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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无纺布前兜围兜加

工设备，包括底座传输机构、调节传输机构、滑动

调节机构和替换模切机构，所述底座传输机构的

一侧设置有调节传输机构，所述底座传输机构的

顶面外壁设置有滑动调节机构，所述滑动调节机

构的顶端两侧设置有替换模切机构。该无纺布前

兜围兜加工设备，内置传送带通过嵌入作业台表

面，为其带来材料的传动作用，让加工过程便捷

稳定，在无纺布完成对叠后，进入外型模切时，经

过与结构架之间固定连接的传动带，将材料传送

至模切处，调节传输机构让无纺布输送过程中设

备能够方便的与其对接，滑动调节机构和替换模

切机构可进行水平位置的调节，增加整体设备模

切中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让模切工序更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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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纺布前兜围兜加工设备，包括底座传输机构（1）、调节传输机构（2）、滑动调节

机构（3）和替换模切机构（4），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传输机构（1）的一侧设置有调节传输机

构（2），所述底座传输机构（1）的顶面外壁设置有滑动调节机构（3），所述滑动调节机构（3）

的顶端两侧设置有替换模切机构（4）；

所述替换模切机构（4）包括：

升降气缸（401），其设置于所述滑动调节机构（3）的两侧外壁；

升降架（402），其设置于所述升降气缸（401）的一侧内壁；

模切刀（403），其设置于所述升降架（402）的底端；

凹槽（404），其设置于所述升降架（402）的底端内壁；

固定螺丝（405），其设置于所述模切刀（403）的底面两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纺布前兜围兜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模切刀

（403）通过固定螺丝（405）与升降架（402）构成可拆卸结构，且升降气缸（401）与升降架

（402）之间为活动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纺布前兜围兜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传输机

构（1）包括：

作业台（101），其设置于所述滑动调节机构（3）的底端；

底座（102），其设置于所述作业台（101）的底端外壁；

内置传送带（103），其设置于所述作业台（101）的顶端内壁。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无纺布前兜围兜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02）

尺寸与作业台（101）底端尺寸相匹配，且内置传送带（103）与作业台（101）之间为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纺布前兜围兜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传输机

构（2）包括：

衔接架（201），其设置于所述底座传输机构（1）的左侧顶面；

调节轴（202），其设置于所述衔接架（201）的顶端；

结构架（203），其设置于所述调节轴（202）的两侧外壁；

传动带（204），其设置于所述结构架（203）的顶端。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无纺布前兜围兜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结构架

（203）与传动带（204）之间为固定连接，且结构架（203）通过调节轴（202）与调节轴（202）构

成旋转结构。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纺布前兜围兜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动调节机

构（3）包括：

滑轨（301），其设置于所述底座传输机构（1）的顶端两侧；

滑块（302），其设置于所述滑轨（301）的四周外壁；

受力板（303），其设置于所述滑块（302）的底端外壁；

搭载杆（304），其设置于所述滑块（302）的顶端外壁。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无纺布前兜围兜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搭载杆

（304）通过滑块（302）与滑轨（301）构成滑动结构，且受力板（303）与滑块（302）之间为焊接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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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纺布前兜围兜加工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无纺布加工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无纺布前兜围兜加工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无纺布是一种不需要纺纱织布而形成的织物，只是将纺织短纤维或者长丝进行定

向或随机排列，形成纤网结构，然后采用机械、热粘或化学等方法加固而成，而无纺布前兜

围兜加工装置则是通过装置机械的物理手段将纤维粘结在一起，再进行加工成前兜围兜的

设备，过程中包括材料的运输、裁切、成型等工序。

[0003] 目前市面上无纺布前兜围兜加工设备在加工过程中，完成折叠工序进行外型模切

时，由于模切的切口要求根据产品需要并不总是统一，在应对不同的模切要求时，其模切系

统并不能快速的进行切口的调换，使得设备不具备灵活性，影响加工效率，为此，我们提出

一种无纺布前兜围兜加工设备。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无纺布前兜围兜加工设备，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

中提出的在加工过程中，完成折叠工序进行外型模切时，由于模切的切口要求根据产品需

要并不总是统一，在应对不同的模切要求时，其模切系统并不能快速的进行切口的调换，使

得设备不具备灵活性，影响加工效率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无纺布前兜围兜加工设备，

