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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加宽眉头不断开打折拉筒

(57)摘要

一种加宽眉头不断开打折拉筒，用于不断开

的床单类制品缝纫眉头打折一次成型。拉筒为整

体折弯结构，拉筒一端的折弯处与伸缩杆焊接在

一起，伸缩杆与连接杆滑动连接定位后用伸缩杆

螺丝锁紧，拉筒底座与连接杆通过转轴连接，拉

筒底座固定在缝纫机台上，拉筒另一端成型有上

打折勾、下部缝头控制槽和牙条控制勾。本实用

新型在缝纫机前固定好拉筒，通过上打折勾、下

部缝头控制槽和牙条控制勾的控制，再配置拖布

轮，拖布轮在前拉住缝合好的产品，操作工右手

在前面拉住缝头绷直，左手将折叠好的面料辅佐

折叠成型，即可完成底部缝纫回折上面打折成型

的加宽眉头缝制，宽度可达到10cm。成本低廉，安

装及调节方便，质量稳定，缝制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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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加宽眉头不断开打折拉筒，其特征在于：拉筒（2）为整体折弯结构，拉筒（2）一端

的折弯处与伸缩杆（5）焊接在一起，伸缩杆（5）与连接杆（7）滑动连接定位后用伸缩杆螺丝

（6）锁紧，拉筒底座（9）与连接杆（7）通过转轴（8）连接，拉筒底座（9）固定在缝纫机（12）的台

面上，拉筒（2）的另一端成型有上打折勾（1）、下部缝头控制槽（3）和牙条控制勾（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加宽眉头不断开打折拉筒，其特征在于：所述拉筒（2）折

弯后形成上折弯体（10）与下折弯体（11），拉筒（2）的长度为100  mm  -120  mm，宽度为25mm-

30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加宽眉头不断开打折拉筒，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打折勾

（1）与牙条控制勾（4）为整体结构，由拉筒（2）的上折弯体（10）的一端直接折弯形成；所述上

打折勾（1）为一次折弯结构，折弯部分形成正面眉头明线控制槽（1-1），正面眉头明线控制

槽（1-1）的长度为7mm-  8mm，宽度为25mm-30mm，厚度为2.5mm-  3mm；所述牙条控制勾（4）的

上部与上打折勾（1）的下部连接在一起，牙条控制勾（4）为一次折弯结构，折弯部分形成牙

条控制槽（4-1），牙条控制槽（4-1）向外的宽度大于正面眉头明线控制槽（1-1），牙条控制槽

（4-1）的长度为9.5  mm  -10.5  mm，宽度为25mm-30mm，厚度为2.5  mm-  3mm；牙条控制勾（4）

的上折弯体比下折弯体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加宽眉头不断开打折拉筒，其特征在于：所述下部缝头控

制槽（3）由拉筒（2）的下折弯体（11）直接两次折弯形成，下部缝头控制槽（3）包括面料进口

控制槽（3-1）和缝头控制槽（3-2）；面料进口控制槽（3-1）与缝头控制槽（3-2）的长度为9.5 

mm  -10.5  mm，宽度为25mm-30mm，面料进口控制槽（3-1）与缝头控制槽（3-2）的厚度为2mm-

2.5mm，面料进口控制槽（3-1）和缝头控制槽（3-2）相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加宽眉头不断开打折拉筒，其特征在于：所述伸缩杆（5）

的一端与拉筒（2）焊接，另一端的两侧带有折弯挡边（5-1），上平面带有腰形孔。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加宽眉头不断开打折拉筒，其特征在于：所述拉筒底座

（9）上设有腰形孔。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加宽眉头不断开打折拉筒，其特征在于：所述下部缝头控

制槽（3）的上平面与牙条控制勾（4）的下平面之间为间断部分（3-3）。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加宽眉头不断开打折拉筒，其特征在于：所述拉筒（2）的

前方配置拖布轮（16），拖布轮（16）的转轴经减速机（17）、通过小皮带轮（15）与大皮带轮

（14）连接，减速机（17）、小皮带轮（15）与大皮带轮（14）固定在缝纫机（1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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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加宽眉头不断开打折拉筒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家纺缝纫生产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用于不断开的床单类制品缝

