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1060187.4

(22)申请日 2017.11.0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89812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4.13

(73)专利权人 湖北智丰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 432600 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金秋大

道150号

(72)发明人 陈永治　

(74)专利代理机构 武汉宇晨专利事务所 42001

代理人 王敏锋

(51)Int.Cl.

A46D 3/04(2006.01)

A46D 3/08(2006.01)

审查员 赵莹

 

(54)发明名称

全自动环保型无植毛孔式油漆刷加工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全自动环保型无植毛孔

式油漆刷加工装置，涉及一种用于加工油漆刷的

装置。它包括机身、控制台、设有多个刷柄放置槽

的圆盘、用于将刷柄放置到刷柄放置槽内的送柄

机构、用于将毛料和夹持块放置到圆盘的刷柄内

的刷毛放置机构，所述控制台、圆盘、送柄机构和

刷毛放置机构均安装在机身上，且控制台、送柄

机构和刷毛放置机构均沿圆盘的圆周方向布置，

所述刷毛放置机构包括用于放置毛料的放毛机

构、用于将夹持块送入到毛料上方的送片机构、

用于将上方压有夹持块的毛料压入到刷柄上的

压块机构、用于将放毛机构内的毛料送入到压块

机构上的送毛机构，所述放毛机构位于送毛机构

和压块机构之间，送片机构位于放毛机构和压块

机构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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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自动环保型无植毛孔式油漆刷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机身(11)、控制台

(12)、设有多个刷柄放置槽(14)的圆盘(13)、用于将刷柄放置到刷柄放置槽(14)内的送柄

机构(2)、用于将毛料和夹持块放置到圆盘(13)的刷柄内的刷毛放置机构(15)，所述控制台

(12)、圆盘(13)、送柄机构(2)和刷毛放置机构(15)均安装在机身(11)上，且控制台(12)、送

柄机构(2)和刷毛放置机构(15)均沿圆盘(13)的圆周方向布置，所述刷毛放置机构(15)包

括用于放置毛料的放毛机构(3)、用于将夹持块送入到毛料上方的送片机构(4)、用于将上

方压有夹持块的毛料压入到刷柄上的压块机构(5)、用于将放毛机构(3)内的毛料送入到压

块机构(5)上的送毛机构(6)，所述放毛机构(3)位于送毛机构(6)和压块机构(5)之间，送片

机构(4)位于放毛机构(3)和压块机构(5)之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自动环保型无植毛孔式油漆刷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放毛机构(3)包括安装在机身(11)上的放毛支座(31)、安装在放毛支座(31)上的放毛支撑

板(32)、两个间隔的安装在放毛支撑板(32)上的放毛定位架(34)、安装于两个放毛定位架

(34)之间的放毛定位槽(35)；

每个放毛定位架(34)均包括两个呈上下布置的放毛横梁(36)，和与两个放毛横梁(36)

的空余端连接的放毛夹具(37)，所述放毛夹具(37)由两个间隔布置的放毛夹板(371)，和位

于两个放毛夹板(371)之间的放毛间隙(372)构成；

所述放毛定位槽(35)上安装有两个呈上下布置的放毛定位座(38)，每个放毛定位座

(38)上均设有与所述放毛定位座(38)螺纹连接的放毛丝杆(39)，每个放毛丝杆(39)一端均

通过放毛铰接座(310)与其中一个放毛夹具(37)连接，另一端均套装有放毛皮带轮(311)，

两个放毛皮带轮(311)之间通过放毛皮带(312)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全自动环保型无植毛孔式油漆刷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送毛机构(6)包括送毛支座(61)和送毛滑块(62)，所述送毛支座(61)上安装有送毛电机

(63)，送毛电机(63)的输出端连接有送毛齿轮(64)，所述送毛滑块(62)一侧连接有与所述

送毛齿轮(64)啮合的送毛齿条(65)，另一侧连接送毛固定板(66)，送毛固定板(66)上设有

用于搁置毛料的毛料搁置槽(67)。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全自动环保型无植毛孔式油漆刷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

