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0133580.X

(22)申请日 2019.01.25

(73)专利权人 仙桃新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 433000 湖北省仙桃市彭场镇仙沙公

路南

(72)发明人 程作　陈小华　杜鹏　

(74)专利代理机构 武汉智嘉联合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42231

代理人 周伟

(51)Int.Cl.

D06B 1/02(2006.01)

D06B 23/04(2006.01)

D06B 15/00(2006.01)

D06B 23/20(2006.01)

D06B 23/08(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新型功能无纺布生产系统

(57)摘要

一种新型功能无纺布生产系统，包括底座，

所述底座的顶部左侧前后对称固接有展平辊支

架，两组所述展平辊支架之间转动连接有两组展

平辊，所述底座的顶部开设有位于展平辊支架右

侧的电机槽，所述电机槽的底部固定安装有电

机，所述电机的前侧输出端和下方展平辊前端均

套接有皮带轮，两组所述皮带轮之间套接有皮

带，所述底座的顶部固接有两组转向支架。本实

用新型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可实现对无纺布进

行展平，又可通过伺服电机调整多个辊轴上下错

开，使烘干箱中的无纺布撑开张紧，呈“S”形固

定，便于风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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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功能无纺布生产系统，包括底座，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的顶部左侧前后对

称固接有展平辊支架，两组所述展平辊支架之间转动连接有两组展平辊，所述底座的顶部

开设有位于展平辊支架右侧的电机槽，所述电机槽的底部固定安装有电机，所述电机的前

侧输出端和下方展平辊前端均套接有皮带轮，两组所述皮带轮之间套接有皮带，所述底座

的顶部固接有两组转向支架，两组所述转向支架的相对内侧均固接有副架，所述转向支架

和副架的顶部均转动连接有转向辊，两组所述转向支架之间左右分别设置有功能液喷涂装

置和烘干装置；所述功能液喷涂装置包括功能液储存池，所述功能液储存池的顶部固接有

盖板，所述功能液储存池和盖板之间左右贯通开设有通孔，所述功能液储存池的顶部中央

固接有漏斗，所述通孔的上下两侧均固接有喷雾装置，所述功能液储存池的内腔底部安装

有抽液泵，所述抽液泵与两组喷雾装置之间连通有输液管，两组所述喷雾装置上均设置有

与外部气压罐连通的气管，所述漏斗的上端固接有固定块，所述固定块的顶部和盖板的底

部均固接有V型刮板，所述抽液泵通过控制开关与外接电源电性连接；所述烘干装置包括烘

干箱，所述烘干箱的底部设置有支撑脚，所述烘干箱的左右两侧壁对称设置有烘干入口和

烘干出口，所述烘干箱的上下两侧设置有可调支撑机构，所述烘干箱的顶部左侧安装有抽

风机，所述抽风机的进风口伸入烘干箱内腔，所述烘干箱的底部右侧安装有干燥箱，所述干

燥箱的进风口与抽风机的出风口通过通风管与干燥箱的进风口连通，所述干燥箱的出风口

与烘干箱内腔连通，所述烘干箱的内腔上下两侧壁均设置有电热板；所述可调支撑机构包

括平行设置于烘干箱外侧的安装板，所述安装板的中部螺接有调节丝杆，所述调节丝杆的

内侧端通过轴承与烘干箱的侧壁转动连接，所述调节丝杆的外侧端与伺服电机的转轴连

接，伺服电机通过立柱固定在烘干箱的顶部，所述安装板的内壁左右两侧对称固接有辊轴

支撑杆，所述辊轴支撑杆内侧端伸入烘干箱的内腔并通过支架固接有辊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功能无纺布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烘干入口和

烘干出口的内侧均设置有支撑导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功能无纺布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抽风机位于

烘干箱内腔的进风口固接有吸风罩。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功能无纺布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通风管为耐

热钢丝软管，所述通风管绕过烘干箱的背面固定设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功能无纺布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两组所述可调支

撑机构左右错位设置，且相邻两组所述辊轴支撑杆之间的水平间距相一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功能无纺布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通孔的左右

两侧均设置有挡帘。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功能无纺布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V型刮板的截