包括底座传输机构、调节传输机构、滑动调节机构和替换模切机构，所述底座传输机构的一

侧设置有调节传输机构，所述底座传输机构的顶面外壁设置有滑动调节机构，所述滑动调

节机构的顶端两侧设置有替换模切机构；

[0006] 所述替换模切机构包括：

[0007] 升降气缸，其设置于所述滑动调节机构的两侧外壁；

[0008] 升降架，其设置于所述升降气缸的一侧内壁；

[0009] 模切刀，其设置于所述升降架的底端；

[0010] 凹槽，其设置于所述升降架的底端内壁；

[0011] 固定螺丝，其设置于所述模切刀的底面两侧。

[0012] 优选的，所述模切刀通过固定螺丝与升降架构成可拆卸结构，且升降气缸与升降

架之间为活动连接。

[0013] 优选的，所述底座传输机构包括：

[0014] 作业台，其设置于所述滑动调节机构的底端；

[0015] 底座，其设置于所述作业台的底端外壁；

[0016] 内置传送带，其设置于所述作业台的顶端内壁。

[0017] 优选的，所述底座尺寸与作业台底端尺寸相匹配，且内置传送带与作业台之间为

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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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优选的，所述调节传输机构包括：

[0019] 衔接架，其设置于所述底座传输机构的左侧顶面；

[0020] 调节轴，其设置于所述衔接架的顶端；

[0021] 结构架，其设置于所述调节轴的两侧外壁；

[0022] 传动带，其设置于所述结构架的顶端。

[0023] 优选的，所述结构架与传动带之间为固定连接，且结构架通过调节轴与调节轴构

成旋转结构。

[0024] 优选的，所述滑动调节机构包括：

[0025] 滑轨，其设置于所述底座传输机构的顶端两侧；

[0026] 滑块，其设置于所述滑轨的四周外壁；

[0027] 受力板，其设置于所述滑块的底端外壁；

[0028] 搭载杆，其设置于所述滑块的顶端外壁。

[0029] 优选的，所述搭载杆通过滑块与滑轨构成滑动结构，且受力板与滑块之间为焊接

连接。

[003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该无纺布前兜围兜加工设备，在此加

工设备进行无纺布外型模切的过程中，通过与作业台底端尺寸相匹配的底座为其本体提供

稳定支撑，而与作业台之间固定连接的内置传送带通过嵌入作业台表面，为其带来材料的

传动作用，让加工过程便捷稳定，在无纺布完成对叠后，进入外型模切时，经过与结构架之

间固定连接的传动带，将材料传送至模切处，调节传输机构让无纺布输送过程中设备能够

方便的与其对接，滑动调节机构和替换模切机构可进行水平位置的调节，增加整体设备模

切中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让模切工序更加效率。

[0031] 结构架通过调节轴与调节轴构成旋转结构，在无纺布完成对叠后，进入外型模切

时，经过与结构架之间固定连接的传动带，将材料传送至模切处，在此过程中，操作者可经

过结构架通过调节轴与调节轴构成旋转结构，调整整体传动带的倾斜角度，让无纺布输送

过程中，设备能够方便的与其对接，完成材料输送。

[0032] 受力板与滑块之间为焊接连接，在无纺布材料达到模切处时，可经过搭载杆通过

滑块与滑轨构成的滑动结构，将搭载杆调节至合适位置，以便替换模切机构能够从多处进

行模切作业，增加整体设备模切中的灵活性，而与滑块之间焊接连接的受力板可在模切时

为模切提供受力，让模切过程更加稳定。

[0033] 模切刀通过固定螺丝与升降架构成可拆卸结构，在进行模切时，通过升降气缸与

升降架之间的活动连接，让升降气缸带动升降架进行升降，使得模切刀下降对底座传输机

构上的无纺布材料进行模切，而在应对不同的外型需要，进行模切加工时，只需要经过模切

刀通过固定螺丝与升降架构成的可拆卸结构，将固定螺丝拧开，对不不同外型的模切刀进

行替换即可，让无纺布加工的模切工序更加便捷效率，节省材料。

附图说明

[0034] 图1为本实用新型侧面结构示意图；

[0035] 图2为本实用新型滑动调节机构正面结构示意图；

[0036] 图3为本实用新型替换模切机构侧面内部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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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图4为本实用新型替换模切机构正面结构示意图。

[0038] 图中：1、底座传输机构；101、作业台；102、底座；103、内置传送带；2、调节传输机

构；201、衔接架；202、调节轴；203、结构架；204、传动带；3、滑动调节机构；301、滑轨；302、滑

块；303、受力板；304、搭载杆；4、替换模切机构；401、升降气缸；402、升降架；403、模切刀；

404、凹槽；405、固定螺丝。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如图1所示，一种无纺布前兜围兜加工设备，包括：底座传输机构1；底座传输机构1

