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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纺织生产用面料裁剪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纺织生产用面料裁剪设

备，包括设备主体、延伸架、原料锟、粘尘装置、工

作台面、导布锟、固定支架、第一升降装置、升降

平台、压紧装置、切割装置、空腔和收集装置，所

述压紧装置还包括压紧传送带、伺服电机、限位

柱和复位弹簧，所述切割装置还包括第二升降装

置、安装横梁、滑轨、滑块、运动电机、刀槽、切割

刀片和切割电机，所述收集装置还包括抽气机、

抽气管道和集气罩，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结

构简单，设计合理，能够在裁剪过程中对布料进

行有效的压紧，保证裁剪切口的平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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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纺织生产用面料裁剪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设备主体（1）、延伸架（2）、原料锟

（3）、粘尘装置（4）、工作台面（5）、导布锟（6）、固定支架（7）、第一升降装置（8）、升降平台

（9）、压紧装置（10）、切割装置（11）、空腔（12）和收集装置（13），所述设备主体（1）的左侧壁

上设有延伸架（2），所述延伸架（2）上设有原料锟（3），所述设备主体（1）顶面的左端设有粘

尘装置（4），所述粘尘装置（4）右侧设有工作台面（5），所述工作台面（5）上设有导布锟（6）和

固定支架（7），所述导布锟（6）位于粘尘装置（4）和固定支架（7）之间，所述固定支架（7）顶部

设有一对左右对称的第一升降装置（8），所述第一升降装置（8）的升降轴朝下设置，所述第

一升降装置（8）的升降轴底部设有升降平台（9），所述升降平台（9）底部设有一对左右对称

的压紧装置（10），所述压紧装置（10）还包括压紧传送带（101）、伺服电机（102）、限位柱

（103）和复位弹簧（104），所述压紧传送带（101）的前侧侧壁上设有伺服电机（102），所述压

紧传送带（101）的上表面上设有多根限位柱（103），所述限位柱（103）的上端穿过升降平台

（9），所述限位柱（103）的外侧设有复位弹簧（104），所述升降平台（9）上还设有切割装置

（11），所述切割装置（11）位于两个压紧装置（10）之间，所述切割装置（11）还包括第二升降

装置（111）、安装横梁（112）、滑轨（113）、滑块（114）、运动电机（115）、刀槽（116）、切割刀片

（117）和切割电机（118），所述第二升降装置（111）固定安装在升降平台（9）上且朝下设置，

所述第二升降装置（111）的升降轴底部设有安装横梁（112），所述安装横梁（112）的底部设

有滑轨（113），所述滑轨（113）上设有滑块（114），所述滑块（114）的左侧壁上设有运动电机

（115），所述滑块（114）的底部设有刀片槽（116），所述刀片槽（116）内部设有切割刀片

（117），所述滑块（114）的右侧壁上设有切割电机（118），所述切割电机（118）的动力轴穿过

滑块（114）并与切割刀片（117）相连，所述固定支架（7）的中心处设有与第二升降装置（111）

相对应的通槽（71），所述工作台面（5）上设有集屑槽（51），所述集屑槽（51）位于切割刀片

（117）下方，所述设备主体（1）内部设有空腔（12），所述空腔（12）内部设有收集装置（13），所

述收集装置（13）还包括抽气机（131）、抽气管道（132）和集气罩（133），所述抽气机（131）顶

部设有抽气管道（132），所述抽气管道（132）顶部设有集气罩（133），所述集气罩（133）的顶

部开口与集屑槽（51）相连。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纺织生产用面料裁剪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延伸架（2）为

‘L’字形，所述延伸架（2）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与设备主体（1）相连。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纺织生产用面料裁剪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粘尘装置（4）

包括安装支架（41）、安装槽（42）和粘尘锟（43），所述安装支架（41）上设有一组上下平行的

安装槽（42），所述安装槽（42）整体呈‘7’字形，所述安装槽（42）内部设有两根粘尘锟（43），

所述两根粘尘锟（43）上下紧贴。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纺织生产用面料裁剪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压紧传送带

（101）的传送带为带有防滑纹的橡胶带，所述压紧传送带（101）内置有三个传动轮。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纺织生产用面料裁剪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滑轨（113）的

前后两段设有向下延伸的延长杆（1131），所述延长杆（1131）的底端之间设有连接杆

（1132），所述连接杆（1132）的宽度与集屑槽（51）相同，所述连接杆（1132）的高度和压紧传

送带（101）下表面与工作台面（5）的间距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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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纺织生产用面料裁剪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针织品生产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纺织生产用面料裁剪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纺织行业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在棉纱、棉布、丝

织品、服装等生产产量上均居世界第一位。改革开放以来，纺织业得到了飞速发展，生产效

率得到极大地提高，产品数量和种类日益丰富，然而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没有得到有效地

保证和控制。据报道，我国纺织业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走向国际市场的自主品牌寥寥无

