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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经编面料用收卷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经编面料用收卷设备，包

括设备底座、设备外壳、第一张紧机构、第二张紧

机构、切割机构和收卷机构，所述设备底座上从

左至右依次设有设备外壳、切割机构和收卷机

构，所述设备外壳内部设有一组左右对称的滑

槽，所述滑槽内部分别设有第一张紧机构和第二

张紧机构，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结构简单，设

计合理，能够根据面料的松紧度，调整设备的张

紧力，并对面料进行除尘工作，保证面料卷的平

整和洁净度，此外，还具有下料方便的特点，值得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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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经编面料用收卷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设备底座(1)、设备外壳(2)、第一张紧

机构(3)、第二张紧机构(4)、切割机构(5)和收卷机构(6)，所述设备底座(1)上从左至右依

次设有设备外壳(2)、切割机构(5)和收卷机构(6)，所述设备外壳(2)内部设有一组左右对

称的滑槽(21)，所述滑槽(21)内部分别设有第一张紧机构(3)和第二张紧机构(4)，所述第

二张紧机构(4)位于第一张紧机构(3)右侧，所述第一张紧机构(3)还包括支架框(31)、第一

气缸(32)、第一导布锟(33)和第一粘尘锟(34)，所述支架框(31)的顶部设有第一气缸(32)，

所述第一气缸(32)固定安装在设备外壳(2)的顶部且第一气缸(32)气动轴底端与支架框

(31)的顶部相连，所述支架框(31)内部设有第一导布锟(33)和第一粘尘锟(34)，所述第一

导布锟(33)和第一粘尘锟(34)上下对称且相互紧贴，所述第二张紧机构(4)的结构与第一

张紧机构(3)上下颠倒，所述切割机构(5)还包括切割底座(51)、支撑柱(52)、安装板(53)、

第二气缸(54)和切割刀片(55)，所述切割底座(51)的顶面两端设有支撑柱(52)，所述支撑

柱(52)顶端设有安装板(53)，所述安装板(53)顶部中心处设有朝下设置的第二气缸(54)，

所述第二气缸(54)的气动轴底端设有切割刀片(55)，所述收卷机构(6)还包括第一支板

(61)、第二支板(62)、滑动滚轮(63)、滚轮槽(64)、转轴(65)、驱动电机(66)、收卷锟槽(67)、

收卷锟(68)和第三气缸(69)，所述第一支板(61)上方设有第二支板(62)，所述第一支板

(61)和第二支板(62)为‘L’字形支板，所述第一支板(61)和第二支板(62)的竖板相对设置，

所述第二支板(62)的底面设有滑动滚轮(63)，所述第一支板(61)的顶面设有滚轮槽(64)，

所述第一支板(61)的竖板上设有转轴(65)，所述转轴(65)的左端设有从动轮(651)，所述转

轴(65)的右端设有气动夹头(652)，所述第一支板(61)的竖板上还设有驱动电机(66)，所述

驱动电机(66)的电动轴上设有主动轮(661)，所述主动轮(661)与从动轮(651)之间设有传

动带(662)，所述第二支板(62)的竖板上设有收卷锟槽(67)，所述收卷锟槽(67)内设有收卷

锟(68)，所述收卷锟(68)的左端位于气动夹头(652)内部，所述收卷锟(68)下方设有一组左

右对称的第三气缸(69)，所述第三气缸(69)固定安装在第二支板(62)横板的顶面上，所述

第三气缸(69)的气动轴朝上设置且气动轴顶端设有支撑块(691)，所述支撑块(691)与收卷

锟(68)相接触。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经编面料用收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设备外壳(2)的左

端设有第二导布锟(22)，所述第二导布锟(22)的底部设有第二导布锟支架(23)，所述第二

导布锟支架(23)右下端与设备外壳(2)相连。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经编面料用收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粘尘锟(34)的

上方设有集尘罩(341)，所述集尘罩(341)的内部设有刷毛板(342)，所述刷毛板(342)位于

集尘罩(341)内部的左侧，所述集尘罩(341)的顶端设有吸尘器(343)。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经编面料用收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切割底座(51)左右