面形状为箭头形。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09741428 U

2



新型功能无纺布生产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无纺布技术领域，具体为新型功能无纺布生产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无纺布又称不织布，是由定向的或随机的纤维而构成。因具有布的外观和某些性

能而称其为布。无纺布具有防潮、透气、柔韧、质轻、不助燃、容易分解、无毒无刺激性、色彩

丰富、价格低廉、可循环再用等特点。如多采用聚丙烯（pp材质）粒料为原料，经高温熔融、喷

丝、铺纲、热压卷取连续一步法生产而成。在无纺布生产过程中经常需要在其表面进行喷

膜，但现有的无纺布整理装置不能对镀膜进行快速烘干，而且还不能回收多余的镀膜液。

[0003] 例如中国专利申请号CN201721173605.6，具体内容为：一种推平防褶皱的无纺布

淋膜装置，包括：放卷机构、收卷机构、设置在放卷机构和收卷机构之间的辊轴和淋膜机构，

其中：淋膜机构靠近放卷机构的一侧设有展平机构，展平机构包括相对布置的第一导向辊

组、第二导向辊组，以及用于驱动第一导向辊组动作的第一驱动单元和用于驱动第二导向

辊组动作的第二驱动单元，第一导向辊组包括上下布置的第一上导向辊和第一下导向辊，

第二导向辊组包括上下布置的第二上导向辊和第二下导向辊，第一上导向辊、第一下导向

辊、以及第二上导向辊、第二下导向辊的轴面上均设有推料部。该装置可以在避免淋膜过程

中边缘褶皱的问题的同时可以有效防止布面中部应力过大而产生变形。

[0004] 这种推平防褶皱的无纺布淋膜装置，虽然通过在淋膜机构靠近放卷机构的一侧设

置展平机构，并对展平机  构的结构进行设置，以利用展平机构中的第一驱动单元、第二驱

动单元与第一导向辊组和  第二导向辊组配合在传送中的无纺布的布面上形成向其两侧间

歇出现的推力，以使传送中的无纺布布面平整，从而在避免淋膜过程中边缘褶皱的问题的

同时可以有效防止布面中部  应力过大而产生变形。但是这种推平防褶皱的无纺布淋膜装

置不能对镀膜后的无纺布进行烘干，容易沾染粉尘，影响到无纺布的品质，而且该装置不能

对喷淋后多余的功能液进行回收，不利于节约成本。

[0005] 现有的无纺布烘干设备是通过热风对传送带表面的无纺布进行烘干，这种烘干方

式对无纺布的烘干不全面，导致无纺布烘干效果不佳，不能保证无纺布的生产质量，且大量

的热风直接散失在空气中，不能循环利用，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此外现有的无纺布烘干设

备还无法对烘干后的无纺布进行表面除尘与降温，因此，无法保证无纺布的生产品质。

[0006] 为此，相关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对此进行了改进，例如中国专利申请号为

CN201810896267.1提出的“一种新型无纺布生产用热风循环烘干设备，包括烘干箱和加热

箱，所述烘干箱内壁下方一侧安装有下导向辊，且下导向辊一侧设有固定有加热箱，所述加

热箱内部下方设有陶瓷加热管，所述加热箱表面开设有多个风孔，所述加热箱底部设有进

风口，所述加热箱上方位于烘干箱内壁固定有上导向辊，所述烘干箱一侧表面上方开设有

多个回风口。”，虽然本发明能够满足通过上导向辊和下导向辊将无纺布呈“S”型分布在加

热箱两侧，使得无纺布上下表面在烘干箱内部能够进行多次加热，有利于把无纺布的水分

快速除去，不仅提高了干燥的效果，还保证了无纺布的生产质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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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但该申请文件中的技术方案仍然存在不足，如该装置的上导向辊和下导向辊固设

于烘干箱内部，且呈“S”型分布，因此无纺布很难顺利地从烘干箱的进口端引入并绕过多组

呈“S”型分布的导向辊后从烘干箱的出口端引出，使用存在明显的不便性缺陷。

[0008] 基于此，本实用新型设计了新型功能无纺布生产系统，以解决上述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9]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新型功能无纺布生产系统，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

