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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条对折包裹牙绳缝合工装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服装缝制技术领域，具体地

说是一种布条对折包裹牙绳缝合工装，其特征在

于该工装由对折缝合组件和导向缝制压脚组成，

所述的对折缝合组件由连接座、支撑板、对折导

向板、布条引入卡板、布条引出卡板、牙绳引入管

和牙绳引出管组成，牙绳穿过牙绳引入管和牙绳

引出管后，同时抽拉牙绳和对折的布条进行缝

制，所述的导向缝制压脚设在牙绳引出管和布条

引出卡板的后侧，所述的导向缝制压脚由压脚座

和连接杆组成，通过导向缝制压脚中压脚座的条

形牙绳卡接槽对对折缝合组件中包裹在布条内

的牙绳进行导向按压缝制，具有结构简单、缝制

方便、缝制效果好、缝制效率高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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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布条对折包裹牙绳缝合工装，其特征在于该工装由对折缝合组件和导向缝制压

脚组成，所述的对折缝合组件由连接座、支撑板、对折导向板、布条引入卡板、布条引出卡

板、牙绳引入管和牙绳引出管组成，连接座上设有条形连接孔，条形连接孔内设有连接螺

栓，通过连接螺栓穿过条形连接孔与缝纫机相连接，所述的支撑板的下端与连接座的后侧

面垂直连接，支撑板的上端与对折导向板相连接，所述的对折导向板的外端设为弧形，对折

导向板的内端与支撑板的上端相连接，所述的对折导向板的弧形外端的两端分别设有与对

折导向板弧形相配合的牙绳引入管和牙绳引出管，牙绳引入管和牙绳引出管分别与对折导

向板的弧形外端相连接，所述的牙绳引入管和牙绳引出管的外侧分别包裹设有布条引入卡

板和布条引出卡板，所述的布条引入卡板和布条引出卡板设为U型，U型的布条引入卡板和

布条引出卡板包裹牙绳引入管和牙绳引出管后卡在对折导向板的上下两端面，U型的布条

引入卡板和布条引出卡板的两端分别与对折导向板的上端面和下端面相连接，U型的布条

引入卡板和布条引出卡板与牙绳引入管、牙绳引出管和对折导向板之间形成布条对折导向

孔，布条对折后包裹在牙绳引入管和牙绳引出管外侧面、对折导向板的弧形外端的上下两

侧，牙绳穿过牙绳引入管和牙绳引出管后，同时抽拉牙绳和对折的布条进行缝制，所述的导

向缝制压脚设在牙绳引出管和布条引出卡板的后侧，所述的导向缝制压脚由压脚座和连接

杆组成，所述的压脚座的下端面设有条形牙绳卡接槽，条形牙绳卡接槽侧面的压脚座上设

有穿针孔，压脚座的上端面与连接杆相连接，连接杆与缝纫机相连接，通过导向缝制压脚中

压脚座的条形牙绳卡接槽对对折缝合组件中包裹在布条内的牙绳进行导向按压缝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布条对折包裹牙绳缝合工装，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布条引

入卡板和布条引出卡板之前的对折导向板上设有布条导向卡板，所述的布条导向卡板设为

U型，U型的布条导向卡板卡在对折导向板的弧形外端并与布条导向卡板的上下板面分别连

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布条对折包裹牙绳缝合工装，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布条引

入卡板呈左右向引入，布条引出卡板呈前后方向引出。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布条对折包裹牙绳缝合工装，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对折导

向板左右方向宽度为前后方向宽度的1.7‑2.3倍。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布条对折包裹牙绳缝合工装，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布条引

入卡板、布条导向卡板和布条引出卡板之间设有宽度为1cm‑3cm的间隔间隙，通过间隔间隙

辅助操作者对移位的布条进行整理。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布条对折包裹牙绳缝合工装，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牙绳引

出管的一端伸出布条引出卡板，牙绳引出管的另一端伸进布条导向卡板。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2955649 U

2



布条对折包裹牙绳缝合工装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服装缝制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结构简单、缝制方便、缝制效

果好、缝制效率高的布条对折包裹牙绳缝合工装。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服装加工行业，由于加工的布料的特殊性，在加上款式制的多样化，导

致所有款式只能手工协助缝纫机加工缝制，不可能使用全自动机械化加工生产，这样就大

大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同时产品质量无法保证，所以，在行业希望能制作些辅助的小工具

