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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纺织布料除尘装置
(57)摘要
一种纺织布料除尘装置，
包括壳体，
在壳体
上下端面均设有开口，
待除尘纺织布料从开口中
穿过，
在壳体内设有多个滚筒，
一块刷尘布环搭
接在各滚筒上，
待除尘纺织布料贴在刷尘布环表
面，
本发明可以去除纺织布料上的毛料、丝绒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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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线头等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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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纺织布料除尘装置，
包括壳体（1），
在壳体（1）上下端面均设有开口（11），
待除尘
纺织布料（12）从开口（11）中穿过，
其特征在于：
在壳体（1）内设有多个滚筒（2），
一块刷尘布
环（3）搭接在各滚筒（2）上，
待除尘纺织布料（12）贴在刷尘布环（3）表面。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纺织布料除尘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刷尘布环（3）包括
一块环形耐磨橡胶板（31），
在耐磨橡胶板（31）外表面粘贴有刷毛布（32）或者毛毡布。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纺织布料除尘装置，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驱动电机（4），
驱
动电机（4）通过皮带（41）驱动滚筒（2）旋转。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纺织布料除尘装置，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刷洗部分（5），
所
述刷洗部分（5）包括储水箱（54）和设在壳体（1）底部的蓄水槽（53），
在蓄水槽（53）上方壳体
（1）内设有两个毛刷辊（51），
在毛刷辊（51）上方设有喷淋管（52），
喷淋管（52）和蓄水槽（53）
均通过管道（57）与储水箱（54）连通，
在储水箱（54）与喷淋管（52）连通的管道（57）上安装有
水泵（56）；
两个毛刷辊（51）上的刷毛相互贴在一起，
两个毛刷辊（51）通过皮带（41）连接传动，
驱
动电机（4）通过皮带（41）驱动其中一个毛刷辊（51）旋转，
毛刷辊（51）贴在刷尘布环（3）上。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纺织布料除尘装置，
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蓄水箱内设有过
滤网（55），
所述过滤网（55）将所述蓄水箱分隔成上腔和下腔，
上腔通过管道（57）与蓄水槽
（53）连通，
下腔通过管道（57）与喷淋管（52）连通。
6 .根据权利要求1到5所述的一种纺织布料除尘装置，
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壳体（1）内设
有顶布装置（6），
所述顶布装置（6）包括一端固定在壳体（1）内壁上的伸缩杆（61）、
连接在伸
缩杆（61）另一端的压辊（63）和套在伸缩杆（61）外的弹簧（62），
弹簧（62）推动压辊（63）压在
待除尘纺织布料（1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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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纺织布料除尘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纺织布料除尘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纺织机在生产纺织品时，
纺织品上会带有大量的毛料、
丝绒或者线头等杂物，
这些
杂物如果不处理的话会影响纺织品的质量，
在之后的加工上也会给工人带来困扰，
而且，
这
些杂物在运输过程中会大量掉落在地上，
散布在空气中，
不仅污染了工作环境，
也对工人的
身体健康带来了损害。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是提供一种纺织布料除尘装置，
可以去除纺织布料上的毛料、丝
绒或者线头等杂物。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纺织布料除尘装置，
包括壳体，
在壳体上下端面均设有开口，
待除尘纺织布料从开
口中穿过，
在壳体内设有多个滚筒，
一块刷尘布环搭接在各滚筒上，
待除尘纺织布料贴在刷
尘布环表面。
[0005] 所述刷尘布环包括一块环形耐磨橡胶板，
在耐磨橡胶板外表面粘贴有刷毛布或者
毛毡布。
[0006] 还包括驱动电机，
驱动电机通过皮带驱动滚筒旋转。
[0007] 还包括刷洗部分，
所述刷洗部分包括储水箱和设在壳体底部的蓄水槽，
在蓄水槽
上方壳体内设有两个毛刷辊，
在毛刷辊上方设有喷淋管，
喷淋管和蓄水槽均通过管道与储
水箱连通，
在储水箱与喷淋管连通的管道上安装有水泵；
