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660184.X

(22)申请日 2020.07.1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772330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10.16

(73)专利权人 江门市新光源制刷有限公司

地址 529000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今古洲

临港区福惠路T5-2号

(72)发明人 罗哲　李克让　江震中　

(74)专利代理机构 合肥市科融知识产权代理事

务所(普通合伙) 34126

代理人 黄珍丽

(51)Int.Cl.

A46D 1/04(2006.01)

A46D 1/0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10169311 U,2020.03.24

CN 103637544 A,2014.03.19

CN 205795243 U,2016.12.14

CN 205795242 U,2016.12.14

US 5344218 A,1994.09.06

GB 213419 A,1924.04.03

审查员 陈雯菁

 

(54)发明名称

一种刷毛短簇智能加工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刷毛加工设备领域，具体是涉及

一种刷毛短簇智能加工设备，包括有：机架；储料

斗、储料管、活动柱、活动块、第一旋转驱动机构、

第一直线驱动器，活动柱的外周面满布有若干凹

槽，活动块上固定安装有若干顶针，顶针与凹槽

一一对应并且插设于每个凹槽中；分束机构，其

用于将若干刷毛原料均匀地分成多束；夹紧机

构，其用于夹紧刷毛原料；切断机构，其用于切断

刷毛原料；第二直线驱动器，其用于驱动夹紧机

构和切断机构靠近或者远离分束机构；烫化块，

其用于将刷毛原料的端部烫化使其成为刷毛簇；

第三直线驱动器，其用于驱动烫化块靠近或者远

离切断机构；本发明可以自动上料、均匀分束、自

动进给、自动加工、自动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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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刷毛短簇智能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有：

机架；

储料机构(1)，其包括有储料斗(1a)、储料管(1b)、活动柱(1c)，储料斗(1a)的内部与储

料管(1b)的内部通过细长狭缝(1b1)连通，活动柱(1c)安装在储料管(1b)内部，活动柱(1c)

与储料管(1b)同轴并且转动配合，活动柱(1c)的外周面满布有若干凹槽(1c1)，凹槽(1c1)

的长度方向平行于活动柱(1c)的轴线并且环绕活动柱(1c)的轴线均布；

上料机构(2)，其包括有活动块(2a)、第一旋转驱动机构(2b)、第一直线驱动器(2c)，活

动块(2a)上固定安装有若干顶针(2a1)，顶针(2a1)与凹槽(1c1)一一对应并且插设于每个

凹槽(1c1)中，第一旋转驱动机构(2b)用于驱动活动块(2a)环绕活动柱(1c)的轴线旋转，第

一直线驱动器(2c)用于驱动活动块(2a)沿着活动柱(1c)的轴线移动；

分束机构(3)，其用于将环绕活动柱(1c)均布的若干刷毛原料均匀地分成多束；

夹紧机构(4)，其用于夹紧分成多束的刷毛原料；

切断机构(5)，其用于切断刷毛原料；

支架(6)，其与夹紧机构(4)和切断机构(5)均固定连接；

第二直线驱动器(7)，其用于驱动支架(6)沿着活动柱(1c)的轴线靠近或者远离分束机

构(3)；

烫化块(8)，其用于将一束刷毛原料的端部烫化使其成为刷毛簇；

第三直线驱动器(9)，其用于驱动烫化块(8)沿着活动柱(1c)的轴线靠近或者远离切断

机构(5)；

控制系统，其与上料机构(2)、夹紧机构(4)、切断机构(5)、第二直线驱动器(7)和第三

直线驱动器(9)通讯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刷毛短簇智能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储料斗(1a)和储料

管(1b)均与机架固定连接，细长狭缝(1b1)可供一根或一束刷毛原料以水平姿态并且沿着

竖直方向通过；凹槽(1c1)可容纳一根或一束刷毛原料，顶针(2a1)与凹槽(1c1)滑动配合；

第一旋转驱动机构(2b)和第一直线驱动器(2c)的非工作部均与机架固定连接，第一旋转驱

动机构(2b)的输出端与活动块(2a)传动连接，第一直线驱动器(2c)的输出端与活动块(2a)

传动连接；分束机构(3)与机架固定连接，分束机构(3)固定安装于储料管(1b)远离活动块

(2a)的一端；夹紧机构(4)设置于分束机构(3)远离储料机构(1)的一侧；切断机构(5)设置

于夹紧机构(4)远离分束机构(3)的一侧；第二直线驱动器(7)的非工作部与机架固定连接，

第二直线驱动器(7)的输出端与支架(6)固定连接；烫化块(8)设置于切断机构(5)远离夹紧

机构(4)的一侧；第三直线驱动器(9)的非工作部与机架固定连接，第三直线驱动器(9)的输

出端与烫化块(8)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刷毛短簇智能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上料机构(2)还包

括有活动轴(2d)、活动安装座(2e)，活动轴(2d)与活动柱(1c)同轴，活动轴(2d)的两端分别

与活动块(2a)、第一直线驱动器(2c)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活动安装座(2e)包括有第一安装

座(2e1)、第一回转轴承(2e2)、直线轴承(2e3)，第一安装座(2e1)与机架固定连接，直线轴

承(2e3)与活动轴(2d)同轴，直线轴承(2e3)套装在活动轴(2d)上，一对第一回转轴承(2e2)

套装在直线轴承(2e3)的两端，第一回转轴承(2e2)的外圈与第一安装座(2e1)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刷毛短簇智能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上料机构(2)还包

权　利　要　求　书 1/3 页

2

CN 111772330 B

2



括有活动联轴器(2f)，活动联轴器(2f)包括有内螺纹筒(2f1)、第二回转轴承(2f3)、圆螺母

(2f4)，内螺纹筒(2f1)的一端设置有径向朝内延伸的环状凸缘(2f2)，第一直线驱动器(2c)

