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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垫机用大克重宽幅棉芯均布铺敷设备及

均布铺敷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既能有效地将粉碎机粉碎

后又发生静电抱团的木浆、棉浆分解开来，又能

够将分解后的木浆、棉浆均布铺敷在所制床垫底

层上的床垫机用大克重宽幅棉芯均布铺敷设备

及均布铺敷方法，由棉芯粉碎机和棉芯解团机构

成；棉芯粉碎机的出料口直对棉芯解团机的进料

口，棉芯解团机中的进料口由两根齿辊的相对面

构成且两根齿轮通过皮带轮传动机构由电机驱

动同步转动。优点：一是通过滚针或齿盘的不同

排列，通过控制达到3D棉芯的制作；二是通过结

团物理分解结构与粉碎机的协同运作，使得设备

成型部分既实现了宽幅均匀铺敷，又满足了不同

克重、不同厚度棉芯的制作要求；三是通过该装

置可以将带有香味或药用功能的粉末或液体均

匀的施加在木浆纤维中，增加棉芯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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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床垫机用大克重宽幅棉芯均布铺敷设备的均布铺敷方法，其特征是所述床垫机

用大克重宽幅棉芯均布铺敷设备由棉芯粉碎机(1)和棉芯解团机(2)构成；棉芯粉碎机(1)

的出料口直对棉芯解团机(2)的进料口，棉芯解团机(2)中的进料口由两根齿辊(21)的相对

面之间的间隔构成且两根齿辊(21)通过皮带轮传动机构(23)由电机(24)驱动同步转动；

两根齿辊相对面间距小于10mm；齿辊由辊轴(220)及套在辊轴上的多片滚针轮片(217)

错位构成；滚针轮片间的间距小于5mm；

棉芯粉碎机(1)将棉浆粉碎后由棉芯粉碎机(1)内送料管道送至出料口，粉碎后的棉浆

在通过送料管道时受静电的作用结成团，然后进入棉芯解团机(2)的进料口，两根齿辊在电

机及皮带轮传动机构带动下高速旋转，高速旋转的齿辊面上的齿将结团棉浆纤维拖入由两

根齿辊的相对面之间的间隔构成的进料口内且在旋转至两根齿辊出口时，由于两根齿辊旋

转方向相反，故瞬间将结团棉浆纤维物理分解开后铺敷在所制床垫铺设层上，在负压吸风

的作用下，形成可控制的棉芯形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床垫机用大克重宽幅棉芯均布铺敷设备的均布铺敷方法，其

特征是：滚针轮片(217)厚度小于3mm，滚针轮片圆周面是由多根针(212)和针与针之间的凹

弧形槽(211)构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床垫机用大克重宽幅棉芯均布铺敷设备的均布铺敷方法，其

特征是：多片滚针轮片(217)间置有隔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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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垫机用大克重宽幅棉芯均布铺敷设备及均布铺敷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既能有效地将粉碎机粉碎后又发生静电结团的棉浆分解开来，又

能够将物理分解后的棉浆均布铺敷在所制床垫底层上的床垫机用大克重宽幅棉芯均布铺

敷设备及均布铺敷方法，尤其适用于幅宽在500mm以上薄棉芯，大幅面的产品，如床垫以及

各类超薄卫生用品，属粉碎后棉浆和结团棉浆纤维二次物理分解设备制造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CN1624238A、名称“木浆粉碎机”，包括机架、电动机、输送机构、导料机构和粉碎机