侧壁的顶端对称设有第三导布锟支架(511)，所述第三导布锟支架(511)上设有第三导布锟

(512)，所述第三导布锟(512)的下端与切割底座(51)的顶面齐平，所述切割底座(51)的顶

面中心处设有切割槽(513)。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经编面料用收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收卷锟槽(67)的右

下端设有斜口槽(671)，所述斜口槽(671)底端与第二支板(62)竖板的右侧壁相连通。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经编面料用收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块(691)的顶

面设有圆弧槽，所述支撑块(691)的宽度大于收卷锟(68)的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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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经编面料用收卷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面料收卷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经编面料用收卷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织造工艺包括机织、针织、编织和非织造，其中针织又分为经编和纬编。经编是属

于针织领域的一种纺织工艺。用一组或几组平行排列的纱线，于经向喂入机器的所有工作

针上，同时成圈而形成针织物，这种方法称为经编，形成的针织物称为经编织物。

[0003] 经编面料需要经过收卷设备进行收卷后，以便面料的搬运的继续加工，现有的收

卷设备多为简单的收卷装置，收卷过程中无法对面料进行除尘和张紧，得到的面料卷容易

出现褶皱，面料卷内部容易混有毛絮和灰尘，此外，收卷完成后，如何快速实现面料卷的下

料，也是现有收卷装置的缺陷之一，因此，有必要提出一种经编面料用收卷设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解决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提出一种经编面料用收卷设备，本发

明结构简单，设计合理，能够根据面料的松紧度，调整设备的张紧力，并对面料进行除尘工

作，保证面料卷的平整和洁净度，此外，还具有下料方便的特点，值得推广。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经编面料用收卷设备，包括设备底座、设备外

壳、第一张紧机构、第二张紧机构、切割机构和收卷机构，所述设备底座上从左至右依次设

有设备外壳、切割机构和收卷机构，所述设备外壳内部设有一组左右对称的滑槽，所述滑槽

内部分别设有第一张紧机构和第二张紧机构，所述第二张紧机构位于第一张紧机构右侧，

所述第一张紧机构还包括支架框、第一气缸、第一导布锟和第一粘尘锟，所述支架框的顶部

设有第一气缸，所述第一气缸固定安装在设备外壳的顶部且第一气缸气动轴底端与支架框

的顶部相连，所述支架框内部设有第一导布锟和第一粘尘锟，所述第一导布锟和第一粘尘

锟上下对称且相互紧贴，所述第二张紧机构的结构与第一张紧机构上下颠倒，所述切割机

构还包括切割底座、支撑柱、安装板、第二气缸和切割刀片，所述切割底座的顶面两端设有

支撑柱，所述支撑柱顶端设有安装板，所述安装板顶部中心处设有朝下设置的第二气缸，所

述第二气缸的气动轴底端设有切割刀片，所述收卷机构还包括第一支板、第二支板、滑动滚

轮、滚轮槽、转轴、驱动电机、收卷锟槽、收卷锟和第三气缸，所述第一支板上方设有第二支

板，所述第一支板和第二支板为‘L’字形支板，所述第一支板和第二支板的竖板相对设置，

所述第二支板的底面设有滑动滚轮，所述第一支板的顶面设有滚轮槽，所述第一支板的竖

板上设有转轴，所述转轴的左端设有从动轮，所述转轴的右端设有气动夹头，所述第一支板

的竖板上还设有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的电动轴上设有主动轮，所述主动轮与从动轮之

间设有传动带，所述第二支板的竖板上设有收卷锟槽，所述收卷锟槽内设有收卷锟，所述收

卷锟的左端位于气动夹头内部，所述收卷锟下方设有一组左右对称的第三气缸，所述第三

气缸固定安装在第二支板横板的顶面上，所述第三气缸的气动轴朝上设置且气动轴顶端设

有支撑块，所述支撑块与收卷锟相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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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作为优选，所述设备外壳的左端设有第二导布锟，所述第二导布锟的底部设有第

