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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皮革生产用的新型除尘设备，底板、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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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皮革生产用的新型除尘设备，底板、设置于所述底板上的支撑装置、电缸装置、

设置于所述支撑装置上的电机装置、设置于所述电缸装置上的夹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底板上设置有位于其上的第一支撑杆、设置于所述第一支撑杆上方的第一定位杆，所述支

撑装置包括第二支撑杆、设置于所述第二支撑杆上方的支撑板、设置于所述第二支撑杆与

所述支撑板之间的第一固定杆、设置于所述支撑板上的固定块，所述电机装置包括电机、设

置于所述电机上的转轴、设置于所述电机左侧的限定块、设置于所述转轴左侧的除尘板、设

置于所述除尘板上的若干刷毛，所述电缸装置包括电缸、设置于所述电缸上的推杆、设置于

所述推杆上方的推板、设置于所述推板上方的若干定位块、设置于所述推板上方的支撑块、

设置于所述支撑块左右两侧的第一弹簧、位于所述推杆左右两侧的第二弹簧，所述夹持装

置设置有两个且分别位于所述支撑块的左右两侧，所述夹持装置包括竖板、设置于所述竖

板上的定位架、第二定位杆、设置于所述定位架上的移动杆、设置于所述移动杆一端的竖

杆、设置于所述竖杆与所述定位架之间的第三弹簧、设置于所述移动杆另一端的夹持块、设

置于所述定位架下方的第二固定杆。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皮革生产用的新型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支撑杆的下

端与所述底板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支撑杆的上端与所述支撑板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

一固定杆的下端与所述第二支撑杆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固定杆的上端与所述支撑板的下表

面固定连接，所述固定块的下表面与所述支撑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皮革生产用的新型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与所述支撑

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电机与所述固定块的左表面固定连接，所述转轴的右端与所述

电机连接。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皮革生产用的新型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限定块的右表面

与所述电机固定连接，所述转轴贯穿所述限定块的左右表面且与其滑动接触，所述转轴的

左端与所述除尘板固定连接，所述刷毛的一端与所述除尘板固定连接。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皮革生产用的新型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缸与所述底板

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所述推杆的下端与所述电缸连接，所述推杆贯穿所述第一定位杆的上

下表面且与所述第一定位杆滑动接触，所述推杆的上端所述推板的下表面固定连接。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皮革生产用的新型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块的下端与

所述推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弹簧的上端与所述推板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

二弹簧的下端与所述第一定位杆固定连接，所述支撑块的下端与所述推板的上表面固定连

接，所述第一弹簧的一端与所述支撑块固定连接。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皮革生产用的新型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竖板的下表面顶

靠在所述推板的上表面上且与所述推板滑动接触，所述第一弹簧的另一端与所述竖板固定

连接，所述定位架的一端与所述竖板固定连接，所述移动杆贯穿所述定位架的左右表面且

与所述定位架滑动接触，所述移动杆的一端与所述竖杆固定连接，所述第三弹簧的一端与

所述定位架固定连接，所述第三弹簧的另一端与所述竖杆固定连接。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皮革生产用的新型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杆的另一端

与所述夹持块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固定杆的下端与所述竖板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固定杆的

上端与所述定位架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定位杆顶靠在所述推板的上表面上且与所述推板滑

动接触，所述第二定位杆贯穿所述定位块的左右表面且与所述定位块滑动接触，所述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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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杆的一端与所述竖板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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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皮革生产用的新型除尘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皮革生产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皮革生产用的新型除尘设

备。

背景技术

[0002] 在皮革生产过程中，需要对皮革进行除尘处理，以除去皮革上的杂质。然而市面上

的皮革除尘设备不能对皮革进行充分的除尘，而且效率低，操作复杂，人工劳动强度大。

[0003]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新的技术方案以克服上述缺陷。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有效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皮革生产用的新型

除尘设备。

[0005] 为达到本实用新型之目的，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皮革生产用的新型除尘设备，底板、设置于所述底板上的支撑装置、电缸装