出的这种推平防褶皱的无纺布淋膜装置不能对镀膜后的无纺布进行烘干，容易沾染粉尘，

影响到无纺布的品质，而且该装置不能对喷淋后多余的功能液进行回收，不利于节约成本

的问题。同时，新型功能无纺布生产系统解决了现有装置中上导向辊和下导向辊固设于烘

干箱内部，且呈“S”型分布，因此无纺布很难顺利地从烘干箱的进口端引入并绕过多组呈

“S”型分布的导向辊后从烘干箱的出口端引出，使用存在明显的不便性缺陷的问题。

[0010]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新型功能无纺布生产系统，包括

底座，所述底座的顶部左侧前后对称固接有展平辊支架，两组所述展平辊支架之间转动连

接有两组展平辊，所述底座的顶部开设有位于展平辊支架右侧的电机槽，所述电机槽的底

部固定安装有电机，所述电机的前侧输出端和下方展平辊前端均套接有皮带轮，两组所述

皮带轮之间套接有皮带，所述底座的顶部固接有两组转向支架，两组所述转向支架的相对

内侧均固接有副架，所述转向支架和副架的顶部均转动连接有转向辊，两组所述转向支架

之间左右分别设置有功能液喷涂装置和烘干装置；

[0011] 所述功能液喷涂装置包括功能液储存池，所述功能液储存池的顶部固接有盖板，

所述功能液储存池和盖板之间左右贯通开设有通孔，所述功能液储存池的顶部中央固接有

漏斗，所述通孔的上下两侧均固接有喷雾装置，所述功能液储存池的内腔底部安装有抽液

泵，所述抽液泵与两组喷雾装置之间连通有输液管，两组所述喷雾装置上均设置有与外部

气压罐连通的气管，所述漏斗的上端固接有固定块，所述固定块的顶部和盖板的底部均固

接有V型刮板，所述抽液泵通过控制开关与外接电源电性连接。

[0012] 所述烘干装置包括烘干箱，所述烘干箱的底部设置有支撑脚，所述烘干箱的左右

两侧壁对称设置有烘干入口和烘干出口，所述烘干箱的上下两侧设置有可调支撑机构，所

述烘干箱的顶部左侧安装有抽风机，所述抽风机的进风口伸入烘干箱内腔，所述烘干箱的

底部右侧安装有干燥箱，所述干燥箱的进风口与抽风机的出风口通过通风管与干燥箱的进

风口连通，所述干燥箱的出风口与烘干箱内腔连通，所述烘干箱的内腔上下两侧壁均设置

有电热板。

[0013] 所述可调支撑机构包括平行设置于烘干箱外侧的安装板，所述安装板的中部螺接

有调节丝杆，所述调节丝杆的内侧端通过轴承与烘干箱的侧壁转动连接，所述调节丝杆的

外侧端与伺服电机的转轴连接，伺服电机通过立柱固定在烘干箱的顶部，所述安装板的内

壁左右两侧对称固接有辊轴支撑杆，所述辊轴支撑杆内侧端伸入烘干箱的内腔并通过支架

固接有辊轴。

[0014] 优选的，所述烘干入口和烘干出口的内侧均设置有支撑导辊。

[0015] 优选的，所述抽风机位于烘干箱内腔的进风口固接有吸风罩。

[0016] 优选的，所述通风管为耐热钢丝软管，所述通风管绕过烘干箱的背面固定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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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优选的，两组所述可调支撑机构左右错位设置，且相邻两组所述辊轴支撑杆之间

的水平间距相一致。

[0018] 优选的，所述通孔的左右两侧均设置有挡帘。

[0019] 优选的，所述V型刮板的截面形状为箭头形。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使用方便，适

用于对无纺布进行镀膜整理，通过展平辊，可实现对无纺布进行展平，避免产生折角，影响

后续喷膜，通过功能液喷涂装置，可实现对无纺布的喷膜，喷膜过程中还可回收多余的功能

喷膜液，有利于节省成本，保护环境，通过烘干房，可实现对喷膜后的无纺布进行快速干燥，

避免沾染粉尘，影响到无纺布出厂质量。对烘干装置中无纺布支撑导向结构进行改进，本装

置烘干箱的上下两侧呈左右错位状设置有可调支撑机构，且可调支撑机构中用于支撑辊轴

的辊轴支撑杆在伺服电机摇转调节下可调整辊轴的高度位置，当装置穿行无纺布时，可将

多个辊轴调节至同一高度，并与烘干箱的两侧进出口平齐，这样，通过简易的引导即可将无

纺布一端穿过烘干箱，穿行通过后，又可通过伺服电机调整多个辊轴上下错开，使烘干箱中

的无纺布撑开张紧，呈“S”形固定，便于风干。

附图说明

[002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所需要使

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

其他的附图。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实用新型展平辊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实用新型功能液喷涂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实用新型热风循环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本实用新型V型刮板结构示意图。

