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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出一种能提高成品片身pH值的工

艺及设备，提高成品皮身pH值工艺包括以下步

骤：S1、生皮加工成半成品皮；S2、半成品皮进行

pH值检测，pH值合格的进行下一加工工序，pH值

不合格进行pH值调节；S3、不合格的半成品皮通

过网夹夹住，网夹通过挂钩悬挂在悬挂杆上；S4、

悬挂杆悬挂在第一喷涂机构上进行喷水处理；

S5、悬挂杆悬挂在烘箱内常温烘干24小时；S6、悬

挂杆悬挂在第二喷涂机构上进行第一次碱性水

喷涂处理；S7、悬挂杆悬挂静置一小时；S8、悬挂

杆悬挂在第二喷涂机构上进行第二次碱性水喷

涂处理；S9、悬挂杆悬挂在烘箱内进行烘干；S10、

烘干后的半成品皮进行pH值检测，pH值不合格的

进行pH值调节；S11、合格的半成品皮加工成成品

皮；S12、入库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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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皮料pH值调节工艺，其特征在于：提高成品皮身pH值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S1、将生皮加工成半成品皮；

S2、使用pH测试仪对半成品皮进行pH值检测，pH值为3.5以上的为合格的半成品皮直接

进行下一加工工序，pH值小于3.5的不合格的半成品皮进行pH值调节；

S3、将不合格的半成品皮通过带有挂钩的网夹的两个封闭框夹住，两个封闭框上具有

用于夹合半成品皮的卡槽，将若干夹有半成品皮的网夹通过挂钩悬挂在悬挂杆的悬挂孔

上；

S4、将悬挂有半成品皮的悬挂杆悬挂在第一喷涂机构的支撑杆上进行喷水处理，让半

成品片充分回湿渗透；

S5、将悬挂有回湿后的半成品片的悬挂杆悬挂在烘箱内通过空气能烘干机进行常温烘

干24小时；

S6、将悬挂有常温烘干后的半成品的皮悬挂杆悬挂在第二喷涂机构的支撑杆上进行第

一次碱性水喷涂处理，让半成品片充分渗透碱性水；

S7、将悬挂有第一次喷涂碱性水后的半成品皮的悬挂杆悬挂静置一小时；

S8、将夹有静置后的半成品皮的悬挂杆悬挂在第二喷涂机构的支撑杆上进行第二次碱

性水喷涂处理，让半成品片充分渗透碱性水；

S9、将悬挂有喷涂二次碱性水的半成品皮的悬挂杆悬挂在烘箱内进行烘干，烘干温度

为50摄氏度；

S10、将烘干后的半成品皮再次进行pH值检测，pH值为3.5以上的半成品皮进行下一加

工工序，pH值小于3.5的不合格的半成品皮再次进行pH值调节；

S11、将合格的半成品皮加工成成品皮；

S12、入库存放。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皮料pH值调节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喷涂机构和所述第

二喷涂机构为同一设备，所述第一喷涂机构或第二喷涂机构包括蓄液池，所述蓄液池两侧

设置有安装板，所述蓄液池上方设置有支撑板，所述支撑板上固定设置有用于悬挂所述悬

挂杆的第一悬挂头的支撑杆，所述支撑板上设置有用于驱动所述悬挂杆运动的驱动装置，

所述安装板上设置有用于为半成品皮进行喷涂处理的喷涂装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皮料pH值调节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装置包括用于悬挂

所述悬挂杆的第二悬挂头的珠链、两个链轮，所述链轮分别设置于所述支撑杆两端部上方，

所述珠链绕设于两个所述链轮上，所述链轮上开设有若干用于卡合所述珠链上珠子的凹

槽，所述链轮上套设有壳体，所述壳体固定设置于所述支撑板上，所述链轮可转动设置于所

述壳体内，所述壳体上开设有两个供所述珠链穿过的开口，所述支撑板上设置有用于驱动

一所述链轮转动的电机，所述电机的壳体固定设置于所述支撑板上，所述电机的转动轴与

所述链轮固定连接，所述电机转动轴的转动中心与所述链轮的转动中心相重合。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皮料pH值调节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涂装置包括设置于所