置、设置于所述支撑装置上的电机装置、设置于所述电缸装置上的夹持装置，所述底板上设

置有位于其上的第一支撑杆、设置于所述第一支撑杆上方的第一定位杆，所述支撑装置包

括第二支撑杆、设置于所述第二支撑杆上方的支撑板、设置于所述第二支撑杆与所述支撑

板之间的第一固定杆、设置于所述支撑板上的固定块，所述电机装置包括电机、设置于所述

电机上的转轴、设置于所述电机左侧的限定块、设置于所述转轴左侧的除尘板、设置于所述

除尘板上的若干刷毛，所述电缸装置包括电缸、设置于所述电缸上的推杆、设置于所述推杆

上方的推板、设置于所述推板上方的若干定位块、设置于所述推板上方的支撑块、设置于所

述支撑块左右两侧的第一弹簧、位于所述推杆左右两侧的第二弹簧，所述夹持装置设置有

两个且分别位于所述支撑块的左右两侧，所述夹持装置包括竖板、设置于所述竖板上的定

位架、第二定位杆、设置于所述定位架上的移动杆、设置于所述移动杆一端的竖杆、设置于

所述竖杆与所述定位架之间的第三弹簧、设置于所述移动杆另一端的夹持块、设置于所述

定位架下方的第二固定杆。

[0007] 所述第二支撑杆的下端与所述底板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支撑杆的上端与所述支撑

板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固定杆的下端与所述第二支撑杆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固定

杆的上端与所述支撑板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固定块的下表面与所述支撑板的上表面固

定连接。

[0008] 所述电机与所述支撑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电机与所述固定块的左表面固定

连接，所述转轴的右端与所述电机连接。

[0009] 所述限定块的右表面与所述电机固定连接，所述转轴贯穿所述限定块的左右表面

且与其滑动接触，所述转轴的左端与所述除尘板固定连接，所述刷毛的一端与所述除尘板

固定连接。

[0010] 所述电缸与所述底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所述推杆的下端与所述电缸连接，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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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杆贯穿所述第一定位杆的上下表面且与所述第一定位杆滑动接触，所述推杆的上端所述

推板的下表面固定连接。

[0011] 所述定位块的下端与所述推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弹簧的上端与所述推

板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弹簧的下端与所述第一定位杆固定连接，所述支撑块的下

端与所述推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弹簧的一端与所述支撑块固定连接。

[0012] 所述竖板的下表面顶靠在所述推板的上表面上且与所述推板滑动接触，所述第一

弹簧的另一端与所述竖板固定连接，所述定位架的一端与所述竖板固定连接，所述移动杆

贯穿所述定位架的左右表面且与所述定位架滑动接触，所述移动杆的一端与所述竖杆固定

连接，所述第三弹簧的一端与所述定位架固定连接，所述第三弹簧的另一端与所述竖杆固

定连接。

[0013] 所述移动杆的另一端与所述夹持块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固定杆的下端与所述竖板

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固定杆的上端与所述定位架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定位杆顶靠在所述推

板的上表面上且与所述推板滑动接触，所述第二定位杆贯穿所述定位块的左右表面且与所

述定位块滑动接触，所述第二定位杆的一端与所述竖板固定连接。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皮革生产用的新型

除尘设备能对皮革进行充分的除尘，除尘的效果好，而且效率高，操作简单，人工劳动强度

小。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皮革生产用的新型除尘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皮革生产用的新型除尘设备做出清楚完整的说明。

[0017]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皮革生产用的新型除尘设备包括底板1、设置于所述底板1

上的支撑装置2、电缸装置4、设置于所述支撑装置2上的电机装置3、设置于所述电缸装置4

上的夹持装置5。

[0018] 如图1所示，所述底板1上设置有位于其上的第一支撑杆11、设置于所述第一支撑

杆11上方的第一定位杆12。所述底板1为长方体且水平放置。所述第一支撑杆11为竖直杆，

所述第一支撑杆11的下端与所述底板1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所述底板1对所述第一支撑杆11

起支撑作用。所述第一定位杆12水平杆，所述第一支撑杆11的上端与所述第一定位杆12固

定连接，所述第一支撑杆11对所述第一定位杆12起支撑作用。

[0019] 如图1所示，所述支撑装置2包括第二支撑杆21、设置于所述第二支撑杆21上方的

支撑板22、设置于所述第二支撑杆21与所述支撑板22之间的第一固定杆23、设置于所述支

撑板22上的固定块24。所述第二支撑杆21为竖直杆，所述第二支撑杆21的下端与所述底板1

固定连接，所述底板1对所述第二支撑杆21起支撑作用。所述支撑板22为长方体且水平放

置，所述第二支撑杆21的上端与所述支撑板22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支撑杆21对所