[0027] 附图中，各标号所代表的部件列表如下：

[0028] 1-底座，2-展平辊支架，3-展平辊，4-电机槽，5-电机，6-皮带轮，7-皮带，8-转向支

架，9-副架，10-转向辊，11-功能液喷涂装置，111-功能液储存池，112-盖板，113-通孔，114-

漏斗，115-喷雾装置，116-抽液泵，117-输液管，118-气管，119-固定块，1110-V型刮板，

1111-挡帘，12-齿轮，15-烘干装置，151-烘干箱，152-支撑脚，153-烘干入口，154-烘干出

口，155-可调支撑机构，1551-安装板，1552-调节丝杆，1553-伺服电机，1554-辊轴支撑杆，

1555-辊轴，1556-立柱，156-抽风机，157-吸风罩，158-干燥箱，159-通风管，1510-电热板，

1511-支撑导辊，1512-固体干燥剂。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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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请参阅图1-5，本实用新型提供新型功能无纺布生产系统技术方案：新型功能无纺

布生产系统，包括底座1，底座1的顶部左侧前后对称固接有展平辊支架2，两组展平辊支架2

之间转动连接有两组展平辊3，底座1的顶部开设有位于展平辊支架2右侧的电机槽4，电机

槽4的底部固定安装有电机5，电机5的前侧输出端和下方展平辊3前端均套接有皮带轮6，两

组皮带轮6之间套接有皮带7，底座1的顶部固接有两组转向支架8，两组转向支架8的相对内

侧均固接有副架9，转向支架8和副架9的顶部均转动连接有转向辊10，两组转向支架8右侧

分别设置有功能液喷涂装置11和烘干装置15，两组展平辊3的后端均套接有相互啮合的齿

轮12。

[0031] 功能液喷涂装置11包括功能液储存池111，功能液储存池111的顶部固接有盖板

112，功能液储存池111和盖板112之间左右贯通开设有通孔113，功能液储存池111的顶部中

央固接有漏斗114，通孔113的上下两侧均固接有喷雾装置115，功能液储存池111的内腔底

部安装有抽液泵116，抽液泵116与两组喷雾装置115之间连通有输液管117，两组喷雾装置

115上均设置有与外部气压罐连通的气管118，漏斗114的上端固接有固定块119，固定块119

的顶部和盖板112的底部均固接有V型刮板1110，抽液泵116通过控制开关与外接电源电性

连接；通过抽液泵116将功能液抽送至喷雾装置115，喷雾装置115可借助气管118输送来的

高压气体，将功能液呈雾状喷出，可均匀附着在无纺布的上下表面，通过V型刮板1110，可刮

除无纺布上多余的功能液，使得多余功能液顺着漏斗114回流入功能液储存池111中。

[0032] 进一步的，通孔113的左右两侧均设置有挡帘1111，可减小功能液从通孔113溢出

量。

[0033] 进一步的，V型刮板1110的截面形状为箭头形，使得无纺布上工能液向两侧移动，

并滴落到漏斗114上。

[0034] 烘干装置15包括烘干箱151，烘干箱151的底部设置有支撑脚152，烘干箱151的左

右两侧壁对称设置有烘干入口153和烘干出口154，烘干箱151的上下两侧设置有可调支撑

机构155，烘干箱151的顶部左侧安装有抽风机156，抽风机156的进风口伸入烘干箱151内

腔，烘干箱151的底部右侧安装有干燥箱158，干燥箱158的进风口与抽风机156的出风口通

过通风管159与干燥箱158的进风口连通，干燥箱158的出风口与烘干箱151内腔连通，烘干

箱151的内腔上下两侧壁均设置有电热板1510；可调支撑机构155包括平行设置于烘干箱

151外侧的安装板1551，安装板1551的中部螺接有调节丝杆1552，调节丝杆1552的内侧端通

过轴承与烘干箱151的侧壁转动连接，调节丝杆1552的外侧端与伺服电机1553的转轴连接，

伺服电机通过立柱1556固定在烘干箱151的顶部。

[0035] 安装板1551的内壁左右两侧对称固接有辊轴支撑杆1554，辊轴支撑杆1554内侧端