述安装板上的若干喷头，所述喷头与所述蓄液池之间设置有用于为所述喷头供水的抽水

泵，所述抽水泵的进水端与所述蓄液池相连通，所述抽水泵的出水端与所述喷头相连通。

5.皮料pH值调节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蓄液池，所述蓄液池两侧设置有安装板，所述

蓄液池上方设置有支撑板，所述支撑板上固定设置有支撑杆，所述支撑杆上可脱离悬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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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杆，所述支撑板上设置有用于驱动所述悬挂杆运动的驱动装置，所述安装板上设置有

用于为半成品皮进行喷涂处理的喷涂装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皮料pH值调节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悬挂杆包括连杆、设置

于所述连杆两端部的悬挂钩，所述连杆开设有若干悬挂孔，所述悬挂孔上可脱离悬挂有网

夹，所述连杆两端部分别设置有悬挂钩，所述悬挂钩包括第一悬挂头、第二悬挂头，所述第

一悬挂头固定设置于所述连杆上，所述第二悬挂头固定设置于所述第一悬挂头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皮料pH值调节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网夹包括两个封闭框、

挂钩，所述封闭框内设置有交织编制的纱网，所述封闭框上端部可转动连接，一所述封闭框

下端部固定设置有用于卡紧另一封闭框下端部的卡槽，所述挂钩固定设置于一所述封闭框

上端部。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皮料pH值调节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装置包括用于悬挂

所述悬挂杆的第二悬挂头的珠链、两个链轮，所述链轮分别设置于所述支撑杆两端部上方，

所述珠链绕设于两个所述链轮上，所述链轮上开设有若干用于卡合所述珠链上珠子的凹

槽，所述链轮上套设有壳体，所述壳体固定设置于所述支撑板上，所述链轮可转动设置于所

述壳体内，所述壳体上开设有两个供所述珠链穿过的开口，所述支撑板上设置有用于驱动

一所述链轮转动的电机，所述电机的壳体固定设置于所述支撑板上，所述电机的转动轴与

所述链轮固定连接，所述电机转动轴的转动中心与所述链轮的转动中心相重合。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皮料pH值调节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涂装置包括设置于所

述安装板上的若干喷头，所述喷头与所述蓄液池之间设置有用于为所述喷头供水的抽水

泵，所述抽水泵的进水端与所述蓄液池相连通，所述抽水泵的出水端与所述喷头相连通。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1471810 A

3



皮料pH值调节工艺及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皮革类技术领域，特别涉及皮料pH值调节工艺及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生皮经过脱皮、酵解、浸酸、铬鞣、中和、铬鞣、染色、加脂、固酸、表面染色、干燥等

过程形成半成品皮，再通过涂饰工程形成成品皮；浸酸的目的是为了降低片皮自身的pH值

有利于后期铬鞣的进行，酸浸液的pH值为1.5左右；铬鞣初期的铬鞣液的pH  值较低，一般为

2.5-3.5  ,  这有利于鞣剂向皮内渗透,鞣制末期适当提高鞣液的  pH  值，pH值为4.0左右，

这样有利于鞣剂与片皮结合；铬鞣后进行酸碱中和以适应后续的染色和加脂的渗透和吸

收；固酸是为了进一步降低片皮的pH值便于后续染色时染料的着色度；完成上述一系列的

加工后片皮就形成半成品片，这时的半成品皮自身的pH值相对较低，直接加工成成品皮时

成品皮的pH值也会相对较低，而成品皮自身的pH值小于3.5是不合格的，如果没有对半成品

皮进行pH值检测和pH值调合就直接进行后续加工很容易增加成品皮的不合格率，造成企业

的经济损失；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由此产生。

发明内容

[0003] 因此，针对上述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能提高成品皮自身的pH值、降低成品皮次