的输出端固定安装有第一外螺纹柱(2c1)，活动轴(2d)朝向第一直线驱动器(2c)的一端设

置有直径小于活动轴(2d)直径的第二外螺纹柱(2d1)；第二回转轴承(2f3)套装在第二外螺

纹柱(2d1)上，第二回转轴承(2f3)的一端面与第二外螺纹柱(2d1)和活动轴(2d)的交界处

抵靠，圆螺母(2f4)套装在第二外螺纹柱(2d1)上并且与第二回转轴承(2f3)的另一端面抵

靠，圆螺母(2f4)与第二外螺纹柱(2d1)螺旋连接；内螺纹筒(2f1)套装在第二回转轴承

(2f3)上，环状凸缘(2f2)抵靠在第二回转轴承(2f3)远离第一直线驱动器(2c)的一端，第一

外螺纹柱(2c1)同轴安装在内螺纹筒(2f1)内部，第一外螺纹柱(2c1)与内螺纹筒(2f1)螺旋

连接，第一外螺纹柱(2c1)与第二外螺纹柱(2d1)抵靠。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刷毛短簇智能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活动轴(2d)为气弹

簧，活动轴(2d)非工作部的一端与第二外螺纹柱(2d1)固定连接，活动轴(2d)非工作部的另

一端与活动块(2a)固定连接，活动块(2a)为套装在活动轴(2d)端部的圆环形状，活动轴

(2d)的输出端朝向活动柱(1c)设置，活动轴(2d)的输出端固定安装有抵靠在活动柱(1c)端

面的推板(2d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刷毛短簇智能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第一旋转驱动机构

(2b)包括有旋转驱动器(2b1)、转轴座(2b2)、转轴(2b3)、槽轮(2b4)，旋转驱动器(2b1)和转

轴座(2b2)均与机架固定连接，转轴(2b3)与转轴座(2b2)转动连接，槽轮(2b4)与转轴(2b3)

同轴并且固定连接，槽轮(2b4)的外圆周面满布有与顶针(2a1)啮合的凹槽，旋转驱动器

(2b1)的输出轴与转轴(2b3)传动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刷毛短簇智能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分束机构(3)包括

有安装板(3a)和分束盘(3b)，安装板(3a)与机架固定连接，分束盘(3b)与安装板(3a)可拆

卸连接，分束盘(3b)为圆盘形状，分束盘(3b)抵靠在储料管(1b)的端部并且罩盖整个储料

管(1b)，分束盘(3b)上开设有多个贯穿分束盘(3b)的分束孔(3b1)，分束孔(3b1)为圆台形

状的通孔，分束孔(3b1)的直径自储料机构(1)朝向夹紧机构(4)逐渐减小，分束孔(3b1)的

轴线平行于分束盘(3b)的轴线，分束孔(3b1)环绕分束盘(3b)的轴线均布并且分束孔(3b1)

的输入端彼此交错，分束孔(3b1)的轴线与凹槽(1c1)的轴线位于同一个圆上。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刷毛短簇智能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夹紧机构(4)包括

有第一夹紧板(4a)、第二夹紧板(4b)、第二旋转驱动机构(4c)、第三旋转驱动机构(4d)，第

一夹紧板(4a)和第二夹紧板(4b)均为圆形板，第一夹紧板(4a)和第二夹紧板(4b)均与支架

(6)转动连接，第一夹紧板(4a)、第二夹紧板(4b)、分束盘(3b)同轴，第一夹紧板(4a)和第二

夹紧板(4b)紧邻，第二旋转驱动机构(4c)、第三旋转驱动机构(4d)的非工作部均与支架(6)

固定连接，第二旋转驱动机构(4c)的输出端与第一夹紧板(4a)传动连接，第三旋转驱动机

构(4d)的输出端与第二夹紧板(4b)传动连接，第一夹紧板(4a)上设置有贯穿第一夹紧板

(4a)并且与每个分束孔(3b1)一一同轴对应的第一通孔(4a1)，第二夹紧板(4b)上设置有贯

穿第二夹紧板(4b)并且与每个第一通孔(4a1)一一同轴对应的第二通孔(4b1)，第一通孔

(4a1)和第二通孔(4b1)的孔径均大于分束孔(3b1)输出端的孔径，第一通孔(4a1)和第二通

孔(4b1)均为水滴形状通孔，第一通孔(4a1)的孔径沿着顺时针方向逐渐减小，第二通孔

(4b1)的孔径沿着顺时针方向逐渐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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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刷毛短簇智能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切断机构(5)包括

有固定刀盘(5a)、活动刀盘(5b)、第四旋转驱动器(5c)，固定刀盘(5a)与支架(6)固定连接，

活动刀盘(5b)与支架(6)转动连接，第四旋转驱动器(5c)的非工作部与支架(6)固定连接，

第四旋转驱动器(5c)的输出端与活动刀盘(5b)传动连接，固定刀盘(5a)和活动刀盘(5b)均

为圆环形状，第一夹紧板(4a)、第二夹紧板(4b)、固定刀盘(5a)和活动刀盘(5b)同轴，固定

刀盘(5a)内部设置有环绕固定刀盘(5a)轴线均布的多个固定刀片(5a1)，活动刀盘(5b)内

部设置有环绕活动刀盘(5b)轴线均布的多个活动刀片(5b1)，固定刀片(5a1)与活动刀片

(5b1)抵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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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刷毛短簇智能加工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刷毛加工设备领域，具体是涉及一种刷毛短簇智能加工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毛刷在人们打扫房屋或者清洗某些东西时都会用到，毛刷上的刷毛需要先进行加