伸入烘干箱151的内腔并通过支架固接有辊轴1555。

[0036] 其中，烘干入口153和烘干出口154的内侧均设置有支撑导辊1511，用于辅助支撑

无纺布；干燥箱158的内腔填充设置有固体干燥剂1512；用于干燥热风中夹带的水汽；抽风

机156位于烘干箱151内腔的进风口固接有吸风罩157；便于热气聚拢吸入；通风管159为耐

热钢丝软管，通风管159绕过烘干箱151的背面固定设置，节省安装空间，避免结构干涉；两

组可调支撑机构155左右错位设置，且相邻两组辊轴支撑杆1554之间的水平间距相一致，便

于烘干是将无纺布调整为“S”状，提升烘干效率。

[0037] 本实施例的一个具体应用为：本实用新型为新型功能无纺布生产系统，主要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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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无纺布进行镀膜整理，使用时，通过将无纺布穿过两组展平辊3，绕过左侧转向支架8上

的转向辊10，斜向上绕过左侧副架9上的转向辊10，随后穿过功能液喷涂装置11和烘干房13

与右侧副架9上转向辊10抵接，其后，绕过右侧转向支架8上的转向辊10与外部卷绕机连接。

然后，通过控制开关控制电机5启动，通过皮带7的传动，可实现下方展平辊3转动，再通过两

组齿轮12的传动，可实现两组展平辊3的转动，从而实现对无纺布的展平，展平后的无纺布

进入功能液喷涂装置11，通过抽液泵116开启，将功能液抽送至喷雾装置115，喷雾装置115

可借助气管118输送来的高压气体，将功能液呈雾状喷出，可均匀附着在无纺布的上下表

面，通过V型刮板1110，可刮除无纺布上多余的功能液，使得多余功能液顺着漏斗114回流入

功能液储存池111中，接着进入烘干装置15，分别调节装置上下两侧可调支撑机构155中的

伺服电机1553，通过调节丝杆1552与伺服电机1553螺接传动，使辊轴支撑杆1554位于烘干

箱151内腔中的高度位置可上下调整，将所有的辊轴55高度均调整至与烘干入口153和烘干

出口154位置高度一致，并呈一字排开后，将待烘干的无纺布自由端用外部如支撑杆等辅助

工具固定，并水平依次穿过烘干入口153、各个辊轴1555支架的空隙和烘干出口154，无纺布

穿过后与卷料机构固定，取走辅助工具，接着反向调节装置上下两侧可调支撑机构155中的

伺服电机1553，使各个辊轴1555上下价格错开，直至烘干箱151中的无纺布被曲折撑开呈

“S”状固定，无纺布被固定的同时也被张紧，以便于辊轴1555平稳支承，便于风干。

[0038] 固定好无纺布后，即可开启电热板1510和抽风机156，电热板1510的功率可根据具

体烘干箱151的体积和无纺布湿度等因素确定，也可采用现有的可调温功能的加热板，便于

实时调温，无纺布受电热板1510加热后，产生热气，热气被抽风机156抽吸进入吸风罩157的

内腔，并通过通风管159输送至干燥箱158内，干燥箱158内填充有固体干燥剂1512，可对经

过的热气进行干燥，去除水汽，干燥后的热气从干燥箱158的出风口重新回到151烘干箱内

腔，形成热风循环回路，可提高烘干效率。

[0039] 以上公开的本实用新型优选实施例只是用于帮助阐述本实用新型。优选实施例并

没有详尽叙述所有的细节，也不限制该实用新型仅为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显然，根据本说

明书的内容，可作很多的修改和变化。本说明书选取并具体描述这些实施例，是为了更好地

解释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实际应用，从而使所属技术领域技术人员能很好地理解和利用本

实用新型。本实用新型仅受权利要求书及其全部范围和等效物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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