品率的提高成品片身pH值的工艺及设备。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取的解决方案为:  提高成品片身pH值的工艺，提

高成品皮身pH值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S1、将生皮加工成半成品皮；

S2、使用pH测试仪对半成品皮进行pH值检测，pH值为3.5以上的为合格的半成品皮直接

进行下一加工工序，pH值小于3.5的不合格的半成品皮进行pH值调节；

S3、将不合格的半成品皮通过带有挂钩的网夹的两个封闭框夹住，两个封闭框上具有

用于夹合半成品皮的卡槽，将若干夹有半成品皮的网夹通过挂钩悬挂在悬挂杆的悬挂孔

上；

S4、将悬挂有半成品皮的悬挂杆悬挂在第一喷涂机构的支撑杆上进行喷水处理，让半

成品片充分回湿渗透；

S5、将悬挂有回湿后的半成品片的悬挂杆悬挂在烘箱内通过空气能烘干机进行常温烘

干24小时；

S6、将悬挂有常温烘干后的半成品的皮悬挂杆悬挂在第二喷涂机构的支撑杆上进行第

一次碱性水喷涂处理，让半成品片充分渗透碱性水；

S7、将悬挂有第一次喷涂碱性水后的半成品皮的悬挂杆悬挂静置一小时；

S8、将夹有静置后的半成品皮的悬挂杆悬挂在第二喷涂机构的支撑杆上进行第二次碱

性水喷涂处理，让半成品片充分渗透碱性水；

S9、将悬挂有喷涂二次碱性水的半成品皮的悬挂杆悬挂在烘箱内进行烘干，烘干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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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50摄氏度；