几，在全球金融危机压力下，2008年国内多数纺织企业利润率不足1%。当前纺织行业面临着

全球范围的竞争，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生产成本成为企业生存的关键，质量控制和生产效

率越来越受到现代企业普遍的关注。目前，在使用布料制作纺织品产品时，需要将织布形成

的大布料进行裁剪，裁剪成适当大小的布料进行加工，由于布料本身的特性，一旦裁剪的切

口不整齐，使布料在裁剪的过程中产生褶皱，很容易损坏布料，导致后续的产品不合格，从

而造成质量问题，因此，有必要提出一种纺织生产用面料裁剪设备。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解决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提出一种纺织生产用面料裁剪设备，

本发明结构简单，设计合理，能够在裁剪过程中对布料进行有效的压紧，保证裁剪切口的平

整性。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纺织生产用面料裁剪设备，包括设备主体、延

伸架、原料锟、粘尘装置、工作台面、导布锟、固定支架、第一升降装置、升降平台、压紧装置、

切割装置、空腔和收集装置，所述设备主体的左侧壁上设有延伸架，所述延伸架上设有原料

锟，所述设备主体顶面的左端设有粘尘装置，所述粘尘装置右侧设有工作台面，所述工作台

面上设有导布锟和固定支架，所述导布锟位于粘尘装置和固定支架之间，所述固定支架顶

部设有一对左右对称的第一升降装置，所述第一升降装置的升降轴朝下设置，所述第一升

降装置的升降轴底部设有升降平台，所述升降平台底部设有一对左右对称的压紧装置，所

述压紧装置还包括压紧传送带、伺服电机、限位柱和复位弹簧，所述压紧传送带的前侧侧壁

上设有伺服电机，所述压紧传送带的上表面上设有多根限位柱，所述限位柱的上端穿过升

降平台，所述限位柱的外侧设有复位弹簧，所述升降平台上还设有切割装置，所述切割装置

位于两个压紧装置之间，所述切割装置还包括第二升降装置、安装横梁、滑轨、滑块、运动电

机、刀槽、切割刀片和切割电机，所述第二升降装置固定安装在升降平台上且朝下设置，所

述第二升降装置的升降轴底部设有安装横梁，所述安装横梁的底部设有滑轨，所述滑轨上

设有滑块，所述滑块的左侧壁上设有运动电机，所述滑块的底部设有刀片槽，所述刀片槽内

部设有切割刀片，所述滑块的右侧壁上设有切割电机，所述切割电机的动力轴穿过滑块并

与切割刀片相连，所述固定支架的中心处设有与第二升降装置相对应的通槽，所述工作台

面上设有集屑槽，所述集屑槽位于切割刀片下方，所述设备主体内部设有空腔，所述空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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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设有收集装置，所述收集装置还包括抽气机、抽气管道和集气罩，所述抽气机顶部设有抽

气管道，所述抽气管道顶部设有集气罩，所述集气罩的顶部开口与集屑槽相连。

[0005] 作为优选，所述延伸架为‘L’字形，所述延伸架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与设备主体相

连。

[0006] 作为优选，所述粘尘装置包括安装支架、安装槽和粘尘锟，所述安装支架上设有一

组上下平行的安装槽，所述安装槽整体呈‘7’字形，所述安装槽内部设有两根粘尘锟，所述

两根粘尘锟上下紧贴。

[0007] 作为优选，所述压紧传送带的传送带为带有防滑纹的橡胶带，所述压紧传送带内

置有三个传动轮。

[0008] 作为优选，所述滑轨的前后两段设有向下延伸的延长杆，所述延长杆的底端之间

设有连接杆，所述连接杆的宽度与集屑槽相同，所述连接杆的高度和压紧传送带下表面与

工作台面的间距相同。

[000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结构简单，设计合理，通过设置第一升降装置、升降平

台和压紧装置方式，利用第一升降装置驱动升降平台，使得压紧装置下降，与位于工作台面

上的面料进行接触，将面料压紧，提升切割装置的切割效果，防止切割过程中面料出现位移

和折叠，确保切割面的平整性；通过设置收集装置的方式，将切割下来的面料毛絮收集起

来，净化了车间环境，防止面料毛絮对工人的健康造成影响。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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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1] 图1是本发明一种纺织生产用面料裁剪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是本发明一种纺织生产用面料裁剪设备中切割装置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0013] 图中：1-设备主体、2-延伸架、3-原料锟、4-粘尘装置、41-安装支架、42-安装槽、

43-粘尘锟、5-工作台面、51-集屑槽、6-导布锟、7-固定支架、71-通槽、8-第一升降装置、9-

升降平台、10-压紧装置、101-压紧传送带、102-伺服电机、103-限位柱、104-复位弹簧、11-

切割装置、111-第二升降装置、112-安装横梁、113-滑轨、1131-延长杆、1132-连接杆、114-

滑块、115-运动电机、116-刀槽、117-切割刀片、118-切割电机、12-空腔、13-收集装置、131-

抽气机、132-抽气管道、133-集气罩。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参阅附图，本发明一种纺织生产用面料裁剪设备，包括设备主体1、延伸架2、原料

