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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服装生产设备领域，特别涉

及一种吸附机构及带有该吸附机构的服装制样

机，解决了现有技术中的服装制样机使用寿命较

短的问题，其技术方案要点是一种吸附机构，包

括吸附通孔、真空吸附箱和真空泵，真空吸附箱

与真空泵间设置有连接管，连接管内安装有可拆

卸的过滤装置，过滤装置包括过滤管和安装在过

滤管内的过滤网。真空吸附箱在真空泵的作用

下，利用吸附通孔对铺设在工作平台上的硬纸板

进行吸附，使得硬纸板平整的贴合在工作平台

上，同时在切割制样的过程中保持相对静止。通

过过滤装置的设置，将切割过程中被吸附通孔吸

入真空吸附箱内的小纸屑、灰尘等杂质进行过

滤，使进入真空泵的空气较为洁净，从而延长了

吸附机构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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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吸附机构，包括开设于工作平台(1)上的吸附通孔(41)、安装于工作平台(1)下

且与所述吸附通孔(41)相连通的真空吸附箱(42)和与真空吸附箱(42)相连通的真空泵

(43)，其特征在于，所述真空吸附箱(42)与所述真空泵(43)间设置有连接管(45)，所述连接

管(45)内安装有可拆卸的过滤装置(47)，所述过滤装置(47)包括过滤管(471)和安装在过

滤管(471)内的过滤网(47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吸附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管(471)包括与连接管

(45)通过螺纹连接的上管(4711)和套设于上管(4711)上的下管(4712)，所述下管(4712)与

连接管(45)的下部通过螺纹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吸附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上管(4711)设置有向所述上

管(4711)轴心方向延伸的第一翻边(4713)，所述下管(4712)设置有向远离所述下管(4712)

轴心方向延伸的第二翻边(4714)，所述第一翻边(4713)的边缘与所述下管(4712)的外壁密

封，所述第二翻边(4714)的边缘与所述上管(4711)的内壁密封。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吸附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翻边(4713)的内侧边缘

安装有第一密封环(4716)，所述第二翻边(4714)的外侧边缘安装有第二密封环(4717)。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吸附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下管(4712)的内安装有过滤

筛(473)，所述过滤筛(473)内填充有活性炭颗粒。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吸附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下管(4712)的内壁上设置有

限位块(4715)，所述过滤筛(473)抵接在所述限位块(4715)的上方。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吸附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网(472)安装于所述下

管(4712)内安装在所述过滤筛(473)的上方。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吸附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管(45)的下方安装有三

通阀(46)，所述三通阀(46)包括第一下口(461)和第二下口(462)，所述第一下口(461)与所

述真空泵(43)相连接，所述第二下口(462)与一鼓风机(44)相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吸附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网(472)与所述下管

(4712)的内壁通过螺纹连接。

10.一种服装制样机，其特征在于，包含权利要求1至9中任意一项所述的吸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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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吸附机构及带有该吸附机构的服装制样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服装生产设备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吸附机构及带有该吸附机构的

服装制样机。

背景技术

[0002] 服装制样机是专用于服装纸样切割的自动化设备，主要是用来制作服装的纸样和

绘图的机器。具有切割精度高，速度快的有点，目前在服装生产行业广泛使用。

[0003] 在授权公告号为CN206675058U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中，公开了一种纸样切割机，

包括工作平台和安装在工作平台上的真空吸附装置，真空吸附装置包括安装于工作平台底

部的真空吸附箱和与真空吸附箱相通的真空泵，工作平台上开设有与真空吸附箱相通的吸

附通孔。依靠真空泵的作用，通过吸附通孔将纸板吸附在工作平台上，从而防止纸板的移

动。

[0004] 在割刀将硬纸板切割制样的过程中，小的纸屑、灰尘等杂质被吸入到吸附通孔内，

长期使用后，不仅可能会堵塞吸附通孔，而且可能被吸入真空泵内，造成真空泵的损坏，严

重影响了服装制样机的使用寿命。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吸附机构及带有该吸附机构的服装制样机，其优势