两个毛刷辊上的刷毛相互贴在一起，
两个毛刷辊通过皮带连接传动，
驱动电机通过皮
带驱动其中一个毛刷辊旋转，
毛刷辊贴在刷尘布环上。
[0008] 在所述蓄水箱内设有过滤网，
所述过滤网将所述蓄水箱分隔成上腔和下腔，
上腔
通过管道与蓄水槽连通，
下腔通过管道与喷淋管连通。
[0009] 在所述壳体内设有顶布装置，
所述顶布装置包括一端固定在壳体内壁上的伸缩
杆、连接在伸缩杆另一端的压辊和套在伸缩杆外的弹簧，
弹簧推动压辊压在待除尘纺织布
料上。
[001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1 .当纺织布料在壳体中前行的过程中，
刷尘布能够挂掉纺织布料上的毛料、
丝绒或者
线头等杂物，
实现了对纺织布料的除尘，
操作起来简单方便。
[0011] 2．
在纺织布料前行的过程中，
电机能够驱动滚筒旋转，
由滚筒带动刷尘布环旋转，
以使刷尘布环表面能够与纺织布料表面均匀接触，
提高刷尘布环的利用率，
进而提高了除
尘效果。
[0012] 3 .在刷尘布环对纺织布料除尘的同时，
毛刷辊可以刷洗粘在洗刷刷尘布环上的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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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刷下的杂物则由喷淋管喷出的水流去除，
进而可以实时保持刷尘布环的清洁，
进一步提
高了刷尘布环的利用率和除尘效果。
[0013] 4．
返流的到蓄水箱中的水中含有毛料、丝绒或者线头等杂物，
这时可以利用过滤
网对杂物进行过滤，
避免杂物堵塞喷淋管或者水泵，
保证了刷洗部分能够持续有效的运行。
[0014] 5 . 顶布装置能够扩大纺织布料与刷尘布环之间的接触面，
使纺织布料能够更加
有效的与刷尘布环接触，
进一步提高除尘效果。
附图说明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图1为本发明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的后视图，
图3为本发明关于刷尘布环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6] 图中：
壳体1、滚筒2、刷尘布环3、
驱动电机4、刷洗部分5、顶布装置6、开口11、纺织
布料12、
耐磨橡胶板31、刷毛布32、
皮带41、毛刷辊51、
喷淋管52、
蓄水槽53、储水箱54、
过滤
网55、
水泵56、
管道57、伸缩杆61、
弹簧62、
压辊63。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如图1和2所示，
一种纺织布料除尘装置，
包括壳体1，
在壳体1上下端面均设有开口
11，
待除尘纺织布料12从开口11中穿过，
在壳体1内设有多个滚筒2，
一块刷尘布环3搭接在
各滚筒2上，
待除尘纺织布料12贴在刷尘布环3表面。
[0018] 当纺织布料12在壳体1中前行的过程中，
刷尘布能够挂掉纺织布料12上的毛料、
丝
绒或者线头等杂物，
实现了对纺织布料12的除尘，
操作起来简单方便。
[0019] 所述刷尘布环3包括一块环形耐磨橡胶板31，
在耐磨橡胶板31外表面粘贴有刷毛
布32或者毛毡布。
[0020] 还包括驱动电机4，
驱动电机4通过皮带41驱动滚筒2旋转。
[0021] 在纺织布料12前行的过程中，
电机能够驱动滚筒2旋转，
由滚筒2带动刷尘布环3旋
转，
以使刷尘布环3表面能够与纺织布料12表面均匀接触，
提高刷尘布环3的利用率，
进而提
高了除尘效果。
[0022] 还包括刷洗部分5，
所述刷洗部分5包括储水箱54和设在壳体1底部的蓄水槽53，
在
蓄水槽53上方壳体1内设有两个毛刷辊51，
在毛刷辊51上方设有喷淋管52，
喷淋管52和蓄水
槽53均通过管道57与储水箱54连通，
在储水箱54与喷淋管52连通的管道57上安装有水泵
56；
两个毛刷辊51上的刷毛相互贴在一起，
两个毛刷辊51通过皮带41连接传动，
驱动电机4
通过皮带41驱动其中一个毛刷辊51旋转，
毛刷辊51贴在刷尘布环3上。
[0023] 在刷尘布环3对纺织布料12除尘的同时，
两个毛刷辊51同向旋转，
由毛刷辊51洗刷
粘在刷尘布环3上的杂物，
而毛刷辊51上的杂物则通过其自身旋转和的喷淋管52喷出的水
流去除，
以实时保持刷尘布环3的清洁，
进而进一步提高了刷尘布环3的利用率，
进一步提高
了除尘效果。
[0024] 在所述蓄水箱内设有过滤网55，
所述过滤网55将所述蓄水箱分隔成上腔和下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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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腔通过管道57与蓄水槽53连通，
下腔通过管道57与喷淋管52连通。
[0025] 返流的到蓄水箱中的水中含有毛料、
丝绒或者线头等杂物，
这时可以利用过滤网
55对杂物进行过滤，
避免杂物堵塞喷淋管52或者水泵56，
保证了刷洗部分5能够持续有效的
运行。
[0026] 在所述壳体1内设有顶布装置6，
所述顶布装置6包括一端固定在壳体1内壁上的伸
缩杆61、
连接在伸缩杆61另一端的压辊63和套在伸缩杆61外的弹簧62，
弹簧62推动压辊63
压在待除尘纺织布料12上。顶布装置6能够扩大纺织布料12与刷尘布环3之间的接触面，
使
纺织布料12能够更加有效的与刷尘布环3接触，
进而进一步提高了除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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