二导布锟支架，所述第二导布锟支架右下端与设备外壳相连。

[0007] 作为优选，所述第一粘尘锟的上方设有集尘罩，所述集尘罩的内部设有刷毛板，所

述刷毛板位于集尘罩内部的左侧，所述集尘罩的顶端设有吸尘器。

[0008] 作为优选，所述切割底座左右侧壁的顶端对称设有第三导布锟支架，所述第三导

布锟支架上设有第三导布锟，所述第三导布锟的下端与切割底座的顶面齐平，所述切割底

座的顶面中心处设有切割槽。

[0009] 作为优选，所述收卷锟槽的右下端设有斜口槽，所述斜口槽底端与第二支板竖板

的右侧壁相连通。

[0010] 作为优选，所述支撑块的顶面设有圆弧槽，所述支撑块的宽度大于收卷锟的直径。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结构简单，设计合理，通过在设备外壳内部设置上下颠

倒的第一张紧机构和第二张紧机构的方式，利用第一气缸驱动支架框进而带动第一导布锟

和第一粘尘锟对面料进行张紧，防止面料在收卷过程中出现松脱，导致成卷中存在褶皱；通

过设置第一粘尘锟、集尘罩、刷毛板和吸尘器的方式，对面料的上下面进行除尘，集尘罩、刷

毛板、和吸尘器则对第一粘尘锟进行刷洗除尘，保证第一粘尘锟的粘尘效果；通过设置第一

支板、第二支板、滚动滑轮、滑轮槽、气动夹头、收卷锟槽、收卷锟和第三气缸的方式，简化了

收卷锟的下料过程，当需要对收卷锟进行下料时，可以松开气动夹头，然后向右拉动第二支

板，将收卷锟与气动夹头脱离，然后控制第三气缸下降，收卷锟将沿着收卷锟槽和斜口槽脱

出第二支板，实现快速下料。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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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3] 图1是本发明一种经编面料用收卷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是本发明一种经编面料用收卷设备中收卷机构的左视图。

[0015] 图中：1-设备底座、2-设备外壳、21-滑槽、22-第二导布锟、23-第二导布锟支架、3-

第一张紧机构、31-支架框、32-第一气缸、33-第一导布锟、34-第一粘尘锟、341-集尘罩、

342-刷毛板、343-吸尘器、4-第二张紧机构、5-切割机构、51-切割底座、511-第三导布锟支

架、512-第三导布锟、513-切割槽、52-支撑柱、53-安装板、54-第二气缸、55-切割刀片、6-收

卷机构、61-第一支板、62-第二支板、63-滑动滚轮、64-滚轮槽、65-转轴、651-从动轮、652-

气动夹头、66-驱动电机、661-主动轮、662-传动带、67-收卷锟槽、671-斜口槽、68-收卷锟、

69-第三气缸、691-支撑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参阅附图，本发明一种经编面料用收卷设备，包括设备底座1、设备外壳2、第一张

紧机构3、第二张紧机构4、切割机构5和收卷机构6，所述设备底座1上从左至右依次设有设

备外壳2、切割机构5和收卷机构6，所述设备外壳2内部设有一组左右对称的滑槽21，所述滑

槽21内部分别设有第一张紧机构3和第二张紧机构4，所述第二张紧机构4位于第一张紧机

构3右侧，所述第一张紧机构3还包括支架框31、第一气缸32、第一导布锟33和第一粘尘锟

34，所述支架框31的顶部设有第一气缸32，所述第一气缸32固定安装在设备外壳2的顶部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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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气缸32气动轴底端与支架框31的顶部相连，所述支架框31内部设有第一导布锟33和第

