加热灯的

加热功率较大，随着时间的增加，降低加热灯的加热功率，防止长时间使用大功率加热使假

发焦化，阶梯性加热烘干，保证假发产品的成型质量；箱体上部左侧连接有出风管，对假发

烘干处理后的风经出风管流至除湿器内，除湿器内设置有过滤网，不仅可以进行除湿处理

还可以过滤掉风中夹带的杂质，除湿和过滤处理后的风经导风管回流至热风机内，经热风

机加热后再次对假发进行风干处理，循环利用率高，降低生产成本；挡板A设置在布液器下

端，且挡板A位于喷头左右两侧，挡板A的设置起到引流作用，防止药剂喷射到加热灯上造成

资源浪费；从假发上流淌下来的药剂经排液管流至收集箱内，底座上端左右两侧均设置有

挡板B，挡板B起到引流作用，及时收集从假发上流淌下来的药剂、防止污染工作环境；加热

灯由外至内对假发进行烘干，热风由内至外对假发进行风干，提高成型效率和效果，假发产

品质量好。

[0017] 实施例2

如图1-2所示，一种化纤假发成型装置，它包括箱体1和热风机12，所述的箱体1下端设

置有支腿18，所述的箱体1上端中部设置有储药罐2，所述的储药罐2通过出药管3连接有布

液器4，所述的布液器4下端中部安装有喷头25，所述的喷头25下端设置有出液口26，所述的

喷头25两侧均设置有挡板A5，所述的挡板A5安装在布液器4下端，所述的箱体1下侧内壁中

部固定连接有底座19，所述的底座19上端中部设置有假发头模23，所述的假发头模23为中

空结构，所述的假发头模23上设置有进风口24，所述的热风机12一端连接有进风管14，所述

的进风管14依次贯穿箱体1下侧壁、底座19和假发头模23下侧壁并伸入到假发头模23内，所

述的进风管14上设置有阀门A13和出风口21，所述的底座19上端左右两侧均设置有挡板

B20，所述的底座19左右两侧均设置有排液管16，所述的排液管16分别位于假发头模23和挡

板B20之间，所述的排液管16下端依次贯穿底座19和箱体1下侧壁并伸出箱体1外，所述的排

液管16上设置有阀门B17，所述的排液管16下方设置有收集箱15，所述的箱体1左右两侧内

壁中部均设置有加热灯6，所述的加热灯6电性连接有控制器22，所述的控制器22位于箱体1

右侧外壁中部，所述的箱体1上部左侧连接有出风管7，所述的出风管7另一端连接有除湿器

8，所述的箱体1左侧外壁上固定连接有支撑板10，所述的除湿器8与支撑板10左端固定连

接，所述的除湿器8内设置有过滤网9，所述的除湿器8另一端连接有导风管11，所述的导风

管11另一端与热风机12相连，所述的喷头25位于假发头模23的正上方，所述的加热灯6的中

心与假发头模23的中心位于同一水平线上，且加热灯6的高度大于假发头模23的高度，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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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挡板A5倾斜设置在布液器4下端，所述的出液口26均匀分布在喷头25下端面上，所述的进

风口24均匀分布在假发头模23上，所述的出风口21均匀分布在伸入到假发头模23内的进风

管14上。

[0018]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化纤假发成型装置，将化纤假发套在假发头模上，喷头向假发

喷射药剂，喷头下端均匀分布有出液口，使药剂均匀喷射到假发上，打开进风管上的阀门A，

热风经进风管上均匀设置的出风口向假发头模吹热风，假发头模上均匀设置有进风口，热

风经进风口向套在假发头模上的假发由内向外吹热风，使假发由内向外风干，通过控制器

打开箱体左右两侧内壁中部的加热灯，加热灯对假发进行加热烘干，刚开始烘干时，控制器

控制加热灯的加热功率较大，随着时间的增加，降低加热灯的加热功率，防止长时间使用大

功率加热使假发焦化，阶梯性加热烘干，保证假发产品的成型质量；箱体上部左侧连接有出

风管，对假发烘干处理后的风经出风管流至除湿器内，除湿器内设置有过滤网，不仅可以进

行除湿处理还可以过滤掉风中夹带的杂质，除湿和过滤处理后的风经导风管回流至热风机

内，经热风机加热后再次对假发进行风干处理，循环利用率高，降低生产成本；挡板A倾斜设

置在布液器下端，且挡板A位于喷头左右两侧，挡板A的设置起到引流作用，防止药剂喷射到

加热灯上造成资源浪费；从假发上流淌下来的药剂经排液管流至收集箱内，底座上端左右

两侧均设置有挡板B，挡板B起到引流作用，及时收集从假发上流淌下来的药剂、防止污染工

作环境；加热灯由外至内对假发进行烘干，热风由内至外对假发进行风干，提高成型效率和

效果，假发产品质量好；总的，本发明具有结构设计合理、操作简便、生产成本低、加热均匀、

定型效果好、及时收集从假发上流淌下来的药剂、提升工作环境、循环利用率高、生产效率

高和适合工业化生产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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