括抖毛机构(81)和压毛机构(82)，所述抖毛机构(81)包括安装在机身(11)上的抖毛气缸

(83)，和与所述毛料搁置槽(67)的位置对应的抖毛推板(84)，抖毛气缸(83)的输出端与抖

毛推板(84)连接；所述压毛机构(82)包括安装在机身(11)上的压毛气缸(85)，和与所述毛

料搁置槽的位置对应的压毛滑块(86)，所述压毛气缸(85)的输出端与压毛滑块(86)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全自动环保型无植毛孔式油漆刷加工

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压块机构(5)包括第一压料块(51)和第二压料块(52)，所述第一压

料块(51)安装在机身(11)上，第二压料块(52)位于机身(11)上方且与机身(11)呈间隔布

置，第一压料块(51)上安装有第一压料电机(53)，第一压料电机(53)的输出端连接有第一

丝杆(54)，第二压料电机(55)的输出端连接有第二丝杆(56)，第二压料块(52)上安装有第

二压料电机(55)，第二压料块(52)底端通过压料导向板(517)连接有压料板(57)，所述压料

板(57)顶部和压料板(57)底部之间设有贯穿压料板(57)的压料导向槽(58)，所述压料板

(57)上端设有用于放置夹持块的夹持块放置槽(59)，压料板(57)下端设有用于放置毛料的

毛料放置槽(510)，所述第一丝杆(54)上套装有第一压料升降块(511)，第二丝杆(56)上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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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有第二压料升降块(512)，第一压料升降块(511)与第二压料块(52)固定连接，第二压料

升降块(512)上安装有压料急停机构(7)，压料急停机构(7)下端连接有与所述压料导向槽

(58)对应的压料导向板(513)。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全自动环保型无植毛孔式油漆刷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压料急停机构(7)包括安装在第二压料升降块(512)上的急停块(71)，急停块(71)内设有一

个贯穿急停块(71)顶部和急停块(71)底部的急停孔(72)，急停块(71)上设有与所述急停孔

(72)连通的急停槽(73)，急停槽(73)内设有急停感应杆(74)，急停块(71)上安装有与急停

感应杆对应且位于急停槽(73)上方的急停感应器(78) ,所述急停孔(72)上端连接有急停挡

板(75)，急停孔(72)下端装有与所述急停感应杆(74)连接的急停导向板(76)，急停孔(72)

内设有急停弹簧(77)，所述急停弹簧(77)上端与急停挡板(75)连接，急停弹簧(77)下端与

急停感应杆(74)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全自动环保型无植毛孔式油漆刷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夹持块放置槽(59)为矩形槽，毛料放置槽(510)为一个开口面向送毛机构(6)的一字型槽，

毛料放置槽(510)的槽口处安装有挡毛气缸(514)，挡毛气缸(514)的输出端连接有能将毛

料放置槽(510)的槽口密封的挡毛挡杆(515)，压料板(57)上设有用于防止夹持块从夹持块

放置槽(59)上脱落的夹持块挡板(516)。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全自动环保型无植毛孔式油漆刷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送柄机构(2)包括送柄导轨(21)和送柄振动盘(22)，所述送柄振动盘(22)上设有一个弧形

的震动导轨(23)，所述送柄导轨(21)一端与震动导轨(23)对应，另一端与圆盘(13)上的刷

柄放置槽(14)对应；所述送片机构(4)包括安装在机身(11)上的送片气缸(41)，和用于放置

夹持块的夹持块滑槽(42)，所述送片气缸(41)的输出端连接有可在夹持块滑槽(42)上滑动

的送片推板(43)，所述夹持块滑槽(42)一端用于放置夹持块，另一端与压料板(57)上的夹

持块放置槽(59)对应。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全自动环保型无植毛孔式油漆刷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机身(11)上还设有用于感应刷柄放置槽(24)内是否有刷柄的刷柄感应器(16)。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全自动环保型无植毛孔式油漆刷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机身(11)上还安装有用于对毛料进行第一次剪毛的首次剪毛机构(91)、用于对毛料进行

打花的毛料打花机构(92)和用于对毛料进行第二次剪毛的二次剪毛机构(93)，所述压块机

构(5)、首次剪毛机构(91)、毛料打花机构(92)和二次剪毛机构(93)在机身(11)上沿圆盘

(13)的圆周方向依次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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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环保型无植毛孔式油漆刷加工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加工油漆刷的装置，具体的说是一种全自动环保型无植毛孔