述支撑板22起支撑作用。所述第一固定杆23为斜杆，所述第一固定杆23的下端与所述第二

支撑杆21固定连接，所述第一固定杆23的上端与所述支撑板22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

二支撑杆21对所述第一固定杆23起支撑作用，所述第一固定杆23对所述支撑板22起固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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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所述固定块24为长方体且竖直放置，所述固定块24的下表面与所述支撑板22的上表面

固定连接，所述支撑板22对所述固定块24起支撑作用。

[0020] 如图1所示，所述电机装置3包括电机31、设置于所述电机31上的转轴32、设置于所

述电机31左侧的限定块33、设置于所述转轴32左侧的除尘板34、设置于所述除尘板34上的

若干刷毛35。所述电机31与电源(未图示)电性连接，为其提供电能，所述电机31上设置有开

关(未图示)，方便控制其开闭，所述电机31与所述支撑板22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电机31

与所述固定块24的左表面固定连接，所述支撑板22对所述电机31起支撑作用，所述固定块

24对所述电机31起固定作用。所述转轴32为圆柱体且水平放置，所述转轴32的右端与所述

电机31连接，使得所述电机31可以带动所述转轴32旋转。所述限定块33为圆柱体，所述限定

块33的右表面与所述电机31固定连接，所述转轴32贯穿所述限定块33的左右表面且与其滑

动接触，所述限定块33由光滑材料制成，使得所述限定块33可以减小所述转轴32旋转时与

所述限定块33之间的摩擦力，所述限定块33使得所述转轴32稳定的旋转。所述除尘板34呈

圆柱体，所述转轴32的左端与所述除尘板34固定连接，使得所述转轴32可以带动所述除尘

板34旋转。所述刷毛35均匀分布于所述除尘板34上，所述刷毛35的一端与所述除尘板34固

定连接，所述除尘板34可以带动所述刷毛35旋转，进而所述刷毛35可以清除皮革上的灰尘。

[0021] 如图1所示，所述电缸装置4包括电缸41、设置于所述电缸41上的推杆42、设置于所

述推杆42上方的推板43、设置于所述推板43上方的若干定位块45、设置于所述推板43上方

的支撑块47、设置于所述支撑块47左右两侧的第一弹簧44、位于所述推杆42左右两侧的第

二弹簧46。所述电缸41与电源(未图示)电性连接，为其提供电能，所述电缸41上设置有开关

(未图示)，方便控制其开闭，所述电缸41与所述底板1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所述底板1对所述

电缸41起支撑作用。所述推杆42为竖直杆，所述推杆42的下端与所述电缸41连接，所述推杆

42贯穿所述第一定位杆12的上下表面且与所述第一定位杆12滑动接触，所述电缸41可以带

动所述推杆42上下移动。所述推板43为长方体且水平放置，所述推杆42的上端所述推板43

的下表面固定连接，使得所述推杆42可以带动所述推板43上下移动。所述第一弹簧44设有

两个，所述第一弹簧44为水平放置。所述定位块45为长方体且竖直放置，所述定位块45设置

有两个，所述定位块45的下端与所述推板43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所述推板43对所述定位块

45起支撑作用。所述第二弹簧46为竖直放置，所述第二弹簧46设置有两个，所述第二弹簧46

的上端与所述推板43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弹簧46的下端与所述第一定位杆12固定

连接，所述第二弹簧46可以防止所述推板43过度的上下移动。所述支撑块47为上方体且竖

直放置，所述支撑块47的下端与所述推板43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所述推板43对所述支撑块

47起支撑作用，所述第一弹簧44的一端与所述支撑块47固定连接，所述支撑块47对所述第

一弹簧44起支撑作用。

[0022] 如图1所示，所述夹持装置5设置有两个且分别位于所述支撑块47的左右两侧，所

述夹持装置5包括竖板51、设置于所述竖板51上的定位架52、第二定位杆58、设置于所述定

位架52上的移动杆53、设置于所述移动杆53一端的竖杆54、设置于所述竖杆54与所述定位

架52之间的第三弹簧55、设置于所述移动杆53另一端的夹持块56、设置于所述定位架52下

方的第二固定杆57。所述竖板51为长方体，所述竖板51的下表面顶靠在所述推板43的上表

面上且与所述推板43滑动接触，使得所述竖板51可以在所述推板43上左右移动，且所述推

板43可以带动所述竖板51向上移动，所述第一弹簧44的另一端与所述竖板51固定连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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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一弹簧44可以防止所述竖板51过度的左右移动，所述竖板51可以顶靠在所述定位块45

