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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体化合成革加工装置，包括

沿布料的输送方向依次连接的用于送出待加工

布料的放卷机构、用于梳理并缓存待加工布料的

储布架、用于染色印刷的第一印刷组件、用于印

刷图案纹路的压纹机、用于拉伸延展布料的储料

槽、用于胶料印刷的第二印刷组件、用于拉宽布

料的拉宽机构、用于抛光半成品合成革的抛光机

构和用于收卷成品合成革的收卷机构，该一体化

合成革加工装置还包括设置在拉宽机构上方的

版间烘箱和拉宽定型烘箱。本发明将合成革的加

工一体化，提高了加工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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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体化合成革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沿布料的输送方向依次连接的用于送出

待加工布料的放卷机构、用于梳理并缓存待加工布料的储布架、用于染色印刷的第一印刷

组件、用于印刷图案纹路的压纹机、用于拉伸延展布料的储料槽、用于胶料印刷的第二印刷

组件、用于拉宽布料的拉宽机构、用于抛光半成品合成革的抛光机构和用于收卷成品合成

革的收卷机构，该一体化合成革加工装置还包括设置在拉宽机构上方的版间烘箱和拉宽定

型烘箱，压纹机包括机架、加热装置、压花装置和位置调节装置，加热装置包括灯罩、用于预

热非压纹面的导热油烫轮和用于加热压纹面的加热灯管，导热油烫轮可转动连接于机架；

加热灯管安装于导热油烫轮下方，并且加热灯管被包覆于灯罩内；灯罩以可拆卸方式固设

于机架；压花装置包括用于压制花纹的压花轮和用于夹持的压力轮；压花轮可转动连接于

机架；压力轮位于压花轮上方，并且压力轮可转动连接于机架；位置调节装置一端连接于机

架，另一端连接于压力轮，并且所述位置调节装置用于调节压力轮与压花轮之间的距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化合成革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储布架包括架体及枢装

在该架体上的多个上下交错分布的储布辊，布料绕设于各储布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化合成革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第一印刷组件和第二印

刷组件相同，第一印刷组件包括多个间隔排布的印刷机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体化合成革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印刷机构包括印刷机

座、导向辊、料辊和料槽，导向辊通过一高度调节机构枢装于印刷机座，料槽设于印刷机座

下方，料辊枢接于料槽内并位于导向辊下方，且料辊与导向辊相隔形成供布料通过的缝隙。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化合成革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该一体化合成革加工装

置还包括用于缓存布料的收放卷机构，该收放卷机构连接于压纹机和储料槽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体化合成革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收放卷机构包括支架、

枢接于支架上的旋转架，旋转架具有多个安装端，每个安装端上枢接有收放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化合成革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拉宽机构包括间隔设置

的第一拉辊机构和第二拉辊机构，布料绕设于第一拉辊机构和第二拉辊机构。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体化合成革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第一拉辊机构和第二拉

辊机构之间还设有用于对合成革翻面的翻面机构和用于冷却合成革的冷却机构。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化合成革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抛光机构包括抛光转轮

和呈圆周阵列分布于抛光转轮外周的多个抛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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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合成革加工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合成革加工技术，具体来说涉及一体化合成革加工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合成革是模拟天然革的组成和结构并用其代用材料的塑料制品。主要以经浸渍的

无纺布为网状层，微孔聚氨脂层作为粒面层，经一套制作工艺，将半成品的待加工布料制成

合成革成品。由于合成革大量应用于日常用品，例如箱包、鞋材、衣物等，具备足够的美感且

耐用性好。

[0003] 由于合成革应用广泛，需求量巨大，因此对合成革的生产效率也有较大要求，然

而，目前的合成革加工设备，为独立设备，即，布料印刷、压花、烘烤等工艺均由独立设备完

成，如此，半成品布料需要反复收卷、放卷，还需堆放、运输半成品布料，导致其生产效率较

低。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体化合成革加工装置，其将

合成革的加工一体化，提高了加工生产效率，并且能够实现有效的利用热气并提升预热能

效。

[0005]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6] 一体化合成革加工装置，包括沿布料的输送方向依次连接的用于送出待加工布料

