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2869181.X

(22)申请日 2021.11.22

(73)专利权人 郑州市君芝友纺织品有限公司

地址 450000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文

兴路7号1号楼五层A号

(72)发明人 刘伟环　

(74)专利代理机构 郑州大通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41111

代理人 祁学民

(51)Int.Cl.

D06B 23/20(2006.01)

D06B 23/3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纺织面料生产用匀浆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纺织面料生产用匀浆

装置，包括底座、输送部、匀浆部和收集装置，底

座包括工作板和支撑柱，输送部包括第一前板、

第一后板、第一主轴和支撑辊，第一前板和第一

后板的底面连接在工作板顶面上，第一前板和第

一后板的相对侧面之间连接有第一主轴，支撑辊

套装在第一主轴外周壁外侧与第一主轴转动连

接，匀浆部包括第二前板、第二后板、第一电机、

第二电机、上主轴、下主轴、上压辊和下压辊，收

集装置包括收集箱、左收集部和右收集部，左收

集部包括第三前板、第三后板和第一收集件，右

收集部包括第四前板、第四后板和第二收集件，

目的是解决现有技术中纺织面料上浆后，面料上

的浆液容易不均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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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纺织面料生产用匀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输送部、匀浆部和收集装置；

所述底座包括工作板（1）和支撑柱（2），所述工作板（1）是水平状的板体，所述工作板

（1）的底面上设有多个竖直向下的支撑柱（2）；

所述输送部包括第一前板（3）、第一后板（4）、第一主轴（5）和支撑辊（6），所述第一前板

（3）和第一后板（4）形状大小均相同、前后对称，所述第一前板（3）是竖直状的板体，所述第

一前板（3）和第一后板（4）的底面分别连接在工作板（1）顶面左部的前端和后端，所述第一

前板（3）和第一后板（4）的相对侧面之间连接有第一主轴（5），所述第一主轴（5）的中心轴线

呈自前向后状设置，所述支撑辊（6）是与第一主轴（5）同轴、前后端开口的中空圆柱体，所述

支撑辊（6）套装在第一主轴（5）外周壁外侧与第一主轴（5）转动连接；

所述匀浆部包括第二前板（7）、第二后板（8）、第一电机（7a）、第二电机（7b）、上主轴

（9）、下主轴（10）、上压辊和下压辊，所述第二前板（7）和第二后板（8）形状大小均相同、前后

对称，所述第二前板（7）是竖直状的板体，所述第二前板（7）和第二后板（8）的底面分别连接

在第一前板（3）右侧的工作板（1）顶面的前端和后端，所述第二前板（7）的前侧面上设有第

一电机（7a）和第二电机（7b），所述第一电机（7a）的输出端连接有自前向后依次贯穿第二前

板（7）和第二后板（8）的上主轴（9），所述上主轴（9）的前部和后部分别与第二前板（7）和第

二后板（8）转动连接，所述第二电机（7b）的输出端连接有自前向后依次贯穿第二前板（7）和

第二后板（8）的下主轴（10），所述下主轴（10）的前部和后部分别与第二前板（7）和第二后板

（8）转动连接，所述上主轴（9）和下主轴（10）形状大小均相同、上下对称，所述上主轴（9）位

于下主轴（10）的上方，所述上压辊和下压辊结构形状大小均相同、上下对称，所述上压辊包

括辊体（11）和刷丝（12），所述辊体（11）是与上主轴（9）同轴、前后端开口的中空圆柱体，所

述辊体（11）的外周壁上自前向后设有多排刷丝（12），每排刷丝（12）均由多个以辊体（11）的

中心轴线为中心轴呈环形阵列分布的刷丝（12）组成，每个刷丝（12）均以辊体（11）的内孔圆

心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布，所述上压辊下端的刷丝（12）与下压辊上端的刷丝相接触，所述上