工成刷毛束，再装在毛刷上，刷毛束都是由一簇簇较短的刷毛组合而成，而一簇簇较短的刷

毛加工的原料是很长的一根根分离的刷毛，所以要加工成可用的刷毛束需要先将每簇刷毛

端部通过烫化粘合在一起再通过裁剪形成合适的长度，传统的每簇刷毛还是通过人工制

作，效率相当低下，因此急需一种设备代替人工制作刷毛，提高效率。

[0003] 中国专利CN201920301844.8公开了一种刷毛的智能加工设备，包括工作台，工作

台上依次设有传输装置、压送装置、剪切装置和烫料装置；传输装置包括固定在工作台上的

通道；压送装置包括从下往上依次叠加并且能下方带动上方的设置在工作台上的气缸一、

气缸二和气缸三，气缸三用于推动安装在气缸三的伸缩杆上的压紧机构一；剪切装置包括

设置在工作台上的支撑块，支撑块顶部一侧开设有凹槽一，支撑块顶部设有顶板，顶板上设

置有压紧机构二和切割机构；烫料装置包括通过安装在工作台上的气缸七推动进行移动的

烫料块的技术方案，较好地解决了该问题，可用于刷毛的制作。

[0004] 该专利公开的设备具有以下缺陷：

[0005] 1 .该设备仅能够加工一种长短的刷毛，在日新月异的电商时代，刷子的种类日新

月异，一种规格的刷毛短期内就会被淘汰，所以需要一种设备，其能够根据工作人员输入的

数据，自动智能调整，从而加工不同长短的刷毛。

[0006] 2.该设备需要人工上料，人工难以将每条通道的刷毛精确地分类为相同的数量，

会导致每个刷毛短簇含有的刷毛根数不一致，所以需要一种设备，其能够精确地自动分离

刷毛，使得每个刷毛短簇含有的刷毛根数一致。

发明内容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提供一种刷毛短簇智能加工设备，本发明可以自动上料、均

匀分束、自动进给、自动加工、自动切断。

[0008] 为达到以上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9] 一种刷毛短簇智能加工设备，包括有：

[0010] 机架；

[0011] 储料机构，其包括有储料斗、储料管、活动柱，储料斗的内部与储料管的内部通过

细长狭缝连通，活动柱安装在储料管内部，活动柱与储料管同轴并且转动配合，活动柱的外

周面满布有若干凹槽，凹槽的长度方向平行于活动柱的轴线并且环绕活动柱的轴线均布；

[0012] 上料机构，其包括有活动块、第一旋转驱动机构、第一直线驱动器，活动块上固定

安装有若干顶针，顶针与凹槽一一对应并且插设于每个凹槽中，第一旋转驱动机构用于驱

动活动块环绕活动柱的轴线旋转，第一直线驱动器用于驱动活动块沿着活动柱的轴线移

说　明　书 1/9 页

5

CN 111772330 B

5



动；

[0013] 分束机构，其用于将环绕活动柱均布的若干刷毛原料均匀地分成多束；

[0014] 夹紧机构，其用于夹紧分成多束的刷毛原料；

[0015] 切断机构，其用于切断刷毛原料；

[0016] 支架，其与夹紧机构和切断机构均固定连接；

[0017] 第二直线驱动器，其用于驱动支架沿着活动柱的轴线靠近或者远离分束机构；

[0018] 烫化块，其用于将一束刷毛原料的端部烫化使其成为刷毛簇；

[0019] 第三直线驱动器，其用于驱动烫化块沿着活动柱的轴线靠近或者远离切断机构；

[0020] 控制系统，其与上料机构、夹紧机构、切断机构、第二直线驱动器和第三直线驱动

器通讯连接。

[0021] 优选的，储料斗和储料管均与机架固定连接，细长狭缝可供一根或一束刷毛原料

以水平姿态并且沿着竖直方向通过；凹槽可容纳一根或一束刷毛原料，顶针与凹槽滑动配

合；第一旋转驱动机构和第一直线驱动器的非工作部均与机架固定连接，第一旋转驱动机

构的输出端与活动块传动连接，第一直线驱动器的输出端与活动块传动连接；分束机构与

机架固定连接，分束机构固定安装于储料管远离活动块的一端；夹紧机构设置于分束机构

远离储料机构的一侧；切断机构设置于夹紧机构远离分束机构的一侧；第二直线驱动器的

非工作部与机架固定连接，第二直线驱动器的输出端与支架固定连接；烫化块设置于切断

机构远离夹紧机构的一侧；第三直线驱动器的非工作部与机架固定连接，第三直线驱动器

的输出端与烫化块固定连接。

[0022] 优选的，上料机构还包括有活动轴、活动安装座，活动轴与活动柱同轴，活动轴的

两端分别与活动块、第一直线驱动器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活动安装座包括有第一安装座、第

一回转轴承、直线轴承，第一安装座与机架固定连接，直线轴承与活动轴同轴，直线轴承套

装在活动轴上，一对第一回转轴承套装在直线轴承的两端，第一回转轴承的外圈与第一安

装座固定连接。

[0023] 优选的，上料机构还包括有活动联轴器，活动联轴器包括有内螺纹筒、第二回转轴

承、圆螺母，内螺纹筒的一端设置有径向朝内延伸的环状凸缘，第一直线驱动器的输出端固

定安装有第一外螺纹柱，活动轴朝向第一直线驱动器的一端设置有直径小于活动轴直径的

第二外螺纹柱；第二回转轴承套装在第二外螺纹柱上，第二回转轴承的一端面与第二外螺

纹柱和活动轴的交界处抵靠，圆螺母套装在第二外螺纹柱上并且与第二回转轴承的另一端

面抵靠，圆螺母与第二外螺纹柱螺旋连接；内螺纹筒套装在第二回转轴承上，环状凸缘抵靠

在第二回转轴承远离第一直线驱动器的一端，第一外螺纹柱同轴安装在内螺纹筒内部，第

一外螺纹柱与内螺纹筒螺旋连接，第一外螺纹柱与第二外螺纹柱抵靠。

[0024] 优选的，活动轴为气弹簧，活动轴非工作部的一端与第二外螺纹柱固定连接，活动

轴非工作部的另一端与活动块固定连接，活动块为套装在活动轴端部的圆环形状，活动轴

的输出端朝向活动柱设置，活动轴的输出端固定安装有抵靠在活动柱端面的推板。

[0025] 优选的，第一旋转驱动机构包括有旋转驱动器、转轴座、转轴、槽轮，旋转驱动器和

转轴座均与机架固定连接，转轴与转轴座转动连接，槽轮与转轴同轴并且固定连接，槽轮的

外圆周面满布有与顶针啮合的凹槽，旋转驱动器的输出轴与转轴传动连接。

[0026] 优选的，分束机构包括有安装板和分束盘，安装板与机架固定连接，分束盘与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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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可拆卸连接，分束盘为圆盘形状，分束盘抵靠在储料管的端部并且罩盖整个储料管，分束

