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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片状物料转送架，解

决了现有布料转送架不太适合应用于对较薄的

大尺寸布料实现无损转送的问题，所采取的技术

措施：一种片状物料转送架，包括联接架，联接架

用于和行走机构相联接，其特征在于，在联接架

上设有挂接部，挂接部上形成有供布料挂接的挂

接位，挂接位具有在挂接部的相对两侧向下延伸

的延伸部，挂接位上的两延伸部之间具有间隔。

在进行布料挂接时，布料顺延挂接位而平摊铺展

在挂接部上，不易因衣架的硬夹持而对布料造成

难以恢复的夹痕，为制衣吊挂系统的生产提供了

方便。本转送架也能够适应于皮革面料的转送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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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片状物料转送架，包括联接架，联接架用于和行走机构相联接，其特征在于，在

联接架上设有挂接部，挂接部上形成有供片状物料挂接的挂接位，挂接位具有在挂接部的

相对两侧向下延伸的延伸部，挂接位上的两延伸部之间分隔开。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片状物料转送架，其特征在于，挂接部为板状的承托板，承托

板在联接架上呈拱形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片状物料转送架，其特征在于，在承托板顶部的中部位置处形

成有凹面，而使得承托板整体呈马鞍形。

4.根据权利要求1、2或3所述的片状物料转送架，其特征在于，在联接架的下侧设有若

干置物盒，这些置物盒在竖直方向上间隔层叠。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片状物料转送架，其特征在于，在联接架上设有下垂的垂杆，

置物盒联接固定在垂杆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片状物料转送架，其特征在于，垂杆为两根，置物盒桥接在两

根垂杆上。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片状物料转送架，其特征在于，垂杆上设有支撑杆，支撑杆沿

置物盒的底壁走向延伸，置物盒的底壁与支撑杆相固定。

8.根据权利要求1、2或3所述的片状物料转送架，其特征在于，在联接架上联接有“八”

字形的联接杆，联接杆的两端分别联接固定在联接架的两端处，联接杆中部折弯处形成有

挂接端，挂接端斜伸到挂接部的上侧，挂接端用于和行走机构相挂接。

9.根据权利要求1、2或3所述的片状物料转送架，其特征在于，联接架上联接有斜杆，斜

杆的上端联接在行走机构上，斜杆的下端联接在联接架上，斜杆倾斜设置。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4217137 U

2



片状物料转送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转送装置，特别是涉及制衣吊挂系统中用于对片状物料进行

转送的转送架。

背景技术

[0002] 制衣吊挂系统用于对布料进行远距离输送，以便布料在各工作站位置之间得到缝

制，从而把布料缝制成为成衣。在有些吊挂系统上还需要进行家纺产品的缝制，如被套、沙

发套、窗帘、蚊帐等的缝制品，这些大尺寸的家纺产品，所需要的片状物料尺寸相对较大，普

通的衣架并不能很好地满足对这些片状物料的挂接输送需求。在皮革制品的处理和制备过

程中，有时也需要应用吊挂系统来对片状的物料进行远距离的输送。

[0003] 在进行皮革的吊挂时，通常需要在皮革上加工孔洞，通过挂钩挂接到孔洞内而实

现皮革的吊挂。这一方面会造成皮革的损坏，另一方面要求吊挂系统具有较高架高。

[0004] 现有的制衣吊挂系统中，要实现片状物料在吊挂系统上的输送，往往是采取夹接

的方式来对片状物料进行夹挂，片状物料下垂。对于较薄的片状物料，如丝绸，如果采取夹

挂的方式来进行输送，在片状物料自身重量的拉扯下，则易在片状物料的被夹接部位处产

生皱褶，这种皱褶很难被还原，在通常情况下，吊挂系统只能适用于对相对较厚的片状物料

进行夹挂输送，现有的吊挂系统的适用范围相对较窄。

[0005] 中国专利文献（公开号：CN205855332U）公开了一种厚重片状物料棉被衣架，解决

了现有衣架对被夹持物夹持稳定性相对较差的问题。所采取的技术措施：一种厚重片状物

料棉被衣架，包括联接在一起的拉杆和夹持装置，夹持装置包括连接杆和搁杆，连接杆上铰

接有扳动件，作用在扳动件上的弹性件促使扳动件的自由端向着搁杆方向运动，其特征在

于，所述扳动件为板状体，在搁杆的下端部形成有环扣，扳动件的自由端用于插接到环扣

内。

[0006] 这种衣架主要适用于对较厚重的大尺寸布料进行夹持输送，也不太适合用于对较

薄的大尺寸布料的夹持挂接。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片状物料转送架，该片状物料转送架