式油漆刷加工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面上的油漆刷基本上都需要使用胶水，上述现有的使用胶水的油漆刷环境

污染较大，加工效率较低(三人一个月大约能够生产2万个刷子)，成本较高。针对上述技术

问题，本申请的申请人于2016年4月25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了一项发明名称为“环保型

无植毛孔式油漆刷及其加工方法(申请号：201610259333.5)”的发明专利申请，上述发明专

利申请记载了一种不需要使用胶水的油漆刷的结构及其加工方法，但是上述专利申请并没

有记载一种用于加工上述“环保型无植毛孔式油漆刷”的装置，因此，申请人认为有必要再

提供生产这种油漆刷的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背景技术的不足之处，而提供一种全自动环保型无植毛

孔式油漆刷加工装置，能够加工出环保型无植毛孔式油漆刷。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全自动环保型无植毛孔式油漆刷加工

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机身、控制台、设有多个刷柄放置槽的圆盘、用于将刷柄放置到刷柄

放置槽内的送柄机构、用于将毛料和夹持块放置到圆盘的刷柄内的刷毛放置机构，所述控

制台、圆盘、送柄机构和刷毛放置机构均安装在机身上，且控制台、送柄机构和刷毛放置机

构均沿圆盘的圆周方向布置，所述刷毛放置机构包括用于放置毛料的放毛机构、用于将夹

持块送入到毛料上方的送片机构、用于将上方压有夹持块的毛料压入到刷柄上的压块机

构、用于将放毛机构内的毛料送入到压块机构上的送毛机构，所述放毛机构位于送毛机构

和压块机构之间，送片机构位于放毛机构和压块机构之间。

[0005]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放毛机构包括安装在机身上的放毛支座、安装在放毛支

座上的放毛支撑板、两个间隔的安装在放毛支撑板上的放毛定位架、安装于两个放毛定位

架之间的放毛定位槽；每个放毛定位架均包括两个呈上下布置的放毛横梁，和与两个放毛

横梁的空余端连接的放毛夹具，所述放毛夹具由两个间隔布置的放毛夹板，和位于两个放

毛夹板之间的放毛间隙构成；所述放毛定位槽上安装有两个呈上下布置的放毛定位座，每

个放毛定位座上均设有与所述放毛定位座螺纹连接的放毛丝杆，每个放毛丝杆一端均通过

放毛铰接座与其中一个放毛夹具连接，另一端均套装有放毛皮带轮，两个放毛皮带轮之间

通过放毛皮带连接。

[0006]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送毛机构包括送毛支座和送毛滑块，所述送毛支座上安

装有送毛电机，送毛电机的输出端连接有送毛齿轮，所述送毛滑块一侧连接有与所述送毛

齿轮啮合的送毛齿条，另一侧连接送毛固定板，送毛固定板上设有用于搁置毛料的毛料搁

置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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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还包括抖毛机构和压毛机构，所述抖毛机构包括安装在机身

上的抖毛气缸，和与所述毛料搁置槽的位置对应的抖毛推板，抖毛气缸的输出端与抖毛推

板连接；所述压毛机构包括安装在机身上的压毛气缸，和与所述毛料搁置槽的位置对应的

压毛滑块，所述压毛气缸的输出端与压毛滑块连接。

[0008]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压块机构包括第一压料块和第二压料块，所述第一压料

块安装在机身上，第二压料块位于机身上方且与机身呈间隔布置，第一压料块上安装有第

一压料电机，第一压料电机的输出端连接有第一丝杆，第二压料块上安装有第二压料电机，

第二压料电机的输出端连接有第二丝杆，第二压料块底端通过压料导向板连接有压料板，

所述压料板顶部和压料板底部之间设有贯穿压料板的压料导向槽，所述压料板上端设有用

于放置夹持块的夹持块放置槽，压料板下端设有用于放置毛料的毛料放置槽，所述第一丝

杆上套装有第一压料升降块，第二丝杆上套装有第二压料升降块，第一压料升降块与第二

压料块固定连接，第二压料升降块上安装有压料急停机构，压料急停机构下端连接有与所

述压料导向槽对应的压料导向板。

[0009]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压料急停机构包括安装在第二压料升降块上的急停块，