盘上开设有多个贯穿分束盘的分束孔，分束孔为圆台形状的通孔，分束孔的直径自储料机

构朝向夹紧机构逐渐减小，分束孔的轴线平行于分束盘的轴线，分束孔环绕分束盘的轴线

均布并且分束孔的输入端彼此交错，分束孔的轴线与凹槽的轴线位于同一个圆上。

[0027] 优选的，夹紧机构包括有第一夹紧板、第二夹紧板、第二旋转驱动机构、第三旋转

驱动机构，第一夹紧板和第二夹紧板均为圆形板，第一夹紧板和第二夹紧板均与支架转动

连接，第一夹紧板、第二夹紧板、分束盘同轴，第一夹紧板和第二夹紧板紧邻，第二旋转驱动

机构、第三旋转驱动机构的非工作部均与支架固定连接，第二旋转驱动机构的输出端与第

一夹紧板传动连接，第三旋转驱动机构的输出端与第二夹紧板传动连接，第一夹紧板上设

置有贯穿第一夹紧板并且与每个分束孔一一同轴对应的第一通孔，第二夹紧板上设置有贯

穿第二夹紧板并且与每个第一通孔一一同轴对应的第二通孔，第一通孔和第二通孔的孔径

均大于分束孔输出端的孔径，第一通孔和第二通孔均为水滴形状通孔，第一通孔的孔径沿

着顺时针方向逐渐减小，第二通孔的孔径沿着顺时针方向逐渐增大。

[0028] 优选的，切断机构包括有固定刀盘、活动刀盘、第四旋转驱动器，固定刀盘与支架

固定连接，活动刀盘与支架转动连接，第四旋转驱动器的非工作部与支架固定连接，第四旋

转驱动器的输出端与活动刀盘传动连接，固定刀盘和活动刀盘均为圆环形状，第一夹紧板、

第二夹紧板、固定刀盘和活动刀盘同轴，固定刀盘内部设置有环绕固定刀盘轴线均布的多

个固定刀片，活动刀盘内部设置有环绕活动刀盘轴线均布的多个活动刀片，固定刀片与活

动刀片抵靠。

[0029]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的有益效果是：

[0030] 1.本发明通过储料机构、上料机构实现自动上料的功能，具体步骤为：将若干刷毛

原料水平横置放入到储料斗内部，刷毛通过细长狭缝落入到储料管内部并且抵靠在活动柱

的外周面上停止移动；第一直线驱动器驱动活动块远离活动柱使得顶针脱离细长狭缝的正

下方，随后第一旋转驱动机构驱动活动块旋转，活动块带动活动柱旋转，活动柱转动一周即

可使得每个凹槽内部均嵌入有一根刷毛，第一直线驱动器驱动活动块靠近活动柱，顶针沿

着凹槽滑动将每个凹槽内部的刷毛朝向分束机构顶出，环绕活动柱均布的若干刷毛原料依

次穿过分束机构、夹紧机构、切断机构。

[0031] 2.本发明通过储料机构、上料机构、分束机构实现刷毛的均匀分束的功能，具体步

骤为：环绕活动柱均布的若干刷毛原料被多个分束孔均匀地分成多个具有相同数量刷毛的

刷毛束。

[0032] 3.本发明通过夹紧机构、支架、第二直线驱动器实现刷毛的自动进给和加工功能，

具体步骤为：第二旋转驱动机构驱动第一夹紧板顺时针旋转，第三旋转驱动机构驱动第二

夹紧板逆时针旋转，刷毛束被第一通孔和第二通孔夹在中间并且夹紧，第二直线驱动器驱

动支架带动夹紧机构牵引刷毛束靠近烫化块；然后第二旋转驱动机构驱动第一夹紧板复

位，第三旋转驱动机构驱动第二夹紧板复位，刷毛束被松开，第二直线驱动器驱动支架带动

夹紧机构靠近分束机构复位；接着，重复上述步骤，直至刷毛伸出合适的距离并且与烫化块

接触，烫化块将刷毛束的端部烫化使其黏合，形成刷毛簇。

[0033] 4.本发明通过切断机构实现刷毛短簇的自动切断功能，具体步骤为：第四旋转驱

动器驱动活动刀盘相对于固定刀盘旋转，固定刀片和活动刀片相对转动形成剪刀结构，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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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束被整齐剪断，刷毛短束及其被烫化黏合的一端形成刷毛短簇。