锟3、粘尘装置4、工作台面5、导布锟6、固定支架7、第一升降装置8、升降平台9、压紧装置10、

切割装置11、空腔12和收集装置13，所述设备主体1的左侧壁上设有延伸架2，所述延伸架2

上设有原料锟3，所述设备主体1顶面的左端设有粘尘装置4，所述粘尘装置4右侧设有工作

台面5，所述工作台面5上设有导布锟6和固定支架7，所述导布锟6位于粘尘装置4和固定支

架7之间，所述固定支架7顶部设有一对左右对称的第一升降装置8，所述第一升降装置8的

升降轴朝下设置，所述第一升降装置8的升降轴底部设有升降平台9，所述升降平台9底部设

有一对左右对称的压紧装置10，所述压紧装置10还包括压紧传送带101、伺服电机102、限位

柱103和复位弹簧104，所述压紧传送带101的前侧侧壁上设有伺服电机102，所述压紧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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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101的上表面上设有多根限位柱103，所述限位柱103的上端穿过升降平台9，所述限位柱

103的外侧设有复位弹簧104，所述升降平台9上还设有切割装置11，所述切割装置11位于两

个压紧装置10之间，所述切割装置11还包括第二升降装置111、安装横梁112、滑轨113、滑块

114、运动电机115、刀槽116、切割刀片117和切割电机118，所述第二升降装置111固定安装

在升降平台9上且朝下设置，所述第二升降装置111的升降轴底部设有安装横梁112，所述安

装横梁112的底部设有滑轨113，所述滑轨113上设有滑块114，所述滑块114的左侧壁上设有

运动电机115，所述滑块114的底部设有刀片槽116，所述刀片槽116内部设有切割刀片117，

所述滑块114的右侧壁上设有切割电机118，所述切割电机118的动力轴穿过滑块114并与切

割刀片117相连，所述固定支架7的中心处设有与第二升降装置111相对应的通槽71，所述工

作台面5上设有集屑槽51，所述集屑槽51位于切割刀片117下方，所述设备主体1内部设有空

腔12，所述空腔12内部设有收集装置13，所述收集装置13还包括抽气机131、抽气管道132和

集气罩133，所述抽气机131顶部设有抽气管道132，所述抽气管道132顶部设有集气罩133，

所述集气罩133的顶部开口与集屑槽51相。

[0015] 其中，所述延伸架2为‘L’字形，所述延伸架2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与设备主体1相

连。

[0016] 其中，所述粘尘装置4包括安装支架41、安装槽42和粘尘锟43，所述安装支架41上

设有一组上下平行的安装槽42，所述安装槽42整体呈‘7’字形，所述安装槽42内部设有两根

粘尘锟43，所述两根粘尘锟43上下紧贴。

[0017] 其中，所述压紧传送带101的传送带为带有防滑纹的橡胶带，所述压紧传送带101

内置有三个传动轮。。

[0018] 其中，所述滑轨113的前后两段设有向下延伸的延长杆1131，所述延长杆1131的底

端之间设有连接杆1132，所述连接杆1132的宽度与集屑槽51相同，所述连接杆1132的高度

和压紧传送带101下表面与工作台面5的间距相同。

[0019] 本发明的工作过程：

[0020] 本发明一种纺织生产用面料裁剪设备在工作过程：

[0021] 第一步：将原料锟3上的面料穿过粘尘装置4和导布锟6，置于工作台面5上，然后启

动第一升降装置8，驱动升降平台9下降，使得压紧传送带101与面料接触，此时连接杆1132

的下端插入到集屑槽51内部，且连接杆1132的上端面与工作台面5齐平；

[0022] 第二步：启动伺服电机102，利用压紧传动带101带动面料向右运动，直到位于集屑

槽51右侧的面料符合切割尺寸，然后驱动左侧的伺服电机102反转，右侧的伺服电机102任

就向右传送面料，将面料张紧，然后关闭两个伺服电机102；

[0023] 第三步：启动第二升降装置111和切割电机118，切割刀片117随着连接杆1132下

移，同时启动抽气机131，对面料进行切割，抽气机131将毛絮收集起来，运动电机115带动滑

块114前后移动，将整个面料切断，切割完成后，第二升降装置111复位，右侧的伺服电机102

将切割完成的面料运出。完成单次切割。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结构简单，设计合理，通过设置第一升降装置8、升降平台

9和压紧装置10方式，利用第一升降装置8驱动升降平台9，使得压紧装置10下降，与位于工

作台面5上的面料进行接触，将面料压紧，提升切割装置11的切割效果，防止切割过程中面

料出现位移和折叠，确保切割面的平整性；通过设置收集装置13的方式，将切割下来的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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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絮收集起来，净化了车间环境，防止面料毛絮对工人的健康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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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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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