S10、将烘干后的半成品皮再次进行pH值检测，pH值为3.5以上的半成品皮进行下一加

工工序，pH值小于3.5的不合格的半成品皮再次进行pH值调节；

S11、将合格的半成品皮加工成成品皮；

S12、入库存放。

[0005] 进一步改进的是：所述第一喷涂机构和所述第二喷涂机构为同一设备，所述第一

喷涂机构或第二喷涂机构包括蓄液池，所述蓄液池两侧设置有安装板，所述蓄液池上方设

置有支撑板，所述支撑板上固定设置有用于悬挂所述悬挂杆的第一悬挂头的支撑杆，所述

支撑板上设置有用于驱动所述悬挂杆运动的驱动装置，所述安装板上设置有用于为半成品

皮进行喷涂处理的喷涂装置。

[0006] 进一步改进的是：所述驱动装置包括用于悬挂所述悬挂杆的第二悬挂头的珠链、

两个链轮，所述链轮分别设置于所述支撑杆两端部上方，所述珠链绕设于两个所述链轮上，

所述链轮上开设有若干用于卡合所述珠链上珠子的凹槽，所述链轮上套设有壳体，所述壳

体固定设置于所述支撑板上，所述链轮可转动设置于所述壳体内，所述壳体上开设有两个

供所述珠链穿过的开口，所述支撑板上设置有用于驱动一所述链轮转动的电机，所述电机

的壳体固定设置于所述支撑板上，所述电机的转动轴与所述链轮固定连接，所述电机转动

轴的转动中心与所述链轮的转动中心相重合。

[0007] 进一步改进的是：所述喷涂装置包括设置于所述安装板上的若干喷头，所述喷头

与所述蓄液池之间设置有用于为所述喷头供水的抽水泵，所述抽水泵的进水端与所述蓄液

池相连通，所述抽水泵的出水端与所述喷头相连通。

[0008] 皮料pH值调节设备，包括蓄液池，所述蓄液池两侧设置有安装板，所述蓄液池上方

设置有支撑板，所述支撑板上固定设置有支撑杆，所述支撑杆上可脱离悬挂有悬挂杆，所述

支撑板上设置有用于驱动所述悬挂杆运动的驱动装置，所述安装板上设置有用于为半成品

皮进行喷涂处理的喷涂装置。

[0009] 进一步改进的是：所述悬挂杆包括连杆、设置于所述连杆两端部的悬挂钩，所述连

杆开设有若干悬挂孔，所述悬挂孔上可脱离悬挂有网夹，所述连杆两端部分别设置有悬挂

钩，所述悬挂钩包括第一悬挂头、第二悬挂头，所述第一悬挂头固定设置于所述连杆上，所

述第二悬挂头固定设置于所述第一悬挂头上。

[0010] 进一步改进的是：所述网夹包括两个封闭框、挂钩，所述封闭框内设置有交织编制

的纱网，所述封闭框上端部可转动连接，一所述封闭框下端部固定设置有用于卡紧另一封

闭框下端部的卡槽，所述挂钩固定设置于一所述封闭框上端部。

[0011] 进一步改进的是：所述驱动装置包括用于悬挂所述悬挂杆的第二悬挂头的珠链、

两个链轮，所述链轮分别设置于所述支撑杆两端部上方，所述珠链绕设于两个所述链轮上，

所述链轮上开设有若干用于卡合所述珠链上珠子的凹槽，所述链轮上套设有壳体，所述壳

体固定设置于所述支撑板上，所述链轮可转动设置于所述壳体内，所述壳体上开设有两个

供所述珠链穿过的开口，所述支撑板上设置有用于驱动一所述链轮转动的电机，所述电机

的壳体固定设置于所述支撑板上，所述电机的转动轴与所述链轮固定连接，所述电机转动

轴的转动中心与所述链轮的转动中心相重合。

[0012] 进一步改进的是：所述喷涂装置包括设置于所述安装板上的若干喷头，所述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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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述蓄液池之间设置有用于为所述喷头供水的抽水泵，所述抽水泵的进水端与所述蓄液

池相连通，所述抽水泵的出水端与所述喷头相连通。

[0013] 通过采用前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在半成品皮加工工序和成

品皮加工工序之间增加了对半成品皮进行pH值检测以及检测后不合格的半成品皮的pH值

调节的工序，可以保证成品皮的合格率，保证成品皮的品质，减少因为产品不合格给企业带

来的经济损失；在调节半成品皮的pH值的过程中融入了自动化设备，减少人工参与，降低人

工成本，同时可以对多个半成品皮同时进行喷涂操作增加加工效率；不合格的半成品皮在

网夹一次装夹后就无需拆卸，直到检测半成品皮进过pH值检测合格后再将半成品皮从网夹

上拆卸下来进行成品皮加工，可以避免对半成品皮的重复装夹浪费人力物力，同时悬挂杆

可以便于通多个半成品皮进行操作，例如半成品皮的搬运、悬挂地方的转移、以及半成品皮

的短时堆放等，增加整个工序的整体效率。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皮料pH值调节工艺及设备中第一喷涂机构或第二喷涂机构的

正视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皮料pH值调节工艺及设备中第一喷涂机构或第二喷涂机构的侧视

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皮料pH值调节工艺及设备中第一喷涂机构或第二喷涂机构的俯视

结构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皮料pH值调节工艺及设备中网夹的结构示意图;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皮料pH值调节工艺及设备中悬挂杆的结构示意图;

图6是图1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图7是图2中B处的局部放大图；

图8是本发明实施例皮料pH值调节工艺及设备中第一喷涂机构或第二喷涂机构中驱动

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现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6] 参考图1至图8，本发明实施例所揭示的是皮料pH值调节工艺及设备，提高成品皮

身pH值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S1、将生皮经过脱皮、酵解、浸酸、铬鞣、中和、铬鞣、染色、加脂、固酸、表面染色、干燥等