急停块内设有一个贯穿急停块顶部和急停块底部的急停孔，急停块上设有与所述急停孔连

通的急停槽，急停槽内设有急停感应杆，急停块上安装有与急停感应杆对应且位于急停槽

上方的急停感应器,所述急停孔上端连接有急停挡板，急停孔下端装有与所述急停感应杆

连接的急停导向板，急停孔内设有急停弹簧，所述急停弹簧上端与急停挡板连接，急停弹簧

下端与急停感应杆连接。

[0010]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夹持块放置槽为矩形槽，毛料放置槽为一个开口面向送

毛机构的一字型槽，毛料放置槽的槽口处安装有挡毛气缸，挡毛气缸的输出端连接有能将

毛料放置槽的槽口密封的挡毛挡杆，压料板上设有用于防止夹持块从夹持块放置槽上脱落

的夹持块挡板。

[0011]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送柄机构包括送柄导轨和送柄振动盘，所述送柄振动盘

上设有一个弧形的震动导轨，所述送柄导轨一端与震动导轨对应，另一端与圆盘上的刷柄

放置槽对应。

[0012]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送片机构包括安装在机身上的送片气缸，和用于放置夹

持块的夹持块滑槽，所述送片气缸的输出端连接有可在夹持块滑槽上滑动的送片推板，所

述夹持块滑槽一端用于放置夹持块，另一端与压料板上的夹持块放置槽对应。

[0013]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机身上还设有用于感应刷柄放置槽内是否有刷柄的刷柄

感应器。

[0014]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机身上还安装有用于对毛料进行第一次剪毛的首次剪毛

机构、用于对毛料进行打花的毛料打花机构和用于对毛料进行第二次剪毛的二次剪毛机

构，所述压块机构、首次剪毛机构、毛料打花机构和二次剪毛机构在机身上沿圆盘的圆周方

向依次布置。

[0015] 实际工作时，本发明中的控制台、首次剪毛机构、毛料打花机构和二次剪毛机构均

为现有技术，本发明是先上述现有技术的基础上，研制出来的一种专用于油漆刷的毛刷加

工装置。

[0016] 本发明能够自动加工出油漆刷，毛料段无间隙，毛料段与刷柄之间连接牢固，毛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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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不易从刷柄上脱落。当人们采用本发明加工油漆刷时，每名工作人员能够操作至少十台

设备，且每台设备每天(8小时工作制)约能加工10000根油漆刷。故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

极大的提高了油漆刷的加工效率。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压块机构安装在机身上时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压料急停机构安装在机身上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送毛机构、抖料机构和压毛机构的连接示意图。

[0021] 图5为放毛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为送柄机构、圆盘和圆盘移动机构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3] 图7为送片机构、压块机构从后方看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中11-机身，12-控制台，13-圆盘，14-刷柄放置槽，15-刷毛放置机构，16-刷柄感