构，所述粉碎机构包  括由齿片、主轴组成的齿辊，还包括两刃齿颚板1和多刃齿颚板3，其特

征在于：  所述齿辊2上的齿片数为20，每片齿片按顺时针方向错开6度；  所述齿片直径为

310毫米，齿片厚度为4毫米；齿片前角为负角，负角为10度，齿间角  为75度角；  所述两刃齿

颚板的齿形角为90度角。标号4是调隙块，见图7。其不足之处：一是木浆通过高速运转的粉

碎辊后，由于静电的作用，会导致粉碎后的纤维结团，这对于幅宽窄、厚度厚的卫生巾、婴儿

尿裤、失禁裤用吸水体而言尚可使用，但是对于幅宽宽、厚度薄的一次性床垫而言，无法满

足在线（生产线）快速铺敷的要求，只能用两台粉碎设备共同完成对所制一次性床垫棉芯的

铺敷，并且铺敷成型后的棉芯层不均匀，不仅影响产品的吸水性能，而且使用极不舒服，外

观质量差；二是由于静电导致粉碎后的纤维结团，该结团在粉碎机出料口易形成搭桥，造成

木浆、棉浆料下不来，使在线制造成床垫铺设备得不到棉浆，导致在线所制产品的报废率激

增；三是由于采用两台粉碎机共同完成对所制床垫棉浆的铺敷，因此成本高、占用空间大、

维护成本高。

发明内容

[0003] 设计目的：避免背景技术中的不足之处，设计一种既能有效地将粉碎机粉碎后又

发生静电抱团的木浆、棉浆分解开来，又能够将分解后的木浆、棉浆均布铺敷在所制床垫底

层上的床垫机用大克重宽幅棉芯均布铺敷设备及均布铺敷方法。

[0004] 设计方案：木浆通过高速运转的粉碎辊后，由于静电的作用，会导致纤维结团，导

致棉芯成型后，不均匀，影响产品的吸水性能及外观质量，此装置正是为解除结团棉芯设计

的，由于静电而结团的木浆纤维通过相向高速运转的滚针轮或齿盘轮后，会被打散，从而使

得棉芯重新回归自由状态，在负压吸风的作用下，形成可控制的棉芯形态。为了实现上述设

计目的。1、棉芯粉碎机的出料口直对棉芯解团机的进料口的设计，是本发明的技术特征之

一。这样设计的目的在于：由于棉芯解团机中的进料口由两根齿辊的相对面构成，该两根齿

轮在电机及皮带轮传动机构带动下高速旋转（其运动方向如图4所示），高速旋转的齿辊面

上的齿将结团棉浆纤维拖入由两根齿辊构成的进料口内且在旋转至两根齿辊出口时，由于

两根齿辊旋转方向相反，故瞬间将结团棉浆纤维物理分解开后铺敷在所制床垫铺设层上。

2、两根齿辊相对面间距（构成进料口）小于10mm且进料口间距可调的设计，是本发明的技术

特征之二。这样设计的目的在于：由于齿辊是由辊轴及套在辊轴上的多片滚针轮片叠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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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构成，而每片滚针片圆周面是由多根针和针与针之间的凹弧形槽构成，从而使得两根齿

辊面犹如两根相互撕扯无数手指，不仅瞬间将结团纤维撕扯开，而且使结团纤维在粉碎机

出料口前无法形成搭桥，解决了背景技术存在的技术难题，同时限定了纤维铺敷的厚度。3、

多片滚针轮片与多片滚针轮片间的间距小于5mm的设计，是本发明的技术特征之三。这样设

计的目的在于：当滚针轮片与滚针轮片之间的间距小于5mm时，就意味着结团纤维被撕开后

的横向细分铺敷宽度小于5mm，从而实现了均匀铺敷的目的。

[0005] 技术方案1：一种床垫机用大克重宽幅棉芯均布铺敷设备，由棉芯粉碎机和棉芯解

团机构成；棉芯粉碎机的出料口直对棉芯解团机的进料口，棉芯解团机中的进料口由两根

齿辊的相对面构成且两根齿辊通过皮带轮传动机构由电机驱动同步转动。

[0006] 技术方案2：一种床垫机用大克重宽幅棉芯均布铺敷设备的均布铺敷方法，棉芯粉

碎机将棉浆粉碎后由棉芯粉碎机内送料管道至出料口，由于粉碎后的棉浆在通过送料管道

时受其静电的作用结成团至棉芯解团机的进料口，棉芯解团机将来自进料口的结团棉浆在

通过由两根齿辊的相对面构成均布嘴时，被高速转速的齿辊撕开分解均布在所制床垫的铺

敷层上。

[0007] 本发明与背景技术相比，一是通过滚针或齿盘的不同排列，通过控制达到3D棉芯

的制作；二是通过结团物理分解结构与粉碎机的协同运作，使得设备成型部分既实现了宽

幅均匀铺敷，又满足了不同克重、不同厚度棉芯的制作要求；三是通过该装置可以将带有香

味或药用功能的粉末或液体均匀的施加在木浆纤维中，增加棉芯的“软实力”；四是避免粉

碎机粉碎供给量过多而导致的成型箱阻塞，或棉芯形成不均匀问题。

附图说明

[0008] 图1是床垫机用大克重宽幅棉芯均布铺敷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09] 图2是由多片滚针轮片错位叠加构成的齿辊总成的结构示意图。

[0010] 图3是滚针轮片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4是齿辊运动方向示意图。

[0012] 图5是由多根钢针构成的滚针齿辊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6是图5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14] 图7是背景技术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实施例1：参照附图1-4。一种床垫机用大克重宽幅棉芯均布铺敷设备，由棉芯粉碎

机1和棉芯解团机2构成；棉芯粉碎机1的出料口直对棉芯解团机2的进料口且棉芯粉碎机1

位于棉芯解团机2上方，棉芯解团机2中的进料口由两根齿辊21的相对面构成且两根齿辊21

通过皮带轮传动机构23由电机24驱动同步转动。两根齿辊21两端辊轴采用轴承214安装在

支座213上，支座213固定在棉芯解团机2的两侧墙板22上。所述两根齿辊2相对面间距小于

10mm。所述齿辊2由辊轴220及套在辊轴上的多片滚针轮片217错位构成且多片滚针轮片217

通过两根螺杆216、端隔套215、止转圈219固定定位。多片滚针轮片217厚度小于3mm，滚针轮

片圆周面是由多根针212和针与针之间的凹弧形槽211构成且采用激光或线切割机切割成

型。所述多片滚针轮片217间置有隔套218且多片滚针轮片与多片滚针轮片间的间距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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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m。

[0016] 实施例2：参照附图5和6。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齿辊2由辊轴220及固定在辊轴上的

多根钢针构成。多根钢针根部与辊轴面上丝扣槽旋接。

[0017] 实施例3：在实施例2的基础上，齿多根钢针根部与辊轴面焊接。

[0018] 实施例4：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一种床垫机用大克重宽幅棉芯均布铺敷设备的

均布铺敷方法，棉芯粉碎机1将棉浆粉碎后由棉芯粉碎机1内送料管道至出料口，由于粉碎

后的棉浆在通过送料管道时受其静电的作用结成团至棉芯解团机2的进料口，棉芯解团机2

将来自进料口结团棉浆在通过由两根齿辊21的相对面构成的均布嘴时，二次被高速转速的

齿辊分解撕开均布在所制床垫的铺敷层上。

[0019] 需要理解到的是：上述实施例虽然对本发明的设计思路作了比较详细的文字描

述，但是这些文字描述，只是对本发明设计思路的简单文字描述，而不是对本发明设计思路

的限制，任何不超出本发明设计思路的组合、增加或修改，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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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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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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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8

CN 105332162 B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