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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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802700.5

(22)申请日 2019.08.28

(71)申请人 安徽联合发艺文化有限公司

地址 236600 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城关镇

工业园安徽金瑞祥发制品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傅如岭　傅家星　

(51)Int.Cl.

A41G 3/00(2006.01)

F26B 21/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人发生产用柔顺处理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人发生产用柔顺处理装置，

括引液管，横柱，输送管，竖挡，固定头，震动板，

漏液板，工作腔，排液口和风干机，所述引液管的

外围设置有横柱，且横柱的两端均设置有竖挡，

该引液管的下端外围设置有输送管；所述竖挡的

一侧设置有工作腔，且工作腔的两侧壁均安装有

风干机，该工作腔的底端设置有排液口；所述工

作腔的内部设置有漏液板，且漏液板的上端设置

有震动板，该震动板的上端设置有固定头。本发

明固定头，震动板和风干机的设置，通过对称结

构形成两端风干结构，以底端震动带动上端环形

震动形成稳定震动结构，以此避免资源浪费，搭

配稳定的防滑性能，优化使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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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人发生产用柔顺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引液管(1)，横柱(2)，输送管(3)，

竖挡(4)，固定头(5)，震动板(6)，漏液板(7)，工作腔(8)，排液口(9)和风干机(10)，所述引

液管(1)的外围设置有横柱(2)，且横柱(2)的两端均设置有竖挡(4)，该引液管(1)的下端外

围设置有输送管(3)；所述竖挡(4)的一侧设置有工作腔(8)，且工作腔(8)的两侧壁均安装

有风干机(10)，该工作腔(8)的底端设置有排液口(9)；所述工作腔(8)的内部设置有漏液板

(7)，且漏液板(7)的上端设置有震动板(6)，该震动板(6)的上端设置有固定头(5)；所述输

送管(3)包括接管(31)和柔顺头(32)，且输送管(3)的下方设置有接管(31)，该接管(31)的

表面设置有柔顺头(32)；所述固定头(5)包括防滑环(51)，透液孔(52)和中心块(53)，且固

定头(5)的表面外侧设置有防滑环(51)，该防滑环(51)的表面开设有透液孔(52)，其中固定

头(5)的中心区域设置有中心块(53)；所述震动板(6)包括凸轮(61)和密封圈(62)，且震动

板(6)的内部设置有凸轮(61)，该震动板(6)的表面设置有密封圈(62)；所述漏液板(7)包括

电机(71)和转轴(72)，且漏液板(7)的内部设置有电机(71)，该电机(71)的前端设置有转轴

(72)；所述风干机(10)包括风机(101)和电热丝(102)，且风干机(10)的内部后端设置有风

机(101)，该风机(101)的前侧设置有电热丝(102)；所述工作腔(8)采用“凵”字形结构的不

锈钢，且工作腔(8)的底端一侧开设有“L”状开口结构的排液口(9)，该排液口(9)在空置时

内部使用密封塞密封；所述震动板(6)采用环形结构的PVC，且震动板(6)通过螺纹安装在漏

液板(7)的表面，该震动板(6)的上表面开设有圆形结构开孔；所述固定头(5)采用三分之二

圆形结构的防滑橡胶，且固定头(5)通过螺纹安装在震动板(6)的表面，该固定头(5)采用环

形阵列分布。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人发生产用柔顺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接管(31)采用环形

结构的PVC软管，且接管(31)通过螺纹安装在引液管(1)的下端外围，该接管(31)的表面底

端安装有柔顺头(32)。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人发生产用柔顺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凸轮(61)采用柱状

结构的QT800-2，且凸轮(61)的一端通过轴承与转轴(72)进行传动连接，该凸轮(61)与转轴

(72)为搭配使用。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人发生产用柔顺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滑环(51)采用环

形结构的防滑橡胶，且防滑环(51)通过环绕结构胶粘固定在固定头(5)的表面外侧，该固定

头(5)的均匀开设有圆形开孔结构的透液孔(52)。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人发生产用柔顺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柔顺头(32)采用喇

叭状结构的PVC软管，且柔顺头(32)通过螺纹安装在输送管(3)的内部空腔，该柔顺头(32)

与固定头(5)为对应分布。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人发生产用柔顺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风机(101)采用

CY063型号微小风机，且风机(101)通过并联连接电热丝(102)，该风机(101)与电热丝(102)

通过搭配结构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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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人发生产用柔顺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人法制品用柔顺装置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人发生产用柔顺处理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人发制品从原料上主要分为辫发和泡发，由于辫发的成本较高，现在人发产品主