的放卷机构、用于梳理并缓存待加工布料的储布架、用于染色印刷的第一印刷组件、用于印

刷图案纹路的压纹机、用于拉伸延展布料的储料槽、用于胶料印刷的第二印刷组件、用于拉

宽布料的拉宽机构、用于抛光半成品合成革的抛光机构和用于收卷成品合成革的收卷机

构，该一体化合成革加工装置还包括设置在拉宽机构上方的版间烘箱和拉宽定型烘箱。

[0007] 优选地，储布架包括架体及枢装在该架体上的多个上下交错分布的储布辊，布料

绕设于各储布辊。

[0008] 优选地，第一印刷组件和第二印刷组件相同，第一印刷组件包括多个间隔排布的

印刷机构。

[0009] 优选地，印刷机构包括印刷机座、导向辊、料辊和料槽，导向辊通过一高度调节机

构枢装于印刷机座，料槽设于印刷机座下方，料辊枢接于料槽内并位于导向辊下方，且料辊

与导向辊相隔形成供布料通过的缝隙。

[0010] 优选地，压纹机包括机架、加热装置、压花装置和位置调节装置，加热装置包括灯

罩、用于预热非压纹面的导热油烫轮和用于加热压纹面的加热灯管，导热油烫轮可转动连

接于机架；加热灯管安装于导热油烫轮下方，并且加热灯管被包覆于灯罩内；灯罩以可拆卸

方式固设于机架；压花装置包括用于压制花纹的压花轮和用于夹持的压力轮；压花轮可转

动连接于机架；压力轮位于压花轮上方，并且压力轮可转动连接于机架；位置调节装置一端

连接于机架，另一端连接于压力轮，并且所述位置调节装置用于调节压力轮与压花轮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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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

[0011] 优选地，该一体化合成革加工装置还包括用于缓存布料的收放卷机构，该收放卷

机构连接于压纹机和储料槽之间。

[0012] 优选地，收放卷机构包括支架、枢接于支架上的旋转架，旋转架具有多个安装端，

每个安装端上枢接有收放辊。

[0013] 优选地，拉宽机构包括间隔设置的第一拉辊机构和第二拉辊机构，布料绕设于第

一拉辊机构和第二拉辊机构。

[0014] 优选地，第一拉辊机构和第二拉辊机构之间还设有用于对合成革翻面的翻面机构

和用于冷却合成革的冷却机构。

[0015] 优选地，抛光机构包括抛光转轮和呈圆周阵列分布于抛光转轮外周的多个抛光

头。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7] 本发明通过将放卷机构、储布架、第一印刷组件、压纹机、储料槽、第二印刷组件、

拉宽机构、抛光机构和收卷机构连续一体化制成，从而减少各工序之间中转流程，节约人

力，提高了合成革的生产效率，其中，储布架、储布槽的设置更利于缓存布料，以更好地适配

印刷节奏，使合成革的加工过程更为可控、顺畅；

[0018] 通过使用导热油烫轮对布料的非压纹面进行预热；通过使用加热灯管对布料的压

纹面进行加热；由于加热灯管在加热过程中，热气在常态下会往上散发，此时，所散发的热

气对非压纹面进行预热。通过将加热灯管安装于导热油烫轮下方可确保非压纹面和压纹面

在整个压制花纹过程中保持受热。如此同时，通过使用位置调节装置调节压力轮和压花轮

之间的距离即可实现压花轮对压纹面进行压制花纹。由此可见，通过将加热灯管安装于导

热油烫轮下方，可实现有效的利用热气并提升预热能效。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一体化合成革加工装置在放卷前段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一体化合成革加工装置在收卷后段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第一印刷组件的印刷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压纹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1、放卷机构；2、储布架；21、架体；22、储布辊；3、第一印刷组件；31、印刷机

座；32、导向辊；33、料辊；34、料槽；35、高度调节机构；4、压纹机；41、机架；42、加热装置；

421、导热油烫轮；422、加热灯管；423、灯罩；43、压花装置；431、压力轮；432、压花轮；44、位

置调节装置；5、储料槽；6、第二印刷组件；7、拉宽机构；71、第一拉辊机构；72、第二拉辊机

构；8、抛光机构；81、抛光转轮；82、抛光头；9、收卷机构；10、版间烘箱；11、拉宽定型烘箱；

12、翻面机构；13、冷却机构；14、收放卷机构；141、支架；142、旋转架；143、收放辊。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以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0025] 如图1-2所示的一体化合成革加工装置，包括沿布料的输送方向依次连接的用于

送出待加工布料的放卷机构1、用于梳理并缓存待加工布料的储布架2、用于染色印刷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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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刷组件3、用于印刷图案纹路的压纹机4、用于拉伸延展布料的储料槽5、用于胶料印刷