能够很好地适应对一些大尺寸片状物料，特别是适应于对一些较薄的大尺寸布料的转送需

求。

[0008] 为解决所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一种片状物料转送架，包括联接

架，联接架用于和行走机构相联接，其特征在于，在联接架上设有挂接部，挂接部上形成有

供片状物料挂接的挂接位，挂接位具有在挂接部的相对两侧向下延伸的延伸部，挂接位上

的两延伸部之间分隔开。

[0009] 所述的挂接位形成在挂接部上，片状物料挂接到挂接部上时，片状物料在挂接位

处延展。挂接位具有两个延伸部，表示片状物料挂接到挂接部上时，片状物料的两端伸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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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接部的相对两侧，片状物料耷拉在挂接部上。两延伸部分隔开，可以是使挂接部在横向上

具有一定的尺寸来实现间隔，也可以通过在挂接部下侧设置其它结构来实现在片状物料挂

接时对片状物料两端侧的阻挡。

[0010] 进一步地，挂接部为板状的承托板，承托板在联接架上呈拱形设置。这使得片状物

料能够顺着承托板的表面平摊铺开，不会对片状物料的平整性带来影响，能够为片状物料

提供一定的保护作用，很好地适应了对较薄布料的无损输送。该承托板可以由若干根并列

弧形布置的杆状体所代替。

[0011] 进一步地，在承托板顶部的中部位置处形成有凹面，而使得承托板整体呈马鞍形。

通过设置凹面，片状物料挂接到挂接部上时会在凹面处下陷，这能够有效增加挂接部对片

状物料的静摩擦力，使得片状物料不会轻易滑出挂接部，提高了片状物料在挂接部上的稳

定性。也可以是在承托板的表面上设置若干凸体、或绒布，以增加承托板的表面粗糙度，提

高片状物料在承托板上的稳定性。甚至于可以通过软夹来把片状物料的边缘夹持在承托板

上。

[0012] 进一步地，在联接架的下侧设有若干置物盒，这些置物盒在竖直方向上间隔层叠。

这些置物盒内可以放置一些辅料，或小尺寸的布料裁片，既提高了本转运架的空间利用率，

同时也通过阻隔而使得片状物料的两端侧被分隔开，为片状物料提供倚靠支撑，进一步提

高了片状物料在本转运架上的稳定性。

[0013] 进一步地，在联接架上设有下垂的垂杆，置物盒联接固定在垂杆上。设置有垂杆，

结构简单，方便对置物盒的联接固定。

[0014] 进一步地，垂杆为两根，置物盒桥接在两根垂杆上。这进一步提高了置物盒的联接

稳定性和联接牢固性。

[0015] 进一步地，垂杆上设有支撑杆，支撑杆沿置物盒的底壁走向延伸，置物盒的底壁与

支撑杆相固定。支撑杆与置物盒的底壁之间通常采用焊接的方式而实现固定，通过支撑杆

的设置，而能够有效保证置物盒的强度，使得置物盒的壁体不需要很厚。

[0016] 进一步地，在联接架上联接有“八”字形的联接杆，联接杆的两端分别联接固定在

联接架的两端处，联接杆中部折弯处形成有挂接端，挂接端斜伸到挂接部的上侧，挂接端用

于和行走机构相挂接。这种联接杆结构简单，能够为联接架提供稳定的挂接。

[0017] 进一步地，联接架上联接有斜杆，斜杆的上端联接在行走机构上，斜杆的下端联接

在联接架上，斜杆倾斜设置。这种斜杆的设置，可方便把片状物料顺利地挂接到挂接部上。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的有益效果：本转送架上，通过设置所述的挂接

部，且在挂接部的相对两侧均形成有挂接位，也即是在对片状物料进行挂接时，片状物料可

以自然地耷拉在挂接部上，这不会对片状物料产生夹痕和皱褶，特别适合应用于对较薄的

大尺寸片状物料进行转送。两挂接位的延伸部分隔开，可以是通过增加挂接部横向上的尺

寸，或在挂接部的下侧设置一些结构来实现的。通过形成有间隔，而使得所挂接的片状物料

两端侧不易缠绕在一起，能够保证本转送架对片状物料的稳定转送。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片状物料转送架实施例1一个方向上的立体图。