要是用泡发做的，随着现代工艺的完善，从外观上两种头发没有明显不同，但手感是很不一

样，泡发因为过酸处理，显得比较顺滑，加之柔顺剂的处理，为使用者带来柔顺的人发制品。

[0003] 柔顺的人发制品对于使用者来说更具吸引性，因此人们通过添加柔顺剂达到柔顺

的目的，柔顺装置作为添加柔顺剂的做工装置，为使用者带来更为便利的做工体验，但是现

有人发制品柔顺装置依然存在着单个震动引发资源浪费，运用夹子夹持造成变形，通过支

撑架支撑防滑性能不足的问题。

[0004] 因此，发明一种人发生产用柔顺处理装置显得非常必要。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人发生产用柔顺处理装置，以解决现有

人发制品柔顺装置依然存在着单个震动引发资源浪费，运用夹子夹持造成变形，通过支撑

架支撑防滑性能不足的问题。一种人发生产用柔顺处理装置，包括引液管，横柱，输送管，竖

挡，固定头，震动板，漏液板，工作腔，排液口和风干机，所述引液管的外围设置有横柱，且横

柱的两端均设置有竖挡，该引液管的下端外围设置有输送管；所述竖挡的一侧设置有工作

腔，且工作腔的两侧壁均安装有风干机，该工作腔的底端设置有排液口；所述工作腔的内部

设置有漏液板，且漏液板的上端设置有震动板，该震动板的上端设置有固定头；所述输送管

包括接管和柔顺头，且输送管的下方设置有接管，该接管的表面设置有柔顺头；所述固定头

包括防滑环，透液孔和中心块，且固定头的表面外侧设置有防滑环，该防滑环的表面开设有

透液孔，其中固定头的中心区域设置有中心块；所述震动板包括凸轮和密封圈，且震动板的

内部设置有凸轮，该震动板的表面设置有密封圈；所述漏液板包括电机和转轴，且漏液板的

内部设置有电机，该电机的前端设置有转轴；所述风干机包括风机和电热丝，且风干机的内

部后端设置有风机，该风机的前侧设置有电热丝；所述工作腔采用“凵”字形结构的不锈钢，

且工作腔的底端一侧开设有“L”状开口结构的排液口，该排液口在空置时内部使用密封塞

密封；所述震动板采用环形结构的PVC，且震动板通过螺纹安装在漏液板的表面，该震动板

的上表面开设有圆形结构开孔；所述固定头采用三分之二圆形结构的防滑橡胶，且固定头

通过螺纹安装在震动板的表面，该固定头采用环形阵列分布。

[0006] 所述接管采用环形结构的PVC软管，且接管通过螺纹安装在引液管的下端外围，该

接管的表面底端安装有柔顺头。

[0007] 所述凸轮采用柱状结构的QT800-2，且凸轮的一端通过轴承与转轴进行传动连接，

该凸轮与转轴为搭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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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所述防滑环采用环形结构的防滑橡胶，且防滑环通过环绕结构胶粘固定在固定头

的表面外侧，该固定头的均匀开设有圆形开孔结构的透液孔。

[0009] 所述柔顺头采用喇叭状结构的PVC软管，且柔顺头通过螺纹安装在输送管的内部

空腔，该柔顺头与固定头为对应分布。

[0010] 所述风机采用CY063型号微小风机，且风机通过并联连接电热丝，该风机与电热丝

通过搭配结构做工。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2] 1 .本发明凸轮的设置，保证装置的震动性能，为使用者带来较为稳定的震动渗透

滑落结构，提高使用者的整体稳定性与做工稳定性，提高使用者的整体使用体验。

[0013] 2.本发明防滑环的设置，保证装置的假发防滑性，搭配假发内部固定网形成防滑

结构，避免震动结构引起的掉落，确保使用体验与稳定做工性能。

[0014] 3.本发明柔顺头的设置,保证装置柔顺剂的传递性，为使用者带来针对性较强的

做工体验，保证装置的工作效率，提高装置效能，以此优化装置的整体的稳定衔接性能。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图1中的柔顺头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发明图1中的固定头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是本发明图1中的工作腔后端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是本发明图1中的风干机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

[0021] 1-引液管，2-横柱，3-输送管，31-接管，32-柔顺头，4-竖挡，5-固定头，51-防滑环，

52-透液孔，53-中心块，6-震动板，61-凸轮，62-密封圈，7-漏液板，71-电机，72-转轴，8-工

作腔，9-排液口，10-风干机，101-风机，102-电热丝。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0023] 实施例：