在于，具有过滤装置，将小的纸屑、灰尘等杂质进行过滤，延长了服装制样机的使用寿命。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7] 一种吸附机构，包括开设于工作平台上的吸附通孔、安装于工作平台下且与所述

吸附通孔相连通的真空吸附箱和与真空吸附箱相连通的真空泵，所述真空吸附箱与所述真

空泵间设置有连接管，所述连接管内安装有可拆卸的过滤装置，所述过滤装置包括过滤管

和安装在过滤管内的过滤网。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真空吸附箱在真空泵的作用下，利用吸附通孔对铺设在

工作平台上的硬纸板进行吸附，使得硬纸板平整的贴合在工作平台上，同时在切割制样的

过程中保持相对静止。通过过滤装置的设置，将切割过程中被吸附通孔吸入真空吸附箱内

的小纸屑、灰尘等杂质进行过滤，使进入真空泵的空气较为洁净，从而延长了吸附机构的使

用寿命。

[0009] 作为优选，所述过滤管包括与连接管通过螺纹连接的上管和套设于上管上的下

管，所述下管与连接管的下部通过螺纹连接。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上管与连接管的上部螺纹连接，下管与连接管的下部螺

纹连接，便于过滤装置从连接管上拆卸下来，从而便于对过滤装置进行清洗。

[0011] 作为优选，所述上管设置有向所述上管轴心方向延伸的第一翻边，所述下管设置

有向远离所述下管轴心方向延伸的第二翻边，所述第一翻边的边缘与所述下管的外壁密

封，所述第二翻边的边缘与所述上管的内壁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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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第一翻边与第二翻边的设置，上管与下管之间相互

限位，防止相互脱离。第一翻边与下管的外壁保持密封，第二翻边与上管的内壁保持密封，

从而保证了吸附机构整体的密封性能，提高了吸附机构的吸附效果。

[0013] 作为优选，所述第一翻边的内侧边缘安装有第一密封环，所述第二翻边的外侧边

缘安装有第二密封环。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第一密封环与第二密封环的设置，进一步提高了第

一翻边与上管的内壁的密封性和第二翻边与下管的外壁的密封性，确保了吸附机构的吸附

效果良好。

[0015] 作为优选，所述下管的内安装有过滤筛，所述过滤筛内填充有活性炭颗粒。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过滤筛的设置，对吸入真空泵内的空气做进一步的

过滤，将空气中有害气体进行吸附，从而减少了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对真空泵的腐蚀，从而进

一步延长了吸附机构的使用寿命。

[0017] 作为优选，所述下管的内壁上设置有限位块，所述过滤筛抵接在所述限位块的上

方。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限位块的设置，限位块的上表面与过滤筛的下表面

相抵接支撑，对过滤筛进行限位，防止过滤筛滑落，便于过滤筛的取出与安装。

[0019] 作为优选，所述过滤网安装于所述下管内安装在所述过滤筛的上方。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吸入真空泵内的空气先经过过滤网的初步过滤，将较大

的纸屑、灰尘进行过滤，再通过过滤筛，进行进一步的过滤。因而，降低了过滤筛的清理频

率，使用方便。

[0021] 作为优选，所述连接管的下方安装有三通阀，所述三通阀包括第一下口和第二下

口，所述第一下口与所述真空泵相连接，所述第二下口与一鼓风机相连接。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三通阀及鼓风机的设置，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利用鼓

风机对连接管道、过滤装置、真空吸附箱进行反吹风，将附着在内壁上的较小的灰尘杂物吹

出，从而便于后续继续使用吸附机构。

[0023] 作为优选，所述过滤网与所述下管的内壁通过螺纹连接。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过滤网与下管内壁的螺纹连接，从而提高了过滤网