加工形成半成品皮；

S2、使用pH测试仪对半成品皮进行pH值检测，pH值为3.5以上的为合格的半成品皮直接

进行下一加工工序，pH值小于3.5的不合格的半成品皮进行pH值调节；

S3、将不合格的半成品皮通过带有挂钩12的网夹1的两个封闭框11夹住，两个封闭框11

上具有用于夹合半成品皮的卡槽14，将若干夹有半成品皮的网夹1通过挂钩12悬挂在悬挂

杆2的悬挂孔上22；所述网夹1包括两个封闭框11、挂钩12，所述封闭框11内设置有交织编制

的纱网13，所述封闭框11上端部可转动连接，一所述封闭框11下端部固定设置有用于卡紧

另一封闭框11下端部的卡槽14，所述挂钩12固定设置于一所述封闭框11上端部；所述悬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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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2包括连杆21，所述连杆21开设有若干供所述网夹1的挂钩12悬挂的悬挂孔22，所述连杆

21两端部分别设置有悬挂钩23，所述悬挂钩23包括第一悬挂头231、第二悬挂头232，所述第

一悬挂头231固定设置于所述连杆21上，所述第二悬挂头232固定设置于所述第一悬挂头

231上；使用时向将网夹1张开，将半成品皮平铺在沙网上，然后加将网夹1夹合，最后将网夹

1悬挂在所述悬挂杆2上；

S4、将悬挂有半成品皮的悬挂杆2悬挂在第一喷涂机构的支撑杆上进行喷清水处理，让

半成品片充分回湿渗透，将半成品皮上残留的酸性液体进行冲洗；

S5、将悬挂有回湿后的半成品片的悬挂杆2悬挂在烘箱内通过空气能烘干机对烘箱内

的空气进行抽湿，让半成品皮进行常温干燥烘干24小时，所述空气能烘干机为公知产品，可

直接从市场上购买使用，且本案的改进点并不在该空气能烘干机上，故不进行赘述；

S6、将悬挂有常温烘干后的半成品的皮悬挂杆2悬挂在第二喷涂机构的支撑杆上进行

第一次苏打水喷涂处理，让半成品片充分渗透碱性水，让苏打水的弱碱性去中和半成品皮

上的酸性；

S7、将悬挂有第一次喷涂碱性水后的半成品皮的悬挂杆2悬挂静置一小时，让酸碱中和

反应一个小时；

S8、将夹有静置后的半成品皮的悬挂杆悬挂在第二喷涂机构上进行第二次碱性水喷涂

处理，让半成品片充分渗透碱性水，进行二次酸碱中和反应；

S9、将悬挂有喷涂二次碱性水的半成品皮的悬挂杆2悬挂在烘箱内进行加热烘干，烘干

温度为50摄氏度；

S10、将烘干后的半成品皮再次进行pH值检测，pH值为3.5以上的半成品皮进行下一加

工工序，pH值小于3.5的不合格的半成品皮再次上述的进行pH值调节步骤；

S11、将合格的半成品皮根据实际生产需要加工成各式各样的成品皮；

S12、入库干燥存放；

所述第一喷涂机构和所述第二喷涂机构为同皮料pH值调节设备，所述第一喷涂机构或

第二喷涂机构包括蓄液池3，所述蓄液池3内蓄有清水或苏打水，所述蓄液池3两侧设置有安

装板31，所述蓄液池3上方设置有支撑板32，所述支撑板32一端固定设置于墙体上，所述支

撑板32与所述墙体之间设置有四组用于加强所述支撑板32与所述墙体连接的加强杆321，

所述支撑板32上固定设置有用于悬挂所述悬挂杆2的第一悬挂头231的支撑杆33，所述支撑

板32上设置有用于驱动所述悬挂杆2运动的驱动装置，所述驱动装置包括用于悬挂所述悬

挂杆2的第二悬挂头232的珠链41、两个链轮42，所述链轮42分别设置于所述支撑杆33两端

部上方，所述珠链41绕设于两个所述链轮42上，所述链轮42上开设有两个用于卡合所述珠

链41上珠子的凹槽421，所述链轮42上套设有壳体43，所述壳体43固定设置于所述支撑板32

上，所述链轮42可转动设置于所述壳体43内，所述壳体43上开设有两个供所述珠链穿过的

开口431，所述支撑板32上设置有用于驱动一所述链轮42转动的电机44，所述电机44的壳体

43固定设置于所述支撑板32上，所述电机44的转动轴441穿过所述壳体43与所述链轮42固