附图说明

[0034]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图；

[0035] 图2为本发明的俯视图；

[0036] 图3为图2的A‑A截面处剖视图；

[0037] 图4为图2的B‑B截面处剖视图；

[0038] 图5为图2的C‑C截面处剖视图；

[0039] 图6为图4的D处局部放大图；

[0040] 图7为图5的E处局部放大图；

[0041] 图8为图5的F处局部放大图；

[0042] 图9为图5的G处局部放大图；

[0043] 图10为图5的H处局部放大图；

[0044] 图11为本发明的上料机构的立体图；

[0045] 图12为本发明去除上料机构和储料机构后的立体图；

[0046] 图13为本发明的分束机构的立体分解图；

[0047] 图14为本发明的夹紧机构和切断机构的立体图；

[0048] 图15为本发明的夹紧机构和切断机构的主视图；

[0049] 图16为本发明的夹紧机构和切断机构的立体分解图；

[0050] 图17为本发明的夹紧机构的立体分解图；

[0051] 图中标号为：

[0052] 1‑储料机构；1a‑储料斗；1b‑储料管；1b1‑细长狭缝；1c‑活动柱；1c1‑凹槽；

[0053] 2‑上料机构；2a‑活动块；2a1‑顶针；2b‑第一旋转驱动机构；2b1‑旋转驱动器；2b2‑

转轴座；2b3‑转轴；2b4‑槽轮；2c‑第一直线驱动器；2c1‑第一外螺纹柱；2d‑活动轴；2d1‑第

二外螺纹柱；2d2‑推板；2e‑活动安装座；2e1‑第一安装座；2e2‑第一回转轴承；2e3‑直线轴

承；2f‑活动联轴器；2f1‑内螺纹筒；2f2‑环状凸缘；2f3‑第二回转轴承；2f4‑圆螺母；

[0054] 3‑分束机构；3a‑安装板；3b‑分束盘；3b1‑分束孔；

[0055] 4‑夹紧机构；4a‑第一夹紧板；4a1‑第一通孔；4b‑第二夹紧板；4b1‑第二通孔；4c‑

第二旋转驱动机构；4c1‑第一拨杆；4c2‑第四直线驱动器；4d‑第三旋转驱动机构；4d1‑第二

拨杆；4d2‑第五直线驱动器；

[0056] 5‑切断机构；5a‑固定刀盘；5a1‑固定刀片；5b‑活动刀盘；5b1‑活动刀片；5c‑第四

旋转驱动器；5c1‑第三拨杆；5c2‑第六直线驱动器；

[0057] 6‑支架；6a‑第一竖板；6b‑第二竖板；6c‑第三竖板；6d‑支撑柱；6e‑第三回转轴承；

6f‑第四回转轴承；6g‑第五回转轴承；6h‑第六回转轴承；

[0058] 7‑第二直线驱动器；

[0059] 8‑烫化块；

[0060] 9‑第三直线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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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61] 以下描述用于揭露本发明以使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本发明。以下描述中的优

选实施例只作为举例，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想到其他显而易见的变型。

[0062] 一种刷毛短簇智能加工设备，如图1、2、3、4、5、6所示，包括有：

[0063] 机架；

[0064] 储料机构1，其包括有储料斗1a、储料管1b、活动柱1c，储料斗1a的内部与储料管1b

的内部通过细长狭缝1b1连通，活动柱1c安装在储料管1b内部，活动柱1c与储料管1b同轴并

且转动配合，活动柱1c的外周面满布有若干凹槽1c1，凹槽1c1的长度方向平行于活动柱1c

的轴线并且环绕活动柱1c的轴线均布；

[0065] 上料机构2，其包括有活动块2a、第一旋转驱动机构2b、第一直线驱动器2c，活动块

2a设置于储料管1b的一端，活动块2a上固定安装有若干顶针2a1，顶针2a1与凹槽1c1一一对

应并且插设于每个凹槽1c1中，第一旋转驱动机构2b用于驱动活动块2a环绕活动柱1c的轴

线旋转，第一直线驱动器2c用于驱动活动块2a沿着活动柱1c的轴线移动；

[0066] 分束机构3，其用于将环绕活动柱1c均布的若干刷毛原料均匀地分成多束；

[0067] 夹紧机构4，其用于夹紧分成多束的刷毛原料；

[0068] 切断机构5，其用于切断刷毛原料；

[0069] 支架6，其与夹紧机构4和切断机构5均固定连接；

[0070] 第二直线驱动器7，其用于驱动支架6沿着活动柱1c的轴线靠近或者远离分束机构

3；

[0071] 烫化块8，其用于将一束刷毛原料的端部烫化使其成为刷毛簇；

[0072] 第三直线驱动器9，其用于驱动烫化块8沿着活动柱1c的轴线靠近或者远离切断机

构5；

[0073] 控制系统，其与上料机构2、夹紧机构4、切断机构5、第二直线驱动器7和第三直线

驱动器9通讯连接。

[0074] 储料斗1a用于储存若干水平放置的刷毛原料，刷毛原料一般为一根2米～6米长度

的硬直刷毛，刷毛通过细长狭缝1b1落入到储料管1b内部并且抵靠在活动柱1c的外周面上

停止移动；

[0075] 顶针2a1插设在每个凹槽1c1内部并且与刷毛原料无接触，第一旋转驱动机构2b驱

动活动块2a旋转，活动块2a带动活动柱1c旋转，活动柱1c转动一周即可使得每个凹槽1c1内

部均嵌入有刷毛，活动柱1c为轻量化设计的空心圆柱结构；

[0076] 第一直线驱动器2c驱动活动块2a靠近活动柱1c，顶针2a1沿着凹槽1c1滑动将每个

凹槽1c1内部的刷毛朝向分束机构3顶出，环绕活动柱1c均布的若干刷毛原料通过分束机构

3被均匀地分成多个具有相同数量刷毛的刷毛束；

[0077] 夹紧机构4将刷毛束夹紧，随后第二直线驱动器7驱动夹紧机构4和切断机构5靠近

烫化块8，刷毛束的端部与烫化块8接触，刷毛束的端部受到高温熔化，形成刷毛簇；

[0078] 夹紧机构4松开刷毛簇，随后第二直线驱动器7驱动夹紧机构4和切断机构5靠近分

束机构3并且复位，夹紧机构4再次夹紧刷毛束，切断机构5切断刷毛簇从而形成刷毛短簇；

[0079] 第二直线驱动器7为滚珠丝杆滑台，第三直线驱动器9为电动推杆，控制系统通过

第三直线驱动器9精确地调整烫化块8与分束机构3之间的距离，同时控制系统通过第二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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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驱动器7精确地控制夹紧机构4每次移动刷毛的距离，使得刷毛短簇的长度精准可调。

