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430063.6

(22)申请日 2020.05.20

(71)申请人 嘉兴学院

地址 310000 浙江省嘉兴市市辖区越秀南

路56号

(72)发明人 林彬　

(74)专利代理机构 浙江永鼎律师事务所 33233

代理人 余文祥

(51)Int.Cl.

D05B 35/0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缝纫机中的盘扣条拉筒及其使用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缝纫机中的盘扣条拉筒

及其使用方法，属于服装加工技术领域，解决了

现有技术盘扣条制作不便、效率低的问题。本发

明包括盖板，所述的盖板上设有用于限制布料位

置的限位装置，所述的限位装置内设有用于布料

包裹和配合布料缝纫回拉制成盘扣条的导管，所

述的限位装置为与导管前端配合的导槽。本发明

通过导管与导槽配合可以使得缝纫时缉线宽度

得到保证，盘扣条宽度一致，成品质量得到提升；

缝纫时无需担心棉线被缝住，制作难度降低，对

制作工人技术水平要求也随之降低；且可实现缝

纫的同时将布料从导管内拉出制成盘扣条，制作

效率提高；通过设置引布结构与布料前端连接可

将布料在导管内往布料插入端进行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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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缝纫机中的盘扣条拉筒，其特征在于：包括盖板(1)，所述的盖板(1)上设有用于

限制布料(11)位置的限位装置(2)，所述的限位装置(2)内设有用于布料(11)包裹和配合布

料(11)缝纫回拉制成盘扣条的导管(3)，所述的限位装置(2)为与导管(3)前端配合的导槽

(2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缝纫机中的盘扣条拉筒，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限位装置

(2)还包括与所述导槽(21)连接且便于将布料(11)送入其内部的限位台(22)，所述的限位

台(22)处可容纳布料(11)的伸展面积大于所述导槽(21)内布料(11)的伸展面积。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缝纫机中的盘扣条拉筒，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导槽

(21)与导管(3)之间的间隙大于所需制成盘扣条的厚度，所述的导管(3)内径大于所需制成

盘扣条的厚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缝纫机中的盘扣条拉筒，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导管(3)

两端贯穿所述导槽(21)。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缝纫机中的盘扣条拉筒，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盖板(1)

上还设有绕柱(4)，所述的绕柱(4)与盖板(1)之间设有用于缠绕后端布料(11)的缠布器

(5)。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缝纫机中的盘扣条拉筒，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引布结

构，所述的引布结构与布料(11)前端连接且可将布料(11)在导管(3)内往布料(11)插入端

进行回拉。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缝纫机中的盘扣条拉筒，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引部结构为

引布器(6)，所述的引布器(6)包括引布针(61)和拉手(62)，所述的引布针(61)前端设有可

嵌入布料(11)的连接针(611)。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缝纫机中的盘扣条拉筒，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引布结构为

引布线，所述的引布线提前穿过导管(3)并与布料(11)前端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缝纫机中的盘扣条拉筒，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送布器

(7)，呈扁平状，方便将布料(11)插入限位装置(2)。

10.一种缝纫机中的盘扣条拉筒的使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将盖板(1)安装于缝纫机上；

S2、将布料(11)推入限位装置(2)并包裹导管(3)；

S3、引布结构穿过导管(3)并与布料(11)前端连接；

S4、引布结构将与其连接的布料(11)前端从导管(3)内往布料(11)插入端回拉直至穿

出导管(3)，缝纫机开始缝制布料(11)，同时继续拉动布料(11)制成盘扣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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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缝纫机中的盘扣条拉筒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服装加工技术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缝纫机中的盘扣条拉筒及其

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盘扣，也称为盘纽，或者纽结、纽绊。盘扣是传统服装中使用的一种纽扣，用来固定

衣襟或装饰。

[0003] 现有技术中的盘扣条制作采用如下步骤：按45度斜丝裁剪2.5cm宽条状布料，将布

料正面朝里对折，中间夹双股较粗棉线，放至缝纫机压脚下；在盘扣条斜条顶端来回缉合，

将双股棉线缝住；离对折边0.3～0.5cm缉线，缉线宽度根据布料厚度及要求确定，缉线时要

求宽窄一致，不能缝住棉线；抽动棉线，将盘扣条从顶端拉出。盘扣条即为布料对折缝合后，

翻转形成的条状，由于其缝线和布料边缘均被翻转至内部，即隐藏了缝制线，又隐藏了布料

边缘，同时布料边缘还能对盘扣条内部形成填充。

[0004] 但是上述制作方法质量不稳定，缉线宽度不能保证，容易造成盘扣条宽窄不一，且

制作步骤复杂，无法实现缝纫的同时进行抽动棉线拉出盘扣条，生产效率低，缝纫时棉线不

能被缝住，对制作工人技术水平要求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缝纫机中便于盘扣

条制作的盘扣条拉筒及其使用方法。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可通过下列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缝纫机中的盘扣条拉筒，包括盖