的第二印刷组件6、用于拉宽布料的拉宽机构7、用于抛光半成品合成革的抛光机构8和用于

收卷成品合成革的收卷机构9，该一体化合成革加工装置还包括设置在拉宽机构7上方的版

间烘箱10和拉宽定型烘箱11。

[0026] 通过将放卷机构1、储布架2、第一印刷组件3、压纹机4、储料槽5、第二印刷组件6、

拉宽机构7、抛光机构8和收卷机构9连续一体化制成，从而减少各工序之间中转流程，节约

人力，其中，储布架2、储布槽的设置更利于缓存布料，以更好地适配印刷节奏，使合成革的

加工过程更为可控、顺畅。

[0027] 其中，布料一般采用无纺布，布料经放卷机构1进入储布架2后，被梳理和缓存，以

更及时地进入第一印刷组件3，布料被第一印刷组件3印刷着色，再进入压纹机4，通过压纹

机4的热能将纹路图案印刷至布料；此后，布料再次进入储料槽5延展缓存，以更好地适应印

刷节奏，布料进入第二印刷组件6被涂上胶料后，进入拉宽装置拉宽，以更大的面积接触版

间烘箱10和拉宽定型烘箱11，最后经烘干加热后形成合成革。具体地，本实施例的拉宽机构

7包括间隔设置的第一拉辊机构71和第二拉辊机构72，布料绕设于第一拉辊机构71和第二

拉辊机构72，半成品合成革被第一拉辊机构71和第二拉辊机构72的拉动调整下被拉宽。在

第一拉辊机构71和第二拉辊机构72之间还设有用于对合成革翻面的翻面机构12和用于冷

却合成革的冷却机构13。

[0028] 本实施例的储布架2包括架体21及枢装在该架体21上的多个上下交错分布的储布

辊22，布料绕设于各储布辊22。多个交错的储布料更利于存储和输送更长的布料。

[0029] 为适配更多样的印刷需求，第一印刷组件3和第二印刷组件6相同，第一印刷组件3

包括多个间隔排布的印刷机构，其中，如图3所示，本实施例的印刷机构包括印刷机座31、导

向辊32、料辊33和料槽34，导向辊32通过一高度调节机构35枢装于印刷机座31，料槽34设于

印刷机座31下方，料辊33枢接于料槽34内并位于导向辊32下方，且料辊33与导向辊32相隔

形成供布料通过的缝隙。多个印刷机构可以分别设置其缝隙大小和料槽34的染色色料，以

逐级、逐次、逐层印刷，利于形成更稳定的着手效果。应用于第二印刷组件6的印刷机座31、

导向辊32、料辊33和料槽34，则在料槽34中盛放胶料，以印刷在布料表面。

[0030] 优选地，如图4所示，压纹机4包括机架41、加热装置42、压花装置43和位置调节装

置44，加热装置42包括灯罩423、用于预热非压纹面的导热油烫轮421和用于加热压纹面的

加热灯管422，导热油烫轮421可转动连接于机架41；加热灯管422安装于导热油烫轮421下

方，并且加热灯管422被包覆于灯罩423内；灯罩423以可拆卸方式固设于机架41；压花装置

43包括用于压制花纹的压花轮432和用于夹持的压力轮431；压花轮432可转动连接于机架

41；压力轮431位于压花轮432上方，并且压力轮431可转动连接于机架41；位置调节装置44

一端连接于机架41，另一端连接于压力轮431，并且所述位置调节装置44用于调节压力轮

431与压花轮432之间的距离。

[0031] 通过使用导热油烫轮421对布料的非压纹面进行预热；通过使用加热灯管422对布

料的压纹面进行加热；由于加热灯管422在加热过程中，热气在常态下会往上散发，此时，所

散发的热气对非压纹面进行预热。通过将加热灯管422安装于导热油烫轮421下方可确保非

压纹面和压纹面在整个压制花纹过程中保持受热。如此同时，通过使用位置调节装置44调

节压力轮431和压花轮432之间的距离即可实现压花轮432对压纹面进行压制花纹。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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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通过将加热灯管422安装于导热油烫轮421下方，可实现有效的利用热气并提升预热能

效。

[0032] 本例的一体化合成革加工装置还包括用于缓存布料的收放卷机构141，该收放卷

机构141连接于压纹机4和储料槽5之间。具体地，收放卷机构141包括支架141、枢接于支架

141上的旋转架142，旋转架142具有多个安装端，每个安装端上枢接有收放辊143。通过收放

卷机构141的摆渡作用，使布料在第一印刷组件3和第二印刷组件6的交接更为可控，在布料

不够时，具备足够存储而及时输送运行，在布料过多时，又能存储起来待用。

[0033] 示例性地，抛光机构8包括抛光转轮81和呈圆周阵列分布于抛光转轮81外周的多

个抛光头82。具体地，本实施例的抛光头82为羊毛抛光轮，利用羊毛抛光轮高速旋转与合成

革表面同向接触，匀速通过，把合成革抛出光泽。

[0034] 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可根据以上描述的技术方案以及构思，做出其它各种

相应的改变以及形变，而所有的这些改变以及形变都应该属于本发明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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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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