[0080] 具体的，储料斗1a和储料管1b均与机架固定连接，细长狭缝1b1可供一根或一束刷

毛原料以水平姿态并且沿着竖直方向通过；凹槽1c1可容纳一根或一束刷毛原料，顶针2a1

与凹槽1c1滑动配合；第一旋转驱动机构2b和第一直线驱动器2c的非工作部均与机架固定

连接，第一旋转驱动机构2b的输出端与活动块2a传动连接，第一直线驱动器2c的输出端与

活动块2a传动连接；分束机构3与机架固定连接，分束机构3固定安装于储料管1b远离活动

块2a的一端；夹紧机构4设置于分束机构3远离储料机构1的一侧；切断机构5设置于夹紧机

构4远离分束机构3的一侧；第二直线驱动器7的非工作部与机架固定连接，第二直线驱动器

7的输出端与支架6固定连接；烫化块8设置于切断机构5远离夹紧机构4的一侧；第三直线驱

动器9的非工作部与机架固定连接，第三直线驱动器9的输出端与烫化块8固定连接。

[0081] 凹槽1c1可容纳一根或者一束刷毛原料，具体视刷毛原料的粗细而定；上料机构2、

储料机构1、分束机构3、夹紧机构4、切断机构5、烫化块8顺序排列，储料机构1内部的刷毛通

过上料机构2顶出至分束机构3、夹紧机构4、切断机构5的工作端然后被烫化块8烫化。

[0082] 具体的，如图5、8、11所示，上料机构2还包括有活动轴2d、活动安装座2e，活动轴2d

与活动柱1c同轴，活动轴2d的两端分别与活动块2a、第一直线驱动器2c的输出端固定连接；

活动安装座2e包括有第一安装座2e1、第一回转轴承2e2、直线轴承2e3，第一安装座2e1与机

架固定连接，直线轴承2e3与活动轴2d同轴，直线轴承2e3套装在活动轴2d上，一对第一回转

轴承2e2套装在直线轴承2e3的两端，第一回转轴承2e2的外圈与第一安装座2e1固定连接。

[0083] 活动轴2d通过活动安装座2e与机架活动连接，活动轴2d在直线轴承2e3内部轴向

滑动，使得活动轴2d能够在第一直线驱动器2c的驱动下沿着活动柱1c的轴线移动，直线轴

承2e3在第一回转轴承2e2内部旋转，使得活动轴2d能够在第一旋转驱动机构2b的驱动下环

绕自身的轴线转动。

[0084] 具体的，如图5、7、11所示，上料机构2还包括有活动联轴器2f，活动联轴器2f包括

有内螺纹筒2f1、第二回转轴承2f3、圆螺母2f4，内螺纹筒2f1的一端设置有径向朝内延伸的

环状凸缘2f2，第一直线驱动器2c的输出端固定安装有第一外螺纹柱2c1，活动轴2d朝向第

一直线驱动器2c的一端设置有直径小于活动轴2d直径的第二外螺纹柱2d1；第二回转轴承

2f3套装在第二外螺纹柱2d1上，第二回转轴承2f3的一端面与第二外螺纹柱2d1和活动轴2d

的交界处抵靠，圆螺母2f4套装在第二外螺纹柱2d1上并且与第二回转轴承2f3的另一端面

抵靠，圆螺母2f4与第二外螺纹柱2d1螺旋连接；内螺纹筒2f1套装在第二回转轴承2f3上，环

状凸缘2f2抵靠在第二回转轴承2f3远离第一直线驱动器2c的一端，第一外螺纹柱2c1同轴

安装在内螺纹筒2f1内部，第一外螺纹柱2c1与内螺纹筒2f1螺旋连接，第一外螺纹柱2c1与

第二外螺纹柱2d1抵靠。

[0085] 第二回转轴承2f3通过圆螺母2f4固定安装在第二外螺纹柱2d1上，第一直线驱动

器2c为单轴单杆气缸，第一直线驱动器2c驱动第一外螺纹柱2c1沿着活动柱1c的轴线移动，

第一外螺纹柱2c1通过螺纹带动内螺纹筒2f1移动；

[0086] 第一直线驱动器2c输出时，第一外螺纹柱2c1通过其与第二外螺纹柱2d1的抵靠驱

动活动轴2d靠近活动柱1c；第一直线驱动器2c复位时，第一外螺纹柱2c1通过环状凸缘2f2

与第二回转轴承2f3的抵靠带动圆螺母2f4拉扯着活动轴2d远离活动柱1c；第一旋转驱动机

构2b驱动活动轴2d旋转时，活动轴2d通过第二回转轴承2f3在内螺纹筒2f1内部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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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7] 具体的，如图8、9所示，活动轴2d为气弹簧，活动轴2d非工作部的一端与第二外螺