压辊的辊体（11）套装在第二前板（7）和第二后板（8）之间的上主轴（9）外周壁上、与上主轴

（9）外周壁连接，所述下压辊的辊体套装在第二前板（7）和第二后板（8）之间的下主轴（10）

外周壁上、与下主轴（10）外周壁连接；

所述收集装置包括收集箱（13）、左收集部和右收集部，所述收集箱（13）是位于第二前

板（7）和第二后板（8）之间、上端开口的中空长方体，所述收集箱（13）放置在工作板（1）的顶

面上，所述左收集部包括第三前板（14）、第三后板（15）和第一收集件（16），所述第三前板

（14）和第三后板（15）形状大小均相同、前后对称，所述第三前板（14）是竖直状的板体，所述

第三前板（14）和第三后板（15）的底面分别连接在第二前板（7）左侧的工作板（1）顶面的前

端和后端，所述收集箱（13）上方的第三前板（14）和第三后板（15）相对侧面之间连接有第一

收集件（16），所述第一收集件（16）为顶端开口、底端为直边、长度沿前后方向延伸的中空三

棱柱，所述第一收集件（16）的右侧壁上端向外延伸有第一刮板（17），所述第一刮板（17）自

左朝右向上倾斜，所述第一刮板（17）的右部呈楔形，所述第一刮板（17）的右端与下压辊左

下部的刷丝相接触，所述第一收集件（16）的底部前后两端均连通有第一导管（18），每个第

一导管（18）的一端连通第一收集件（16）、另一端连通收集箱（13），所述右收集部包括第四

前板（19）、第四后板（20）和第二收集件（21），所述第四前板（19）和第四后板（20）形状大小

均相同、前后对称，所述第四前板（19）是竖直状的板体，所述第四前板（19）和第四后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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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面分别连接在第二前板（7）右侧的工作板（1）顶面的前端和后端，所述收集箱（13）上方

的第四前板（19）和第四后板（20）相对侧面之间连接有第二收集件（21），所述第二收集件

（21）为顶端开口、底端为直边、长度沿前后方向延伸的中空三棱柱，所述第二收集件（21）的

左侧壁上端向外延伸有第二刮板（22），所述第二刮板（22）自右朝左向上倾斜，所述第二刮

板（22）的左部呈楔形，所述第二刮板（22）的左端与上压辊右下部的刷丝（12）相接触，所述

第二收集件（21）的底部前后两端均连通有第二导管（23），每个第二导管（23）的一端连通第

二收集件（21）、另一端连通收集箱（1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纺织面料生产用匀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收集件

（16）的顶端开口的长度大于下压辊的辊体的长度，所述第二收集件（21）的顶端开口的长度

大于上压辊的辊体（11）的长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纺织面料生产用匀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收集件

（21）的底部前后两端的第二导管（23）上部之间的距离大于上压辊的辊体（11）的长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纺织面料生产用匀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箱（13）

的上端开口位于下压辊下端的刷丝下方。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纺织面料生产用匀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收集件

（21）的底端位于上压辊下端的刷丝（12）与下压辊上端的刷丝相接触处的上方，所述第一收

集件（16）的顶端位于上压辊下端的刷丝（12）与下压辊上端的刷丝相接触处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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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纺织面料生产用匀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纺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纺织面料生产用匀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纺织面料，按织造方法分，有纬编针织面料和经编针织面料两类。纬编针织面料常

以低弹涤纶丝或异型涤纶丝、锦纶丝、棉纱、毛纱等为原料，采用平针组织，变化平针组织，

罗纹平针组织，双罗纹平针组织、提花组织，毛圈组织等，在各种纬编机上编织而成。

[0003] 纺织面料需要上浆处理，使面料挺括，现有的面料上浆通常采用纺织面料上浆机，

这种上浆设备可以使纺织面料双面上浆，提高了上浆效率，但是纺织面料上浆后，面料上的

浆液容易不均匀，从而影响面料后续的加工和面料的质量，需要研发一种纺织面料匀浆装

置使面料上的浆液均匀。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纺织面料上浆后，面料上的浆液容易不均匀的问题，本实用新型

提供一种纺织面料生产用匀浆装置，纺织面料上浆后，面料上的浆液均匀。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纺织面料生产用匀浆装置，包括底座、输送部、匀浆部和收集装置；