纫眉头打折一次成型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床单类制品的眉头缝纫生产一般分两道工序完成，首先将裁片回折10cm扎住

缝份0.6cm，然后看着正面用手工叠出阴折压上0.1明线，折扎0.4宽窄的牙条成型，此工序

需要两次才能完成，浪费时间，美观度差，且不利于提高生产效率。

发明内容

[0003] 为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加宽眉头不断开打

折拉筒，以高效完成床单类制品包眉头正面挤压打折、底部折缝一次成型。

[0004]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实用新型的拉筒为整体折弯结构，拉筒一端的折弯处与

伸缩杆焊接在一起，伸缩杆与连接杆滑动连接定位后用伸缩杆螺丝锁紧，拉筒底座与连接

杆通过转轴连接，拉筒底座固定在缝纫机的台面上，拉筒的另一端成型有上打折勾、下部缝

头控制槽和牙条控制勾。

[0005] 所述拉筒折弯后形成上折弯体与下折弯体，拉筒的长度为100  mm  -120  mm，宽度

为25mm-30mm。

[0006] 所述上打折勾与牙条控制勾为整体结构，由拉筒的上折弯体的一端直接折弯形

成；所述上打折勾为一次折弯结构，折弯部分形成正面眉头明线控制槽，正面眉头明线控制

槽的长度为7mm-  8mm，宽度为25mm-30mm，厚度为2.5  mm-  3mm；所述牙条控制勾的上部与上

打折勾的下部连接在一起，牙条控制勾为一次折弯结构，折弯部分形成牙条控制槽，牙条控

制槽向外的宽度大于正面眉头明线控制槽，牙条控制槽的长度为9.5  mm  -10.5  mm，宽度为

25mm-30mm，厚度为2.5  mm-  3mm；牙条控制勾的上折弯体比下折弯体宽。

[0007] 所述下部缝头控制槽由拉筒的下折弯体直接两次折弯形成，下部缝头控制槽包括

面料进口控制槽和缝头控制槽；面料进口控制槽与缝头控制槽的长度为9.5  mm  -10.5  mm，

宽度为25mm-30mm，面料进口控制槽与缝头控制槽的厚度为2mm-2.5mm，面料进口控制槽和

缝头控制槽相通。

[0008] 所述伸缩杆的一端与拉筒焊接，另一端的两侧带有折弯挡边，上平面带有腰形孔。

[0009] 所述拉筒底座上设有腰形孔。

[0010] 所述下部缝头控制槽的上平面与牙条控制勾的下平面之间为间断部分。

[0011] 所述拉筒的前方配置拖布轮，拖布轮的转轴经减速机、通过小皮带轮与大皮带轮

连接，减速机、小皮带轮与大皮带轮固定在缝纫机上。

[0012]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在缝纫机前固定好拉筒，通过上打折勾、下部缝头控

制槽和牙条控制勾的控制，再配置拖布轮，拖布轮在前拉住缝合好的产品，操作工右手在前

面拉住缝头绷直，左手将折叠好的面料辅佐折叠成型，即可完成底部缝纫回折上面打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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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加宽眉头缝制，宽度可达到10cm。成本低廉，安装及调节方便，质量稳定，缝制效率高。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是图1的上打折勾、下部缝头控制槽和牙条控制勾的局部放大图。

[0015]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应用简图。

[0016] 图4 是本实用新型的拖布轮传动示意图。

[0017] 图5 是本实用新型的面料缝纫折叠示意图。

[0018]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面料缝纫定位眼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如图1、图2、图3、图4、图5、图6所示，本实用新型拉筒2的拉筒的长度为100  mm  -