板，所述的盖板上设有用于限制布料位置的限位装置，所述的限位装置内设有用于布料包

裹和配合布料缝纫回拉制成盘扣条的导管，所述的限位装置为与导管前端配合的导槽。

[0007] 盖板用于安装在缝纫机上，通过导管与导槽配合可以使得缝纫时缉线宽度得到保

证，盘扣条宽度一致，成品质量得到提升；缝纫时无需担心棉线被缝住，制作难度降低，对制

作工人技术水平要求也随之降低；且可实现缝纫的同时将布料从导管内拉出制成盘扣条，

制作效率提高。

[0008] 在上述的一种缝纫机中的盘扣条拉筒中，所述的限位装置还包括与所述导槽连接

且便于将布料送入其内部的限位台，所述的限位台处可容纳布料的伸展面积大于所述导槽

内布料的伸展面积。

[0009] 通过设置可容纳布料伸展面积较大的限位台便于将布料送入导槽。

[0010] 在上述的一种缝纫机中的盘扣条拉筒中，所述的导槽与导管之间的间隙大于所需

制成盘扣条的厚度，所述的导管内径大于所需制成盘扣条的厚度。

[0011] 若导槽与导管之间的间隙小于或等于所需制成盘扣条的厚度，则无法或难以将布

料送入导槽与导管之间；若导管内径小于或等于所需制成盘扣条的厚度，则无法顺利将布

料从导管回拉出制成盘扣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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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在上述的一种缝纫机中的盘扣条拉筒中，所述的导管两端贯穿所述导槽。导管两

端贯穿导槽便于其送入的一端包裹布料，穿回的一端引出布料。

[0013] 在上述的一种缝纫机中的盘扣条拉筒中，所述的盖板上还设有绕柱，所述的绕柱

与盖板之间设有用于缠绕后端布料的缠布器。

[0014] 通过设置绕柱将缠布器一端套在盖板与绕柱之间，通过缠布器可以将未送入导管

内的布料缠绕在其上，限制布料摆放姿势，还可以转动调节其位置，灵活方便。

[0015] 在上述的一种缝纫机中的盘扣条拉筒中，还包括引布结构，所述的引布结构与布

料前端连接且可将布料在导管内往布料插入端进行回拉。

[0016] 在上述的一种缝纫机中的盘扣条拉筒中，所述的引部结构为引布器，所述的引布

器包括引布针和拉手，所述的引布针前端设有可嵌入布料的连接针。

[0017] 通过连接针插入导管并嵌入布料前端，通过拉手将嵌入布料后的连接针在导管内

往布料插入端回拉。

[0018] 在上述的一种缝纫机中的盘扣条拉筒中，所述的引布结构为引布线，所述的引布

线提前穿过导管并与布料前端连接。

[0019] 在上述的一种缝纫机中的盘扣条拉筒中，作为另一种方案，通过引布线的一端提

前穿入导管与布料前端连接，连接布料后的引布线另一端往布料穿入端回拉。

[0020] 在上述的一种缝纫机中的盘扣条拉筒中，还包括送布器，呈扁平状，方便将布料插

入限位装置。通过设置送布器便于将布料插入限位装置。

[0021] 一种缝纫机中的盘扣条拉筒的使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2] S1、将盖板安装于缝纫机上；

[0023] S2、将布料推入限位装置并包裹导管；

[0024] S3、引布结构穿过导管并与布料前端连接；

[0025] S4、引布结构将与其连接的布料前端从导管内往布料插入端回拉直至穿出导管，

缝纫机开始缝制布料，同时继续拉动布料制成盘扣条。

[002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通过导管与导槽配合可以使得缝纫时缉线宽度得到保

证，盘扣条宽度一致，成品质量得到提升；缝纫时无需担心棉线被缝住，制作难度降低，对制

作工人技术水平要求也随之降低；且可实现缝纫的同时将布料从导管内拉出制成盘扣条，

制作效率提高；通过设置可容纳布料伸展面积较大的限位台便于将布料送入导槽；通过缠

布器可以将未送入导管内的布料缠绕在其上，限制布料摆放姿势，还可以转动调节其位置，

灵活方便；通过设置引布结构与布料前端连接可将布料在导管内往布料插入端进行回拉。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盖板与缠布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引布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是送布器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是本发明使用状态示意图；