与下管内壁的连接强度，防止鼓风机在反吹时，将过滤筛及过滤网吹动，进而影响过滤装置

的过滤效果。

[0025] 作为优选，其特征在于，带有该吸附机构的服装制样机。

[0026] 通过采用上述技方案，带有该吸附机构的服装制样机，相对于普通的服装制样机，

具有过滤装置，将小的纸屑、灰尘等杂质进行过滤，延长了服装制样机的使用寿命。

[0027]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8] 真空吸附箱在真空泵的作用下，利用吸附通孔对铺设在工作平台上的硬纸板进行

吸附，使得硬纸板平整的贴合在工作平台上，同时在切割制样的过程中保持相对静止。通过

过滤装置的设置，将切割过程中被吸附通孔吸入真空吸附箱内的小纸屑、灰尘等杂质进行

过滤，使进入真空泵的空气较为洁净，从而延长了吸附机构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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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一种服装制样机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为图1中A处的放大图；

[0031] 图3为过滤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4为图3中B处的放大图。

[0033] 图中：1、工作平台；2、横杠；3、打样头；4、吸附机构；41、吸附通孔；42、真空吸附箱；

43、真空泵；44、鼓风机；45、连接管；46、三通阀；461、第一下口；462、第二下口；47、过滤装

置；471、过滤管；4711、上管；4712、下管；4713、第一翻边；4714、第二翻边；4715、限位块；

4716、第一密封环；4717、第二密封环；472、过滤网；473、过滤筛。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5] 参考附图1,一种服装制样机包括工作平台1、设置于工作平台1上的横杠2、安装于

横杠2上的打样头3和吸附机构4。横杠2可沿工作台进行移动，打样头3可沿横杠2进行移动。

[0036] 吸附机构4包括开设于工作平台1上的吸附通孔41（参考附图2）、安装于吸附平台

下且与吸附通孔41相连通的真空吸附箱42、真空吸附箱42相连通的真空泵43和与真空吸附

箱42相连通的鼓风机44。

[0037] 真空吸附箱42的下部安装有连接管45，连接管45的下部安装有一三通阀46，三通

阀46包括第一下口461与第二下口462，其中，第一下口461与真空泵43相连接，第二下口462

与鼓风机44相连接。

[0038] 参考附图3与附图4，连接管45内安装有可拆卸的过滤装置47，过滤装置47包括过

滤管471、安装在过滤管471内的过滤网472和安装在过滤管471内的过滤筛473。

[0039] 过滤管471包括相互套设的上管4711与下管4712，上管4711的下端设置有向上管

4711轴心方向延伸的第一翻边4713，上管4711的上端设置有向远离轴心方向延伸的第二翻

边4714。第一翻边4713与第二翻边4714平行设置，且均与过滤管471的管壁相垂直。

[0040] 第二翻边4714位于第一翻边4713的上方，且第一翻边4713与下管4712的外壁滑动

密封，第二翻边4714与上管4711的内壁滑动密封。第一翻边4713的内侧边缘安装有第一密

封环4716，第二翻边4714的外侧边缘安装有第二密封环4717。

[0041] 下管4712的内壁上设置有环形的限位块4715，过滤筛473安装于限位块4715的上

方，通过限位块4715对过滤筛473进行支撑限位，过滤筛473内填充有大量活性炭颗粒。过滤

网472安装在过滤筛473的上方，并与下管4712的内壁通过螺纹连接。

[0042] 服装制样机在工作时，启动真空泵43，从而通过吸附机构4对铺设在工作平台1上

的硬纸板进行吸附；纸屑或灰尘被吸入真空吸附箱42内进一步进入连接管45后，在过滤网

472的作用下，进行初步过滤，再通过过滤筛473对经过过滤网472过滤后的空气进行进一步

过滤，使进入真空泵43的空气较为洁净，从而延长了吸附机构4的使用寿命。

[0043] 使用完毕后，关闭真空泵43，并启动鼓风机44，对连接管45、真空吸附箱42进行反

冲，将附着在内壁上的灰尘、纸屑吹出。

[0044] 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可将过滤装置47拆下，对过滤网472及过滤筛473进行清洗和

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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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本领

域技术人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

只要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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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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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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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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