[0020] 图2是本片状物料转送架实施例1另一个方向上的立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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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3是本片状物料转送架实施例1的侧视图。

[0022] 图4是本片状物料转送架实施例1的俯视图。

[0023] 图5是本片状物料转送架实施例2的立体图。

[0024] 图中：1、滚轮；2、齿轮；3、吊杆；4、吊座；5、联接杆；6、承托板；7、联接架；8、垂杆；9、

置物盒；10、支撑杆；11、拉杆；12、斜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结合说明书附图，本片状物料转送架应用在制衣吊挂系统中，用于对片状物料，特

别是对一些大尺寸的片状物料进行转送。本转送架主要是基于对较薄的大尺寸布料进行无

损转送而设计的，本转送架也可以很好地适应于对大尺寸的皮革进行转送。

[0026] 本转送架的结构包括联接架7，联接架7为框形，在联接架7上设有挂接部，挂接部

用于实现大尺寸片状物料的挂接输送。图中显示，该挂接部的结构为板状体，当然，挂接部

也可以是由多根杆状体通过并列间隔地设置在一起而形成。这些杆状体可以是布置在水平

方向上，也可以是沿拱弧形并列布置。这些挂接结构上形成有供片状物料挂接的挂接位，片

状物料挂接到挂接位上时，片状物料耷拉在挂接部上，片状物料的两端在挂接部的相对两

侧下垂。因此，挂接位具有在挂接部的相对两侧向下延伸的延伸部，而且，挂接位上的两延

伸部之间分隔开。

[0027] 挂接部为板状的承托板6，承托板6呈倒U形设置，而使得承托板6在联接架7上呈拱

形。相对较薄的承托板6在被弧形成形前，通过冲压的方式而内凹面，在承托板6弧形设置

后，而使得承托板6顶部的中部位置处向下内凹，进而在承托板6的顶部上形成有凹面，这使

得承托板6整体呈马鞍形。片状物料挂接到承托板6上时，片状物料也会顺着凹面而下沉并

与凹面相接触，从而使得片状物料不易自承托板6上滑下。也可以是在承托板6的表面增加

粗糙度的方法来提高片状物料在承托板6上的稳定性，还可以直接通过软夹把片状物料夹

接在承托板6上。

[0028] 在联接架7的下侧设有若干置物盒9，这些置物盒9在竖直方向上间隔层叠。图中显

示，这些置物盒9为无盖的开口盒，用于置入一些辅料。这些置物盒9为一列，它们排列在承

托板6的正下方。置物盒9通过垂杆8而联接固定，在联接架7上焊接固定有两杆间隔布置的

垂杆8，两根垂杆8下垂，置物盒9桥接在两根垂杆8上。为了提高置物盒9在垂杆8上的联接稳

定性，在垂杆8上还焊接固定有支撑杆10，支撑杆10沿置物盒9的底壁走向延伸，置物盒9的

底壁与支撑杆10通过焊接的方式而实现固定。

[0029] 本片状物料转送架应用在吊挂系统上，可以在吊挂系统的环轨和支轨上行进。图

中，联接架7联接在行走机构上，行走机构的结构包括两只滚轮1、两根吊杆3、一只吊座4和

转动地设置在吊座4内的三只相啮合在一起的齿轮2。一只滚轮1转动地联接在一根吊杆3的

上端部，两根吊杆3的下端分别联接在两外侧齿轮2的轴线位置处，中间的齿轮2用于联接联

接架7。

[0030] 实施例1，见图1、2、3、4，上述的中间的齿轮2通过拉杆11和联接杆5而与联接架7相

联接。拉杆11的上端联接在该齿轮2的轴线位置处，拉杆11的下端部形成有钩状部。联接杆5

呈“八”字形，联接杆5的两端分别联接固定在联接架7的相对两侧。联接杆5也可以与构成联

接架7的杆体连为一体。联接杆5的中部位置处折弯形成挂接部，该折弯斜向伸到承托板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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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上部的位置处，拉杆11下端的钩状部勾接在联接杆5的挂接部上，而实现行走机构对联接

架7的吊挂。

[0031] 实施例2，见图5，在联接架7上联接有斜杆12，斜杆12相对于竖直方向而倾斜设置。

斜杆12的下端折弯向下而联接固定在联接架7上，斜杆12的上端通过折弯向上而直接联接

在前述中间的齿轮2的轴线上，斜杆12的上端位于承托板6中心上部的位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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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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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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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0

CN 214217137 U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