[0031] 图中，1、盖板；2、限位装置；21、导槽；22、限位台；3、导管；4、绕柱；5、缠布器；6、引

布器；61、引布针；611、连接针；62、拉手；7、送布器；8、限位孔；9、限位框；10、固定螺钉；11、

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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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描述，

但本发明并不限于这些实施例。

[0033] 如图1和图4所示，本发明包括盖板1，所述的盖板1上设有用于限制布料11位置的

限位装置2，所述的限位装置2内设有用于布料11包裹和配合布料11缝纫回拉制成盘扣条的

导管3，所述的限位装置2为与导管3前端配合的导槽21。

[0034] 盖板1用于安装在缝纫机上，通过导管3与导槽21配合可以使得缝纫时缉线宽度得

到保证，盘扣条宽度一致，成品质量得到提升；缝纫时无需担心棉线被缝住，制作难度降低，

对制作工人技术水平要求也随之降低；且可实现缝纫的同时将布料11从导管3内拉出制成

盘扣条，制作效率提高。

[0035] 所述的限位装置2还包括与所述导槽21连接且便于将布料11送入其内部的限位台

22，所述的限位台22处可容纳布料11的伸展面积大于所述导槽21内布料11的伸展面积。通

过设置可容纳布料11伸展面积较大的限位台22便于将布料11送入导槽21。

[0036] 所述的导槽21与导管3之间的间隙大于所需制成盘扣条的厚度，所述的导管3内径

大于所需制成盘扣条的厚度。若导槽21与导管3之间的间隙小于或等于所需制成盘扣条的

厚度，则无法或难以将布料11送入导槽21与导管3之间；若导管3内径小于或等于所需制成

盘扣条的厚度，则无法顺利将布料11从导管3回拉出制成盘扣条。所述的导管3两端贯穿所

述导槽21。导管3两端贯穿导槽21便于其送入的一端包裹布料11，穿回的一端引出布料11。

[0037] 所述的盖板1上还设有绕柱4，所述的绕柱4与盖板1之间设有用于缠绕后端布料11

的缠布器5。通过设置绕柱4将缠布器5一端套在盖板1与绕柱4之间，通过缠布器5可以将未

送入导管3内的布料11缠绕在其上，限制布料11摆放姿势，还可以转动调节其位置，灵活方

便。

[0038] 如图2所示，本盘扣条拉筒还包括引布结构，所述的引布结构与布料11前端连接且

可将布料11在导管3内往布料11插入端进行回拉。引部结构为引布器6，所述的引布器6包括

引布针61和拉手62，所述的引布针61前端设有可嵌入布料11的连接针611。通过连接针611

插入导管3并嵌入布料11前端，通过拉手62将嵌入布料11后的连接针611在导管3内往布料

11插入端回拉。

[0039] 如图3所示，本盘扣条拉筒还包括送布器7，呈扁平状，方便将布料11插入限位装置

2。通过设置送布器7便于将布料11插入限位装置2。

[0040] 所述的盖板1上还设有用于配合缝纫机的限位孔8，用于与送布牙配合的限位框9，

用于固定于缝纫机上的固定螺钉10，所述的盖板1截面呈半圆形或弧形。限位孔8与限位框9

便于盖板1安置于缝纫机上校准位置，固定螺钉10用于固定。

[0041] 本缝纫机中的盘扣条拉筒的使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2] S1、将盖板1安装于缝纫机上；

[0043] S2、将布料11推入限位装置2并包裹导管3；

[0044] S3、引布结构穿过导管3并与布料11前端连接；

[0045] S4、引布结构将与其连接的布料11前端从导管3内往布料11插入端回拉直至穿出

导管3，缝纫机开始缝制布料11，同时继续拉动布料11制成盘扣条。

[0046] 本发明通过导管3与导槽21配合可以使得缝纫时缉线宽度得到保证，盘扣条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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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成品质量得到提升；缝纫时无需担心棉线被缝住，制作难度降低，对制作工人技术水

平要求也随之降低；且可实现缝纫的同时将布料11从导管3内拉出制成盘扣条，制作效率提

高；通过设置可容纳布料11伸展面积较大的限位台22便于将布料11送入导槽21；通过缠布

器5可以将未送入导管3内的布料11缠绕在其上，限制布料11摆放姿势，还可以转动调节其

位置，灵活方便；通过设置引布结构与布料11前端连接可将布料11在导管3内往布料11插入

端进行回拉。

[0047]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

代，但并不会偏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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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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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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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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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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