纹柱2d1固定连接，活动轴2d非工作部的另一端与活动块2a固定连接，活动块2a为套装在活

动轴2d端部的圆环形状，活动轴2d的输出端朝向活动柱1c设置，活动轴2d的输出端固定安

装有抵靠在活动柱1c端面的推板2d2。

[0088] 活动轴2d也可以是嵌入式地安装有气弹簧的空心圆柱，气弹簧通过自身的回弹力

驱动推板2d2始终抵靠在活动柱1c的端面，使得活动柱1c始终被抵紧在分束机构3上；第一

直线驱动器2c驱动活动轴2d带动活动块2a沿着活动柱1c的轴线移动时，气弹簧的回弹力用

于抵消顶针2a1与凹槽1c1之间的摩擦力，使得顶针2a1与凹槽1c1之间产生相对滑动，活动

柱1c始终停留在原处，避免活动柱1c发生错位。

[0089] 具体的，如图3、11所示，第一旋转驱动机构2b包括有旋转驱动器2b1、转轴座2b2、

转轴2b3、槽轮2b4，旋转驱动器2b1和转轴座2b2均与机架固定连接，转轴2b3与转轴座2b2转

动连接，槽轮2b4与转轴2b3同轴并且固定连接，槽轮2b4的外圆周面满布有与顶针2a1啮合

的凹槽，旋转驱动器2b1的输出轴与转轴2b3传动连接。

[0090] 旋转驱动器2b1为伺服电机，转轴座2b2为安装有轴承座的竖板，旋转驱动器2b1通

过带传动机构驱动转轴2b3旋转，转轴2b3带动槽轮2b4旋转，槽轮2b4通过其与顶针2a1的啮

合驱动活动块2a旋转，活动块2a通过顶针2a1带动活动柱1c旋转。

[0091] 具体的，如图10、13所示，分束机构3包括有安装板3a和分束盘3b，安装板3a与机架

固定连接，分束盘3b与安装板3a可拆卸连接，分束盘3b为圆盘形状，分束盘3b抵靠在储料管

1b的端部并且罩盖整个储料管1b，分束盘3b上开设有多个贯穿分束盘3b的分束孔3b1，分束

孔3b1为圆台形状的通孔，分束孔3b1的直径自储料机构1朝向夹紧机构4逐渐减小，分束孔

3b1的轴线平行于分束盘3b的轴线，分束孔3b1环绕分束盘3b的轴线均布并且分束孔3b1的

输入端彼此交错，分束孔3b1的轴线与凹槽1c1的轴线位于同一个圆上。

[0092] 多个分束孔3b1的轴线所共处的圆与多个凹槽1c1的轴线所共处的圆为同一个圆，

刷毛原料通过凹槽1c1穿出储料管1b时必然落入到分束孔3b1内部，分束孔3b1彼此交错确

保没有刷毛抵靠在分束盘3b的端面上。第一直线驱动器2c驱动活动块2a带动顶针2a1推出

刷毛原料时，刷毛原料通过分束孔3b1逐渐收束，然后刷毛原料依次穿过夹紧机构4、切断机

构5，接着第一直线驱动器2c驱动活动块2a带动顶针2a1复位，使得顶针2a1避让开细长狭缝

1b1。分束盘3b通过螺栓与安装板3a固定连接，当需要改变刷毛短簇的粗细时，可以拆卸分

束盘3b换上其他规格的分束盘3b。

[0093] 具体的，如图14、17所示，夹紧机构4包括有第一夹紧板4a、第二夹紧板4b、第二旋

转驱动机构4c、第三旋转驱动机构4d，第一夹紧板4a和第二夹紧板4b均为圆形板，第一夹紧

板4a和第二夹紧板4b均与支架6转动连接，第一夹紧板4a、第二夹紧板4b、分束盘3b同轴，第

一夹紧板4a和第二夹紧板4b紧邻，第二旋转驱动机构4c、第三旋转驱动机构4d的非工作部

均与支架6固定连接，第二旋转驱动机构4c的输出端与第一夹紧板4a传动连接，第三旋转驱

动机构4d的输出端与第二夹紧板4b传动连接，第一夹紧板4a上设置有贯穿第一夹紧板4a并

且与每个分束孔3b1一一同轴对应的第一通孔4a1，第二夹紧板4b上设置有贯穿第二夹紧板

4b并且与每个第一通孔4a1一一同轴对应的第二通孔4b1，第一通孔4a1和第二通孔4b1的孔

径均大于分束孔3b1输出端的孔径，第一通孔4a1和第二通孔4b1均为水滴形状通孔，第一通

孔4a1的孔径沿着顺时针方向逐渐减小，第二通孔4b1的孔径沿着顺时针方向逐渐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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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4] 刷毛原料依次穿过分束孔3b1和第一通孔4a1、第二通孔4b1的孔径最大处，第二旋