[0007] 所述底座包括工作板和支撑柱，所述工作板是水平状的板体，所述工作板的底面

上设有多个竖直向下的支撑柱；

[0008] 所述输送部包括第一前板、第一后板、第一主轴和支撑辊，所述第一前板和第一后

板形状大小均相同、前后对称，所述第一前板是竖直状的板体，所述第一前板和第一后板的

底面分别连接在工作板顶面左部的前端和后端，所述第一前板和第一后板的相对侧面之间

连接有第一主轴，所述第一主轴的中心轴线呈自前向后状设置，所述支撑辊是与第一主轴

同轴、前后端开口的中空圆柱体，所述支撑辊套装在第一主轴外周壁外侧与第一主轴转动

连接；

[0009] 所述匀浆部包括第二前板、第二后板、第一电机、第二电机、上主轴、下主轴、上压

辊和下压辊，所述第二前板和第二后板形状大小均相同、前后对称，所述第二前板是竖直状

的板体，所述第二前板和第二后板的底面分别连接在第一前板右侧的工作板顶面的前端和

后端，所述第二前板的前侧面上设有第一电机和第二电机，所述第一电机的输出端连接有

自前向后依次贯穿第二前板和第二后板的上主轴，所述上主轴的前部和后部分别与第二前

板和第二后板转动连接，所述第二电机的输出端连接有自前向后依次贯穿第二前板和第二

后板的下主轴，所述下主轴的前部和后部分别与第二前板和第二后板转动连接，所述上主

轴和下主轴形状大小均相同、上下对称，所述上主轴位于下主轴的上方，所述上压辊和下压

辊结构形状大小均相同、上下对称，所述上压辊包括辊体和刷丝，所述辊体是与上主轴同

轴、前后端开口的中空圆柱体，所述辊体的外周壁上自前向后设有多排刷丝，每排刷丝均由

多个以辊体的中心轴线为中心轴呈环形阵列分布的刷丝组成，每个刷丝均以辊体的内孔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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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布，所述上压辊下端的刷丝与下压辊上端的刷丝相接触，所述上压辊

的辊体套装在第二前板和第二后板之间的上主轴外周壁上、与上主轴外周壁连接，所述下

压辊的辊体套装在第二前板和第二后板之间的下主轴外周壁上、与下主轴外周壁连接；

[0010] 所述收集装置包括收集箱、左收集部和右收集部，所述收集箱是位于第二前板和

第二后板之间、上端开口的中空长方体，所述收集箱放置在工作板的顶面上，所述左收集部

包括第三前板、第三后板和第一收集件，所述第三前板和第三后板形状大小均相同、前后对

称，所述第三前板是竖直状的板体，所述第三前板和第三后板的底面分别连接在第二前板

左侧的工作板顶面的前端和后端，所述收集箱上方的第三前板和第三后板相对侧面之间连

接有第一收集件，所述第一收集件为顶端开口、底端为直边、长度沿前后方向延伸的中空三

棱柱，所述第一收集件的右侧壁上端向外延伸有第一刮板，所述第一刮板自左朝右向上倾

斜，所述第一刮板的右部呈楔形，所述第一刮板的右端与下压辊左下部的刷丝相接触，所述

第一收集件的底部前后两端均连通有第一导管，每个第一导管的一端连通第一收集件、另

一端连通收集箱，所述右收集部包括第四前板、第四后板和第二收集件，所述第四前板和第

四后板形状大小均相同、前后对称，所述第四前板是竖直状的板体，所述第四前板和第四后

板的底面分别连接在第二前板右侧的工作板顶面的前端和后端，所述收集箱上方的第四前

板和第四后板相对侧面之间连接有第二收集件，所述第二收集件为顶端开口、底端为直边、

长度沿前后方向延伸的中空三棱柱，所述第二收集件的左侧壁上端向外延伸有第二刮板，

所述第二刮板自右朝左向上倾斜，所述第二刮板的左部呈楔形，所述第二刮板的左端与上

压辊右下部的刷丝相接触，所述第二收集件的底部前后两端均连通有第二导管，每个第二

导管的一端连通第二收集件、另一端连通收集箱。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收集件的顶端开口的长度大于下压辊的辊体的长度，所述第