一粘尘锟34，所述第一导布锟33和第一粘尘锟34上下对称且相互紧贴，所述第二张紧机构4

的结构与第一张紧机构3上下颠倒，所述切割机构5还包括切割底座51、支撑柱52、安装板

53、第二气缸54和切割刀片55，所述切割底座51的顶面两端设有支撑柱52，所述支撑柱52顶

端设有安装板53，所述安装板53顶部中心处设有朝下设置的第二气缸54，所述第二气缸54

的气动轴底端设有切割刀片55，所述收卷机构6还包括第一支板61、第二支板62、滑动滚轮

63、滚轮槽64、转轴65、驱动电机66、收卷锟槽67、收卷锟68和第三气缸69，所述第一支板61

上方设有第二支板62，所述第一支板61和第二支板62为‘L’字形支板，所述第一支板61和第

二支板62的竖板相对设置，所述第二支板62的底面设有滑动滚轮63，所述第一支板61的顶

面设有滚轮槽64，所述第一支板61的竖板上设有转轴65，所述转轴65的左端设有从动轮

651，所述转轴65的右端设有气动夹头652，所述第一支板61的竖板上还设有驱动电机66，所

述驱动电机66的电动轴上设有主动轮661，所述主动轮661与从动轮651之间设有传动带

662，所述第二支板62的竖板上设有收卷锟槽67，所述收卷锟槽67内设有收卷锟68，所述收

卷锟68的左端位于气动夹头652内部，所述收卷锟68下方设有一组左右对称的第三气缸69，

所述第三气缸69固定安装在第二支板62横板的顶面上，所述第三气缸69的气动轴朝上设置

且气动轴顶端设有支撑块691，所述支撑块691与收卷锟68相接触。

[0017] 其中，所述设备外壳2的左端设有第二导布锟22，所述第二导布锟22的底部设有第

二导布锟支架23，所述第二导布锟支架23右下端与设备外壳2相连。

[0018] 其中，所述第一粘尘锟34的上方设有集尘罩341，所述集尘罩341的内部设有刷毛

板342，所述刷毛板342位于集尘罩341内部的左侧，所述集尘罩341的顶端设有吸尘器343。

[0019] 其中，所述切割底座51左右侧壁的顶端对称设有第三导布锟支架511，所述第三导

布锟支架511上设有第三导布锟512，所述第三导布锟512的下端与切割底座51的顶面齐平，

所述切割底座51的顶面中心处设有切割槽513。

[0020] 其中，所述收卷锟槽67的右下端设有斜口槽671，所述斜口槽671底端与第二支板

62竖板的右侧壁相连通。

[0021] 其中，所述支撑块691的顶面设有圆弧槽，所述支撑块691的宽度大于收卷锟68的

直径。

[0022] 本发明的工作过程：

[0023] 本发明一种经编面料用收卷设备在工作过程中，首先，将收卷锟68沿着斜口槽671

安装到收卷锟槽67内部，然后驱动第三气缸69上升，将收卷锟68撑起，然后推动第二支板62

和收卷锟68，将收卷锟68的一端插入到第一支板61的气动夹头652内部并夹紧，然后将面料

依次通过第一张紧机构3、第二张紧机构4和切割机构5，最终收卷到收卷锟68上，启动驱动

电机66，带动收卷锟68旋转，对面料进行收卷，收卷完成后，第二气缸54带动切割刀片55向

下运动，将面料切断，当需要对收卷锟进行下料时，可以松开气动夹头652，然后向右拉动第

二支板62，将收卷锟68与气动夹头652脱离，然后控制第三气缸69下降，收卷锟68将沿着收

卷锟槽67和斜口槽671脱出第二支板62，实现快速下料。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结构简单，设计合理，通过在设备外壳内部设置上下颠倒

的第一张紧机构和第二张紧机构的方式，利用第一气缸32驱动支架框31进而带动第一导布

锟33和第一粘尘锟34对面料进行张紧，防止面料在收卷过程中出现松脱，导致成卷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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褶皱；通过设置第一粘尘锟34、集尘罩341、刷毛板342、和吸尘器343的方式，对面料的上下

面进行除尘，集尘罩341、刷毛板342和吸尘器343则对第一粘尘锟34进行刷洗除尘，保证第

一粘尘锟34的粘尘效果；通过设置第一支板61、第二支板62、滚动滑轮63、滑轮槽64、气动夹

头652、收卷锟槽67、收卷锟68和第三气缸69的方式，简化了收卷锟68的下料过程，当需要对

收卷锟68进行下料时，可以松开气动夹头652，然后向右拉动第二支板62，将收卷锟68与气

动夹头652脱离，然后控制第三气缸69下降，收卷锟68将沿着收卷锟槽67和斜口槽671脱出

第二支板62，实现快速下料。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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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