转驱动机构4c用于驱动第一夹紧板4a顺时针旋转，第三旋转驱动机构4d用于驱动第二夹紧

板4b逆时针旋转，第一通孔4a1和第二通孔4b1通过自身的孔径最小处进一步地将刷毛束约

束在直径最小的孔中并将其夹紧，避免刷毛束在夹紧的过程中受到挤压力的影响而分散，

然后第二直线驱动器7驱动支架6带动夹紧机构4移动时，刷毛束被第一夹紧板4a和第二夹

紧板4b夹持着一起移动。

[0095] 具体的，切断机构5包括有固定刀盘5a、活动刀盘5b、第四旋转驱动器5c，固定刀盘

5a与支架6固定连接，活动刀盘5b与支架6转动连接，第四旋转驱动器5c的非工作部与支架6

固定连接，第四旋转驱动器5c的输出端与活动刀盘5b传动连接，固定刀盘5a和活动刀盘5b

均为圆环形状，第一夹紧板4a、第二夹紧板4b、固定刀盘5a和活动刀盘5b同轴，固定刀盘5a

内部设置有环绕固定刀盘5a轴线均布的多个固定刀片5a1，活动刀盘5b内部设置有环绕活

动刀盘5b轴线均布的多个活动刀片5b1，固定刀片5a1与活动刀片5b1抵靠。

[0096] 刷毛束依次穿过分束孔3b1、第一通孔4a1、第二通孔4b1以及固定刀片5a1彼此之

间的间隙、活动刀片5b1彼此之间的间隙，烫化块8将刷毛束的端部烫化使其黏合之后，第二

直线驱动器7驱动夹紧机构4和切断机构5复位，第四旋转驱动器5c工作驱动活动刀盘5b旋

转，固定刀片5a1和活动刀片5b1交错形成剪刀结构将刷毛束剪断，剪断的刷毛短簇顺着倾

斜设置的滑槽移动到成品箱内部。

[0097] 如图14、16、17所示，支架6包括有第一竖板6a、第二竖板6b、第三竖板6c、支撑柱

6d、第三回转轴承6e、第四回转轴承6f、第五回转轴承6g、第六回转轴承6h，第一竖板6a、第

二竖板6b和第三竖板6c彼此平行并且顺序排列，第一竖板6a、第二竖板6b和第三竖板6c通

过多个支撑柱6d固定连接，第一竖板6a、第二竖板6b和第三竖板6c均与第二直线驱动器7的

输出端固定连接，第三回转轴承6e的外圈与第一竖板6a固定连接，第四回转轴承6f、第五回

转轴承6g的外圈与第二竖板6b固定连接，第六回转轴承6h的外圈与第三竖板6c固定连接，

第三回转轴承6e的内圈与第一夹紧板4a固定连接，第四回转轴承6f的内圈与第二夹紧板4b

固定连接，第五回转轴承6g和第六回转轴承6h的内圈与活动刀盘5b固定连接；第二旋转驱

动机构4c包括有第一拨杆4c1和第四直线驱动器4c2，第一拨杆4c1与第一夹紧板4a固定连

接，第一拨杆4c1自第一夹紧板4a的外圆周面朝着径向远离第一夹紧板4a的方向延伸，第四

直线驱动器4c2的非工作部与支撑柱6d转动连接，第四直线驱动器4c2的输出端与第一拨杆

4c1转动连接；第三旋转驱动机构4d包括有第二拨杆4d1和第五直线驱动器4d2，第二拨杆

4d1与第二夹紧板4b固定连接，第二拨杆4d1自第二夹紧板4b的外圆周面朝着径向远离第二

夹紧板4b的方向延伸，第五直线驱动器4d2的非工作部与支撑柱6d转动连接，第五直线驱动

器4d2的输出端与第二拨杆4d1转动连接；第四旋转驱动器5c包括有第三拨杆5c1和第六直

线驱动器5c2，第三拨杆5c1与活动刀盘5b固定连接，第三拨杆5c1自活动刀盘5b的外圆周面

朝着径向远离活动刀盘5b的方向延伸，第六直线驱动器5c2的非工作部与支撑柱6d转动连

接，第六直线驱动器5c2的输出端与第三拨杆5c1转动连接。

[0098] 第一夹紧板4a通过第三回转轴承6e与第一竖板6a转动连接，第二夹紧板4b通过第

四回转轴承6f与第二竖板6b转动连接，活动刀盘5b通过第五回转轴承6g与第二竖板6b转动

连接，活动刀盘5b还通过第六回转轴承6h与第三竖板6c转动连接，第四直线驱动器4c2、第

五直线驱动器4d2、第六直线驱动器5c2均为气缸；第四直线驱动器4c2驱动第一拨杆4c1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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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第一拨杆4c1带动第一夹紧板4a转动；第五直线驱动器4d2驱动第二拨杆4d1摇摆，第二

拨杆4d1带动活动刀盘5b转动；第四直线驱动器4c2、第五直线驱动器4d2的输出力在刚好能

够夹紧刷毛原料又不会切断刷毛原料的范围内；第六直线驱动器5c2驱动第三拨杆5c1摇

摆，第三拨杆5c1带动活动刀盘5b转动。

[0099]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

[0100] 本装置通过以下步骤实现本发明的功能，进而解决了本发明提出的技术问题：

[0101] 步骤一、将若干刷毛原料水平横置放入到储料斗1a内部，刷毛通过细长狭缝1b1落

入到储料管1b内部并且抵靠在活动柱1c的外周面上停止移动；

[0102] 步骤二、第一直线驱动器2c驱动活动块2a远离活动柱1c使得顶针2a1脱离细长狭

缝1b1的正下方，随后第一旋转驱动机构2b驱动活动块2a旋转，活动块2a带动活动柱1c旋

转，活动柱1c转动一周即可使得每个凹槽1c1内部均嵌入有一根刷毛；

[0103] 步骤三、第一直线驱动器2c驱动活动块2a靠近活动柱1c，顶针2a1沿着凹槽1c1滑

动将每个凹槽1c1内部的刷毛朝向分束机构3顶出，环绕活动柱1c均布的若干刷毛原料依次

穿过分束机构3、夹紧机构4、切断机构5，刷毛原料被分束孔3b1均匀地分成多个具有相同数

量刷毛的刷毛束，然后第一直线驱动器2c驱动活动块2a复位；

[0104] 步骤四、第二旋转驱动机构4c驱动第一夹紧板4a顺时针旋转，第三旋转驱动机构

4d驱动第二夹紧板4b逆时针旋转，刷毛束被第一通孔4a1和第二通孔4b1夹在中间并且夹

紧，第二直线驱动器7驱动支架6带动夹紧机构4牵引刷毛束靠近烫化块8；

[0105] 步骤五、第二旋转驱动机构4c驱动第一夹紧板4a复位，第三旋转驱动机构4d驱动

第二夹紧板4b复位，刷毛束被松开，第二直线驱动器7驱动支架6带动夹紧机构4靠近分束机

构3复位；

[0106] 步骤六、重复步骤四和步骤五，直至刷毛伸出合适的距离并且与烫化块8接触，烫

化块8将刷毛束的端部烫化使其黏合，形成刷毛簇；

[0107] 步骤七、第四旋转驱动器5c驱动活动刀盘5b相对于固定刀盘5a旋转，固定刀片5a1

和活动刀片5b1相对转动形成剪刀结构，刷毛束被整齐剪断，剪断产生的刷毛短束及其烫化

黏合的端部即为刷毛短簇；

[0108] 步骤八、重复步骤四至步骤七，直至活动柱1c表面的刷毛加工完毕；

[0109] 步骤九、重复步骤二至步骤八，同时工作人员随时向储料斗1a内部补充刷毛原料，

直至本批次的刷毛短簇加工完毕。

[0110]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本发明

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

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的范围内。本发明要求的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同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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