120  mm，宽度为25mm-30mm，拉筒2是用不锈钢成型的整体折弯结构，其宽度以需缝纫眉头

13-2的宽度尺寸来确定，拉筒2一端的折弯处与伸缩杆5焊接在一起，伸缩杆5与连接杆7滑

动连接定位后用伸缩杆螺丝6锁紧，拉筒底座9与连接杆7通过转轴8连接，拉筒底座9固定在

缝纫机12的台面上，拉筒2的另一端成型有上打折勾1、下部缝头控制槽3和牙条控制勾4。

[0020] 所述拉筒2折弯后形成上折弯体10与下折弯体11，拉筒2的高度为10mm，此处高度

不宜过高或过低，正好能放入产品并方便控制其宽度为合适。

[0021] 所述上打折勾1与牙条控制勾4为整体结构，由拉筒2的上折弯体10的一端直接折

弯形成；所述上打折勾1为一次折弯结构，折弯部分形成正面眉头明线控制槽1-1，正面眉头

明线控制槽1-1主要起到正面眉头第一道缝头折叠形成的作用，正面眉头明线控制槽1-1的

长度为7mm-8mm，宽度为25mm-30mm，厚度为2.5  mm-  3  mm，主要使所折叠的两层面料在拉筒

中能顺畅通过。所述牙条控制勾4的上部与上打折勾1的下部连接在一起，牙条控制勾4为一

次折弯结构，折弯部分形成牙条控制槽4-1，牙条控制槽4-1比正面眉头明线控制槽1-1向外

多折出4mm（可根据牙条宽设定），将面料13折叠形成牙条的缝头；牙条控制槽4-1的长度为

9.5  mm  -10.5  mm，宽度为25mm-30mm，厚度为2.5  mm-  3  mm，可使所折叠的两层面料在拉筒

中顺畅通过；牙条控制勾4的上折弯体比下折弯体宽4mm（可根据工艺需要调整牙条的宽

度）。

[0022] 所述下部缝头控制槽3由拉筒2的下折弯体11直接两次折弯形成，下部缝头控制槽

3包括面料进口控制槽3-1和缝头控制槽3-2；面料进口控制槽3-1与缝头控制槽3-2的长度

为9.5  mm  -10.5  mm，宽度为25mm-30mm，面料进口控制槽3-1与缝头控制槽3-2的厚度均为

2mm-2.5mm，可使所折叠的单层面料在拉筒中顺畅通过，面料进口控制槽3-1和缝头控制槽

3-2相通。面料13通过面料进口控制槽3-1喂进缝头控制槽3-2，由缝头控制槽3-2控制眉头

底部的缝份大小，并且这种控制槽还可防止底部缝头毛漏，便于稳定质量。

[0023] 所述下部缝头控制槽3的上平面与牙条控制勾4的下平面之间为间断部分3-3,用

于面料13的主体部分13-1穿出。

[0024] 所述伸缩杆5的一端与拉筒2焊接，另一端的两侧带有折弯挡边5-1，连接杆7插入

两折弯挡边5-1所形成的槽内，上平面带有腰形孔。松开伸缩杆螺丝6，可调节拉筒2在缝纫

机12台面上的位置，确定好位置后，用伸缩杆螺丝6将伸缩杆5锁紧在连接杆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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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所述拉筒底座9上设有腰形孔，拉筒底座9用螺丝固定在缝纫机12台面压脚前的合

适位置，拉筒底座9通过转轴8经连接杆7连接伸缩杆5，能快速将拉筒2对准面料13的缝合的

位置。

[0026] 所述拉筒2的前方配置拖布轮16，拖布轮16的转轴经减速机17、通过小皮带轮15与

大皮带轮14连接，减速机17、小皮带轮15与大皮带轮14固定在缝纫机12上。

[0027] 使用时，将裁片13-3眉头在25mm的宽度，每隔300-400mm钻定位眼13-3，用于眉头

宽窄定位。在缝纫机12的台面上固定好拉筒2，将面料13先后喂入拉筒2的面料进口控制槽

3-1、缝头控制槽3-2，再将面料13从拉筒2在伸缩杆5处的折弯处打折，喂入上打折勾1的正

面眉头明线控制槽1-1折叠后，再喂入牙条控制勾4的牙条控制槽4-1折叠，面料13的主体部

分13-1从下部缝头控制槽3和牙条控制勾4之间的间断部分3-4中穿出平铺在缝纫机12的台

面上，缝纫机12的压脚后配置拖布轮16，通过上打折勾1、下部缝头控制槽3和牙条控制勾4

的控制，拖布轮16在前拉住缝合好的产品，操作工按裁片钻好的定位眼13-3，控制好眉头宽

窄，右手在前面拉住缝头绷直，左手将折叠好的面料13辅佐折叠成型，即可完成底部缝纫回

折上面打折成型的加宽眉头13-2的缝制，达到快速平整缝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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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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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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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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