定连接，所述电机44转动轴441的转动中心与所述链轮42的转动中心相重合，所述电机44的

旋转轴转动带动所述链轮42转动，所述链轮转动带动所述珠链运动，所述珠链运动带动悬

挂在所述珠链上的悬挂杆2运动，使用珠链和链轮来带动悬挂杆传动的方式会优与使用齿

轮链条和齿轮，因为齿轮链条和齿轮在配合的过程中相互之间的磨损很大，且齿轮链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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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过程中变松动，会降低传动效率；所述安装板31上设置有用于为半成品皮进行喷涂处

理的喷涂装置，喷涂装置包括设置于所述安装板31上的九个喷头51，所述喷头51与所述蓄

液池3之间设置有用于为所述喷头51供水的抽水泵52，所述抽水泵为公知产品，是可直接从

市场上购买来使用的，且本案的改进点并不在该所述抽水泵上，故不进行赘述，所述抽水泵

52的进水端上连通有进水管521，所述进水管521的进水端设置于所述蓄液池3的底部与所

述蓄液池3相连通，所述抽水泵52的出水端上固定连接有分水连接头（图中未示出），所述分

水连接头的进水端与所述抽水泵52的出水端相连通，所述分水连接头的分水口上连接有分

水管522，所述分水管522分别与各个所述喷头51相连通，所述抽水泵52的进水端将蓄液池3

内的水体抽吸上来后从抽水泵52的出水端释放出并通过分水连接头分成九条水路为九个

喷头51供水，所述蓄液池3右侧上倾斜设置有用于接网夹1上半成品皮滴落下来的水体的滴

落板6，所述滴落板6较低的一端设置于所述蓄液池3上，所述滴落板6的另一端下端部设置

有支撑腿61。

皮料pH值调节设备的使用方法:人工将pH测试仪检测到的不合格的半成品皮通过平铺

在网夹1上并加紧，将网夹1的挂钩12悬挂在悬挂杆2上的悬挂孔22内；人工将第一组悬挂杆

2悬挂在蓄液池3左侧的支撑杆33和珠链41上，将第一组悬挂杆2的第一悬挂头231悬挂在支

撑杆33上将第二悬挂头232的悬挂在珠链41上，电机44转动将带动珠链41运动，珠链41运动

带动第一组悬挂杆2向右运动，第一组悬挂杆2运动带蓄液池3中部上方后停下，抽水泵52开

始抽水并向喷头51提供水体，喷头51开始向夹有半成品皮的网夹1喷射液体，同时人工将第

二组悬挂杆2悬挂在蓄液池3左侧支撑杆33和珠链41上，一段时间后喷头51停止喷射，第一

组悬挂杆2继续在蓄液池3上方停留五分钟将半成品皮上的多余的水体沥干，电机44继续驱

动珠链41运动，珠链41运动带动第一组悬挂杆2向蓄液池3右侧运动，同时带动第二组悬挂

杆2向蓄液池3中心上方运动进行喷涂，第一组悬挂杆2运动到滴落板6上方后继续沥干，同

时人工将第三组悬挂杆2悬挂在支撑杆33和珠链41上，在第二组悬挂杆2运动到滴落板6前

人工将第一组悬挂杆2从支撑杆33和珠链41上取下，第二组悬挂杆2喷涂、沥干完成后向右

运动到滴落板6上继续沥干，同时第三组悬挂杆2开始喷涂，在第三组悬挂杆2运动到滴落板

6前人工将第二组悬挂杆2从支撑杆33和珠链41上取下，同时将第四组悬挂杆2悬挂在支撑

杆33和珠链41上，并一直重复上述操作。

[0017]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及其优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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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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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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