的一侧设置有调节传输机构2，底座传输机构1的顶面外壁设置有滑动调节机构3，滑动调节

机构3的顶端两侧设置有替换模切机构4，底座传输机构1包括：作业台101，其设置于滑动调

节机构3的底端；底座102，其设置于作业台101的底端外壁；内置传送带103，其设置于作业

台101的顶端内壁，底座102尺寸与作业台101底端尺寸相匹配，且内置传送带103与作业台

101之间为固定连接，在此加工设备进行无纺布外型模切的过程中，通过与作业台101底端

尺寸相匹配的底座102为其本体提供稳定支撑，而与作业台101之间固定连接的内置传送带

103通过嵌入作业台101表面，为其带来材料的传动作用，让加工过程便捷稳定，调节传输机

构2包括：衔接架201，其设置于底座传输机构1的左侧顶面；调节轴202，其设置于衔接架201

的顶端；结构架203，其设置于调节轴202的两侧外壁；传动带204，其设置于结构架203的顶

端，结构架203与传动带204之间为固定连接，且结构架203通过调节轴202与调节轴202构成

旋转结构，在无纺布完成对叠后，进入外型模切时，经过与结构架203之间固定连接的传动

带204，将材料传送至模切处，在此过程中，操作者可经过结构架203通过调节轴202与调节

轴202构成旋转结构，调整整体传动带204的倾斜角度，让无纺布输送过程中，设备能够方便

的与其对接，完成材料输送。

[0040] 如图2所示，一种无纺布前兜围兜加工设备，滑动调节机构3包括：滑轨301，其设置

于底座传输机构1的顶端两侧；滑块302，其设置于滑轨301的四周外壁；受力板303，其设置

于滑块302的底端外壁；搭载杆304，其设置于滑块302的顶端外壁，搭载杆304通过滑块302

与滑轨301构成滑动结构，且受力板303与滑块302之间为焊接连接，在无纺布材料达到模切

处时，可经过搭载杆304通过滑块302与滑轨301构成的滑动结构，将搭载杆304调节至合适

位置，以便替换模切机构4能够从多处进行模切作业，增加整体设备模切中的灵活性，而与

滑块302之间焊接连接的受力板303可在模切时为模切提供受力，让模切过程更加稳定。

[0041] 如图3‑4所示，一种无纺布前兜围兜加工设备，替换模切机构4包括：升降气缸401，

其设置于滑动调节机构3的两侧外壁；升降架402，其设置于升降气缸401的一侧内壁；模切

刀403，其设置于升降架402的底端；凹槽404，其设置于升降架402的底端内壁；固定螺丝

405，其设置于模切刀403的底面两侧，模切刀403通过固定螺丝405与升降架402构成可拆卸

结构，且升降气缸401与升降架402之间为活动连接，在进行模切时，通过升降气缸401与升

降架402之间的活动连接，让升降气缸401带动升降架402进行升降，使得模切刀403下降对

底座传输机构1上的无纺布材料进行模切，而在应对不同的外型需要，进行模切加工时，只

需要经过模切刀403通过固定螺丝405与升降架402构成的可拆卸结构，将固定螺丝405拧

开，对不不同外型的模切刀403进行替换即可，让无纺布加工的模切工序更加便捷效率，节

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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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综上，该无纺布前兜围兜加工设备在使用时，首先在此加工设备进行无纺布外型

模切的过程中，通过与作业台101底端尺寸相匹配的底座102为其本体提供稳定支撑，而与

作业台101之间固定连接的内置传送带103通过嵌入作业台101表面，为其带来材料的传动

作用，让加工过程便捷稳定，在无纺布完成对叠后，进入外型模切时，经过与结构架203之间

固定连接的传动带204，将材料传送至模切处，在此过程中，操作者可经过结构架203通过调

节轴202与调节轴202构成旋转结构，调整整体传动带204的倾斜角度，让无纺布输送过程

中，设备能够方便的与其对接，完成材料输送，在无纺布材料达到模切处时，可经过搭载杆

304通过滑块302与滑轨301构成的滑动结构，将搭载杆304调节至合适位置，以便替换模切

机构4能够从多处进行模切作业，增加整体设备模切中的灵活性，而与滑块302之间焊接连

接的受力板303可在模切时为模切提供受力，让模切过程更加稳定，在进行模切时，通过升

降气缸401与升降架402之间的活动连接，让升降气缸401带动升降架402进行升降，使得模

切刀403下降对底座传输机构1上的无纺布材料进行模切，而在应对不同的外型需要，进行

模切加工时，只需要经过模切刀403通过固定螺丝405与升降架402构成的可拆卸结构，将固

定螺丝405拧开，对不不同外型的模切刀403进行替换即可，让无纺布加工的模切工序更加

便捷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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