应器,17-圆盘电机，2-送柄机构,21-送柄导轨，22-送柄振动盘，23-震动导轨，3-放毛机构，

32-放毛支撑板，33-放毛气缸，34-放毛定位架，35-放毛定位槽，36-放毛横梁,37-放毛夹

具,371-放毛夹板,372-放毛间隙,38-放毛定位座,39-放毛丝杆,310-放毛铰接座,311-放

毛皮带轮,312-放毛皮带,313-放毛气缸,314-放毛压杆,4-送片机构，41-送片气缸，42-夹

持块滑槽，43-送片推板，5-压块机构,51-第一压料块，52-第二压料块，53-第一压料电机，

54-第一丝杆，55-第二压料电机，56-第二丝杆，57-压料板,58-压料导向槽,59-夹持块放置

槽,510-毛料放置槽,511-第一压料升降块,512-第二压料升降块,513-压料导向板,514-挡

毛气缸,515-挡毛挡杆,516-夹持块挡板,517-压料导向板,6-送毛机构，61-送毛支座，62-

送毛滑块，63-送毛电机，64-送毛齿轮，65-送毛齿条，66-送毛固定板,67-毛料搁置槽，7-压

料急停机构，71-急停块，72-急停孔，73-急停槽,74-急停感应杆,75-急停挡板,76-急停导

向板,77-急停弹簧,78-急停感应器,81-抖毛机构，82-压毛机构，83-抖毛气缸，84-抖毛推

板，85-压毛气缸，86-压毛滑块，91-首次剪毛机构，92-毛料打花机构，93-二次剪毛机构，

94-圆盘移动机构，95-圆盘左右滑块，96-二次压毛气缸，97-前后移动滑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情况，但它们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定，仅

作举例而已。同时通过说明使本发明的优点更加清楚和容易理解。

[0026] 参阅附图可知：全自动环保型无植毛孔式油漆刷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机身

11、控制台12、设有多个刷柄放置槽14的圆盘13、用于将刷柄放置到刷柄放置槽14内的送柄

机构2、用于将毛料和夹持块放置到圆盘13的刷柄内的刷毛放置机构15，所述控制台12、圆

盘13、送柄机构2和刷毛放置机构15均安装在机身11上，且控制台12、送柄机构2和刷毛放置

机构15均沿圆盘13的圆周方向布置，所述刷毛放置机构15包括用于放置毛料的放毛机构3、

用于将夹持块送入到毛料上方的送片机构4、用于将上方压有夹持块的毛料压入到刷柄上

的压块机构5、用于将放毛机构3内的毛料送入到压块机构5上的送毛机构6，所述放毛机构3

位于送毛机构6和压块机构5之间，送片机构4位于放毛机构3和压块机构5之间。

[0027]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放毛机构3包括安装在机身11上的放毛支座31、安装在放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07898129 B

6



毛支座31上的放毛支撑板32、两个间隔的安装在放毛支撑板32上的放毛定位架34、安装于

两个放毛定位架34之间的放毛定位槽35；每个放毛定位架34均包括两个呈上下布置的放毛

横梁36，和与两个放毛横梁36的空余端连接的放毛夹具37，所述放毛夹具37由两个间隔布

置的放毛夹板371，和位于两个放毛夹板371之间的放毛间隙372构成；所述放毛定位槽35上

安装有两个呈上下布置的放毛定位座38，每个放毛定位座38上均设有与所述放毛定位座38

螺纹连接的放毛丝杆39，每个放毛丝杆39一端均通过放毛铰接座310与其中一个放毛夹具

37连接，另一端均套装有放毛皮带轮311，两个放毛皮带轮311之间通过放毛皮带312连接。

[0028] 优选的，有放毛气缸313安装在另一个放毛夹具37上，且放毛气缸313的输出端连

接有位于放毛间隙372内的放毛压杆314。优选的，如图5所示，所述放毛机构3还包括位于放

毛夹具前端的放毛挡板，放毛挡板能够防止位于夹具内的毛料在被送毛机构推送时大散，

进一步的，如图5所示，放毛挡板上方还可以设置拍毛机构，能够使放毛夹具内不整齐的毛

料变得整齐。拍毛机构包括可前后滑动的拍毛滑杆，和通过拍毛导杆与拍毛滑杆的输出端

连接的拍毛气缸(图中未画出)，拍毛机构通过拍毛滑杆及拍毛气缸实现拍毛。

[0029]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送毛机构6包括送毛支座61和送毛滑块62，所述送毛支座

61上安装有送毛电机63，送毛电机63的输出端连接有送毛齿轮64，所述送毛滑块62一侧连

接有与所述送毛齿轮64啮合的送毛齿条65，另一侧连接送毛固定板66，送毛固定板66上设

有用于搁置毛料的毛料搁置槽67。

[0030]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还包括抖毛机构81和压毛机构82，所述抖毛机构81包括安装

在机身11上的抖毛气缸83，和与所述毛料搁置槽的位置对应的抖毛推板84，抖毛气缸83的

输出端与抖毛推板84连接；所述压毛机构82包括安装在机身11上的压毛气缸85，和与所述

毛料搁置槽的位置对应的压毛滑块86，所述压毛气缸85的输出端与压毛滑块86连接。

[0031]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压块机构5包括第一压料块51和第二压料块52，所述第一