二收集件的顶端开口的长度大于上压辊的辊体的长度。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收集件的底部前后两端的第二导管上部之间的距离大于上压

辊的辊体的长度。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收集箱的上端开口位于下压辊下端的刷丝下方。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收集件的底端位于上压辊下端的刷丝与下压辊上端的刷丝相

接触处的上方，所述第一收集件的顶端位于上压辊下端的刷丝与下压辊上端的刷丝相接触

处的下方。

[0015]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6] 1.本实用新型使纺织面料上下表面的浆液均匀。

[0017] 2.本实用新型的上压辊和下压辊的刷丝上的浆液容易刮除，不会对匀浆质量产生

影响。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主视图；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主视（剖视）图；

[0020] 图3是图2  A‑A剖视（放大）图；

[0021] 图4是图2  B‑B剖视（放大）图；

[0022] 图5是图2  C‑C剖视（放大）图；

说　明　书 2/4 页

5

CN 216338471 U

5



[0023] 图6是图2  D‑D剖视（放大）图；

[0024] 图7是图2  E处放大示意图。

[0025] 附图中标号为：1为工作板，2为支撑柱，3为第一前板，4为第一后板，5为第一主轴，

6为支撑辊，7为第二前板，7a为第一电机，7b为第二电机，8为第二后板，9为上主轴，10为下

主轴，11为辊体，12为刷丝，13为收集箱，14为第三前板，15为第三后板，16为第一收集件，17

为第一刮板，18为第一导管，19为第四前板，20为第四后板，21为第二收集件，22为第二刮

板，23为第二导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7] 如图1～图7所示，一种纺织面料生产用匀浆装置，包括底座、输送部、匀浆部和收

集装置。

[0028] 所述底座包括工作板1和支撑柱2，所述工作板1是水平状的板体，所述工作板1的

底面上设有多个竖直向下的支撑柱2。

[0029] 所述输送部包括第一前板3、第一后板4、第一主轴5和支撑辊6，所述第一前板3和

第一后板4形状大小均相同、前后对称，所述第一前板3是竖直状的板体，所述第一前板3和

第一后板4的底面分别连接在工作板1顶面左部的前端和后端，所述第一前板3和第一后板4

的相对侧面之间连接有第一主轴5，所述第一主轴5的中心轴线呈自前向后状设置，所述支

撑辊6是与第一主轴5同轴、前后端开口的中空圆柱体，所述支撑辊6套装在第一主轴5外周

壁外侧与第一主轴5转动连接。

[0030] 所述匀浆部包括第二前板7、第二后板8、第一电机7a、第二电机7b、上主轴9、下主

轴10、上压辊和下压辊，所述第一电机7a和第二电机7b的型号是CV28‑750W‑15S‑G1，所述第

二前板7和第二后板8形状大小均相同、前后对称，所述第二前板7是竖直状的板体，所述第

二前板7和第二后板8的底面分别连接在第一前板3右侧的工作板1顶面的前端和后端，所述

第二前板7的前侧面上设有第一电机7a和第二电机7b，所述第一电机7a的输出端连接有自

前向后依次贯穿第二前板7和第二后板8的上主轴9，所述上主轴9的前部和后部分别与第二

前板7和第二后板8转动连接，所述第二电机7b的输出端连接有自前向后依次贯穿第二前板

7和第二后板8的下主轴10，所述下主轴10的前部和后部分别与第二前板7和第二后板8转动

连接，所述上主轴9和下主轴10形状大小均相同、上下对称，所述上主轴9位于下主轴10的上

方，所述上压辊和下压辊结构形状大小均相同、上下对称，所述上压辊包括辊体11和刷丝

12，所述辊体11是与上主轴9同轴、前后端开口的中空圆柱体，所述辊体11的外周壁上自前

向后设有多排刷丝12，每排刷丝12均由多个以辊体11的中心轴线为中心轴呈环形阵列分布

的刷丝12组成，每个刷丝12均以辊体11的内孔圆心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布，所述上压辊下端