上。所述定位架52为弯折状，所述定位架52的一端与所述竖板51固定连接，所述竖板51对所

述定位架52起支撑作用，所述竖板51可以带动所述定位架52左右移动。所述移动杆53为水

平杆，所述移动杆53贯穿所述定位架52的左右表面且与所述定位架52滑动接触，使得所述

移动杆53可以在所述定位架52上左右移动。所述移动杆53的一端与所述竖杆54固定连接，

所述移动杆53处于所述竖杆54与所述竖板51之间。所述第三弹簧55为水平放置，所述第三

弹簧55的一端与所述定位架52固定连接，所述第三弹簧55的另一端与所述竖杆54固定连

接，所述定位架52对所述第三弹簧55起支撑作用，所述第三弹簧55处于拉伸状态。所述夹持

块56为长方体且竖直放置，所述移动杆53的另一端与所述夹持块56固定连接，使得所述移

动杆53可以带动所述夹持块56左右移动，所述夹持块56处于所述竖板51与所述移动杆53之

间，以便夹持块56将皮革的端部夹持在竖板51上。所述第二固定杆57为弯曲杆，所述第二固

定杆57的下端与所述竖板51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固定杆57的上端与所述定位架52固定连

接，所述竖板51对所述第二固定杆57起支撑作用，所述第二固定杆57对所述定位架52起固

定作用。所述第二定位杆58为水平杆，所述第二定位杆58顶靠在所述推板43的上表面上且

与所述推板43滑动接触，使得所述第二定位杆58可以在所述推板43上左右移动，所述第二

定位杆58贯穿所述定位块45的左右表面且与所述定位块45滑动接触，使得所述第二定位杆

58可以在所述定位块45上左右移动，所述第二定位杆58的一端与所述竖板51固定连接，所

述第二定位杆58使得所述竖板51稳定的左右移动。

[0023] 如图1所示，所述本实用新型皮革生产用的新型除尘设备使用时，首先将皮革的两

端放置在所述竖板51的上端，且处于所述竖板51与所述夹持块56之间，拉伸的所述第三弹

簧55带动所述竖杆54向中间移动，所述竖杆54、所述移动杆53、所述夹持块56随之向中间移

动，进而使得所述夹持块56紧紧将皮革顶靠在所述竖板51的侧面上，以便将皮革的端部固

定，皮革的中间部分处于所述竖板51之间且呈U型，同时皮革处于所述除尘板34的下方。然

后打开所述电机31的开关，使得所述电机31带动所述转轴32稳定的旋转，所述转轴32带动

所述除尘板34旋转，进而所述刷毛35随之旋转。然后打开所述电缸41的开关，使得所述电缸

41带动所述推杆42向上移动，所述推杆42带动所述推板43向上移动，所述竖板51随之向上

移动，进而所述竖板51上的皮革随之向上移动，使得旋转的所述除尘板34的下端与皮革接

触，然后所述推板43、所述竖板51继续向上移动，由于除尘板34的下端顶靠在皮革的中间部

分，使得皮革的两端向中间移动，进而使得竖板51向中间移动，以便使得刷毛35与皮革充分

接触，直至皮革包覆在所述除尘板34上且所述刷毛35顶靠在皮革上，旋转的所述刷毛35可

以对皮革进行除尘处理，将皮革表面上的灰尘清理干净。然后关闭所述电机31，同时所述电

缸41带动所述推杆42向下移动，所述推板43、所述竖板51随之向下移动，被压缩的所述第一

弹簧44向两侧推动所述竖板51，然后所述竖板51复位，然后向两侧移动竖杆54，使得所述夹

持块56脱离皮革，且所述第三弹簧55处于拉伸状态，然后将皮革取下即可。至此，本实用新

型皮革生产用的新型除尘设备的使用过程讲述完毕。

说　明　书 4/4 页

7

CN 208762524 U

7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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