压料块51安装在机身11上，第二压料块52位于机身11上方且与机身11呈间隔布置，第一压

料块51上安装有第一压料电机53，第一压料电机53的输出端连接有第一丝杆54，第二压料

块52上安装有第二压料电机55，第二压料电机55的输出端连接有第二丝杆56，第二压料块

52底端通过压料导向板连接有压料板57，所述压料板57顶部和压料板57底部之间设有贯穿

压料板57的压料导向槽58，所述压料板57上端设有用于放置夹持块的夹持块放置槽59，压

料板57下端设有用于放置毛料的毛料放置槽510，所述第一丝杆54上套装有第一压料升降

块511，第二丝杆56上套装有第二压料升降块512，第一压料升降块511与第二压料块52固定

连接，第二压料升降块512上安装有压料急停机构7，压料急停机构7下端连接有与所述压料

导向槽58对应的压料导向板513。

[0032]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压料急停机构7包括安装在第二压料升降块512上的急停

块71，急停块71内设有一个贯穿急停块71顶部和急停块71底部的急停孔72，急停块71上设

有与所述急停孔72连通的急停槽73，急停槽73内设有急停感应杆74，急停块71上安装有与

急停感应杆对应且位于急停槽73上方的急停感应器78，所述急停孔72上端连接有急停挡板

75，急停孔72下端装有与所述急停感应杆74连接的急停导向板76，急停孔72内设有急停弹

簧77，所述急停弹簧77上端与急停挡板75连接，急停弹簧77下端与急停感应杆74连接。

[0033]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夹持块放置槽59为矩形槽，毛料放置槽510为一个开口面

向送毛机构6的一字型槽，毛料放置槽510的槽口处安装有挡毛气缸514，挡毛气缸514的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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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端连接有能将毛料放置槽510的槽口密封的挡毛挡杆515，压料板57上设有用于防止夹持

块从夹持块放置槽59上脱落的夹持块挡板516。

[0034]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送柄机构2包括送柄导轨21和送柄振动盘22，所述送柄振

动盘22上设有一个弧形的震动导轨23，所述送柄导轨21一端与震动导轨23对应，另一端与

圆盘13上的刷柄放置槽14对应。

[0035]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送片机构4包括安装在机身11上的送片气缸41，和用于放

置夹持块的夹持块滑槽42，所述送片气缸41的输出端连接有可在夹持块滑槽42上滑动的送

片推板43，所述夹持块滑槽42一端用于放置夹持块，另一端与压料板57上的夹持块放置槽

59对应。

[0036]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机身11上还设有用于感应刷柄放置槽24内是否有刷柄的

刷柄感应器16。

[0037]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机身11上还安装有用于对毛料进行第一次剪毛的首次剪

毛机构91、用于对毛料进行打花的毛料打花机构92和用于对毛料进行第二次剪毛的二次剪

毛机构93，所述压块机构5、首次剪毛机构91、毛料打花机构92和二次剪毛机构93在机身11

上沿圆盘13的圆周方向依次布置。

[0038] 实际工作时，所述首次剪毛机构91、毛料打花机构92和二次剪毛机构93均为现有

技术，所述首次剪毛机构91和二次剪毛机构93均包括剪毛刀，剪毛到滑块座，剪毛刀滑柱，

脚毛刀滑块，剪毛刀传动马达，剪毛刀传动皮带和剪毛刀电机，所述毛料打花机构92包括打

花刀，打花刀滑块座，打花刀滑柱，打花刀滑块，打花刀传动马达，打花刀传动皮带和打花刀

电机。

[0039] 所述机身11上安装有圆盘电机17，圆盘电机17的输出端与圆盘13连接，圆盘移动

机构94包括圆盘左右滑块95、二次压毛气缸96和圆盘前后滑块97，圆盘左右滑块95可左右

滑动的安装在机身上，圆盘前后滑块97可前后滑动的安装在圆盘左右滑块95，二次压毛气

缸96的输出端与圆盘前后滑块97连接。

[0040] 其它未说明的部分均属于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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