的刷丝12与下压辊上端的刷丝相接触，所述上压辊的辊体11套装在第二前板7和第二后板8

之间的上主轴9外周壁上、与上主轴9外周壁连接，所述下压辊的辊体套装在第二前板7和第

二后板8之间的下主轴10外周壁上、与下主轴10外周壁连接。

[0031] 所述收集装置包括收集箱13、左收集部和右收集部，所述收集箱13是位于第二前

板7和第二后板8之间、上端开口的中空长方体，所述收集箱13放置在工作板1的顶面上，所

述左收集部包括第三前板14、第三后板15和第一收集件16，所述第三前板14和第三后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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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大小均相同、前后对称，所述第三前板14是竖直状的板体，所述第三前板14和第三后板

15的底面分别连接在第二前板7左侧的工作板1顶面的前端和后端，所述收集箱13上方的第

三前板14和第三后板15相对侧面之间连接有第一收集件16，所述第一收集件16为顶端开

口、底端为直边、长度沿前后方向延伸的中空三棱柱，所述第一收集件16的右侧壁上端向外

延伸有第一刮板17，所述第一刮板17自左朝右向上倾斜，所述第一刮板17的右部呈楔形，所

述第一刮板17的右端与下压辊左下部的刷丝相接触，所述第一收集件16的底部前后两端均

连通有第一导管18，每个第一导管18的一端连通第一收集件16、另一端连通收集箱13，所述

右收集部包括第四前板19、第四后板20和第二收集件21，所述第四前板19和第四后板20形

状大小均相同、前后对称，所述第四前板19是竖直状的板体，所述第四前板19和第四后板20

的底面分别连接在第二前板7右侧的工作板1顶面的前端和后端，所述收集箱13上方的第四

前板19和第四后板20相对侧面之间连接有第二收集件21，所述第二收集件21为顶端开口、

底端为直边、长度沿前后方向延伸的中空三棱柱，所述第二收集件21的左侧壁上端向外延

伸有第二刮板22，所述第二刮板22自右朝左向上倾斜，所述第二刮板22的左部呈楔形，所述

第二刮板22的左端与上压辊右下部的刷丝12相接触，所述第二收集件21的底部前后两端均

连通有第二导管23，每个第二导管23的一端连通第二收集件21、另一端连通收集箱13。

[0032] 所述第一收集件16的顶端开口的长度大于下压辊的辊体的长度，所述第二收集件

21的顶端开口的长度大于上压辊的辊体11的长度。

[0033] 所述第二收集件21的底部前后两端的第二导管23上部之间的距离大于上压辊的

辊体11的长度。

[0034] 所述收集箱13的上端开口位于下压辊下端的刷丝下方。

[0035] 所述第二收集件21的底端位于上压辊下端的刷丝12与下压辊上端的刷丝相接触

处的上方，所述第一收集件16的顶端位于上压辊下端的刷丝12与下压辊上端的刷丝相接触

处的下方。

[0036] 双面上浆后的纺织面料经传送设备自左向右依次从支撑辊6、上压辊和下压辊之

间传送，第一电机7a和第二电机7b分别带动上压辊和下压辊以与纺织面料传送方向相反的

方向转动，当纺织面料经过上压辊和下压辊之间时，由于上压辊下端的刷丝12与下压辊上

端的刷丝相接触，因此纺织面料上下侧的刷丝挤压纺织面料、且与纺织面料的上下表面相

对移动，所以纺织面料上下侧的刷丝刷平、拌匀纺织面料上下表面的浆液，即本实用新型使

纺织面料上下表面的浆液均匀。

[0037] 由于第一刮板17的右端与下压辊左下部的刷丝相接触，第二刮板22的左端与上压

辊右下部的刷丝12相接触，当下压辊逆时针转动、上压辊顺时针转动时，第一刮板17和第二

刮板22分别刮除下压辊和上压辊的刷丝上的浆液，第一刮板17和第二刮板22刮下的浆液分

别进入第一收集件16和第二收集件21内，然后经第一导管18和第二导管23进入收集箱13

内，即上压辊和下压辊的刷丝上的浆液容易刮除，不会对匀浆质量产生影响。

[0038] 以上结合附图详细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是，上述描述内容并不

是对实用新型的限制，在不违背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即公开范围内，凡是对实用新型的技术

方案进行多种等同或等效的变形或替换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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