[0024] 如附图1至附图5所示

[0025] 本发明提供一种人发生产用柔顺处理装置，包括引液管1，横柱2，输送管3，竖挡4，

固定头5，震动板6，漏液板7，工作腔8，排液口9和风干机10，所述引液管1的外围设置有横柱

2，且横柱2的两端均设置有竖挡4，该引液管1的下端外围设置有输送管3；所述竖挡4的一侧

设置有工作腔8，且工作腔8的两侧壁均安装有风干机10，该工作腔8的底端设置有排液口9；

所述工作腔8的内部设置有漏液板7，且漏液板7的上端设置有震动板6，该震动板6的上端设

置有固定头5；所述输送管3包括接管31和柔顺头32，且输送管3的下方设置有接管31，该接

管31的表面设置有柔顺头32；所述固定头5包括防滑环51，透液孔52和中心块53，且固定头5

的表面外侧设置有防滑环51，该防滑环51的表面开设有透液孔52，其中固定头5的中心区域

设置有中心块53；所述震动板6包括凸轮61和密封圈62，且震动板6的内部设置有凸轮61，该

震动板6的表面设置有密封圈62；所述漏液板7包括电机71和转轴72，且漏液板7的内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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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电机71，该电机71的前端设置有转轴72；所述风干机10包括风机101和电热丝102，且风干

机10的内部后端设置有风机101，该风机101的前侧设置有电热丝102；所述工作腔8采用

“凵”字形结构的不锈钢，且工作腔8的底端一侧开设有“L”状开口结构的排液口9，该排液口

9在空置时内部使用密封塞密封；所述震动板6采用环形结构的PVC，且震动板6通过螺纹安

装在漏液板7的表面，该震动板6的上表面开设有圆形结构开孔；所述固定头5采用三分之二

圆形结构的防滑橡胶，且固定头5通过螺纹安装在震动板6的表面，该固定头5采用环形阵列

分布。

[0026] 所述接管31采用环形结构的PVC软管，且接管31通过螺纹安装在引液管1的下端外

围，该接管31的表面底端安装有柔顺头32，保证柔顺剂的整体传递性，提高使用者的稳定体

验，保证装置做工效率，为使用者带来较为高效的传递做工体验。

[0027] 所述凸轮61采用柱状结构的QT800-2，且凸轮61的轴承端与转轴72前端进行焊接

固定，该凸轮62通过转轴72传动进行离心结构往复运动，保证装置的震动性能，为使用者带

来较为稳定的震动渗透滑落结构，提高使用者的整体稳定性与做工稳定性，提高使用者的

整体使用体验。

[0028] 所述防滑环51采用环形结构的防滑橡胶，且防滑环51采用对称结构分布在固定头

5的外围两侧，该防滑环51的采用均匀结构分布，保证装置的假发防滑性，搭配假发内部固

定网形成防滑结构，避免震动结构引起的掉落，确保使用体验与稳定做工性能。

[0029] 所述柔顺头32采用喇叭状结构的PVC软管，且柔顺头32与上端引液管1为传动作

业，该柔顺头32采用阵列结构环形分布，保证装置柔顺剂的传递性，为使用者带来针对性较

强的做工体验，保证装置的工作效率，提高装置效能，以此优化装置的整体的稳定衔接性

能。

[0030] 所述风机101采用CY063型号微小风机，且风机101与外部控制电源进行串联，该风

机101对称分布在固定头5的两侧工作腔8的两侧壁，保证装置的整体吹干性能，为使用者带

来较为稳定的柔顺风干性能，为使用者提供较为顺畅的做工体验，保证装置的整体使用体

验。

[0031] 工作原理

[0032] 本发明中，使用者将装置接通外部电源，然后按下外部控制电源控制装置通电，将

柔顺剂管口接至引液管1的上端，拧开柔顺剂通阀，将假发通过工作腔8后端的开合门放入，

放置在固定头5的上端，将假发发套套在固定头5的表面，防滑环51与固定头5进行搭配防

滑，将开合门关闭，搭配外围橡胶圈进行密封，柔顺剂通过底块3传动至底端接管31流入柔

顺头32，流入假发表面，在一定剂量后，通过外部阀门停止输入柔顺剂，按下开关，漏液板7

内部的电机71前端转轴72带动凸轮61进行震动做工，震动板6发生震动，带动固定头5进行

震动，假发进行联动，柔顺剂通过漏液板7表面的漏孔进行滴落至下端空腔，此时再此按下

开关，风机与电热丝同时通电，风机101吸收空气，通过电热丝102传送热风，形成吹干热风，

对假发进行吹干，完成柔顺做工。

[0033] 利用本发明所述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启发下，设

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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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7

CN 110720693 A

7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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