设备，来辅助加工制作，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

[0003] 目前，在服装制作的领域中，特别是风衣的制作都设有装饰间隔条，一般都是在两

片布料缝制之间增加装饰布条，而装饰布条一般都是将一个宽度为2cm左右的布条对折与

相邻的两片布料缝制，使对折后的布条裸露起到装饰作用，特别是为了增大立体美观性，现

有的将对折缝制的布条内包裹牙绳，由于装饰布条只是起到装饰作用，将2厘米作用的布条

对折缝制单纯靠手工缝制极易跑偏，而且牙绳的包裹一般都是在缝制之后进行穿绳，由于

布条宽度受限制，特别是对折之后宽度更窄，更不容易将牙绳穿过对折缝制后的布条，这样

造成了缝制效果不好、缝制效率低下、穿绳操作繁琐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解决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结构简单、缝制方便、缝

制效果好、缝制效率高的布条对折包裹牙绳缝合工装。

[0005]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布条对折包裹牙绳缝合工装，其特征在于该工装由对折缝合组件和导向缝制

压脚组成，所述的对折缝合组件由连接座、支撑板、对折导向板、布条引入卡板、布条引出卡

板、牙绳引入管和牙绳引出管组成，连接座上设有条形连接孔，条形连接孔内设有连接螺

栓，通过连接螺栓穿过条形连接孔与缝纫机相连接，所述的支撑板的下端与连接座的后侧

面垂直连接，支撑板的上端与对折导向板相连接，所述的对折导向板的外端设为弧形，对折

导向板的内端与支撑板的上端相连接，所述的对折导向板的弧形外端的两端分别设有与对

折导向板弧形相配合的牙绳引入管和牙绳引出管，牙绳引入管和牙绳引出管分别与对折导

向板的弧形外端相连接，所述的牙绳引入管和牙绳引出管的外侧分别包裹设有布条引入卡

板和布条引出卡板，所述的布条引入卡板和布条引出卡板设为U型，U型的布条引入卡板和

布条引出卡板包裹牙绳引入管和牙绳引出管后卡在对折导向板的上下两端面，U型的布条

引入卡板和布条引出卡板的两端分别与对折导向板的上端面和下端面相连接，U型的布条

引入卡板和布条引出卡板与牙绳引入管、牙绳引出管和对折导向板之间形成布条对折导向

孔，布条对折后包裹在牙绳引入管和牙绳引出管外侧面、对折导向板的弧形外端的上下两

侧，牙绳穿过牙绳引入管和牙绳引出管后，同时抽拉牙绳和对折的布条进行缝制，所述的导

向缝制压脚设在牙绳引出管和布条引出卡板的后侧，所述的导向缝制压脚由压脚座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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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组成，所述的压脚座的下端面设有条形牙绳卡接槽，条形牙绳卡接槽侧面的压脚座上设

有穿针孔，压脚座的上端面与连接杆相连接，连接杆与缝纫机相连接，通过导向缝制压脚中

压脚座的条形牙绳卡接槽对对折缝合组件中包裹在布条内的牙绳进行导向按压缝制。

[0007]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布条引入卡板和布条引出卡板之前的对折导向板上设有布条

导向卡板，所述的布条导向卡板设为U型，U型的布条导向卡板卡在对折导向板的弧形外端

并与布条导向卡板的上下板面分别连接，通过布条导向卡板保证对折布条移动的稳定性，

避免出现错位现象。

[0008]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布条引入卡板呈左右向引入，布条引出卡板呈前后方向引出，

方便操作者的操作。

[0009]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对折导向板左右方向宽度为前后方向宽度的1.7‑2.3倍，使穿

进布条对折导向孔受力合理，方便操作者操作，同时缩小占用空间。

[0010]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布条引入卡板、布条导向卡板和布条引出卡板之间设有宽度为

1cm‑3cm的间隔间隙，通过间隔间隙辅助操作者对移位的布条进行整理，防止布条错位影响

缝制效果。

[0011]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牙绳引出管的一端伸出布条引出卡板，牙绳引出管的另一端伸

进布条导向卡板，保证布条在布条引入卡板、布条导向卡板之间的间隔间隙的整理过程中

不对牙绳产生移位。

[0012] 本实用新型由于该工装由对折缝合组件和导向缝制压脚组成，所述的对折缝合组

件由连接座、支撑板、对折导向板、布条引入卡板、布条引出卡板、牙绳引入管和牙绳引出管

组成，连接座上设有条形连接孔，条形连接孔内设有连接螺栓，通过连接螺栓穿过条形连接

孔与缝纫机相连接，所述的支撑板的下端与连接座的后侧面垂直连接，支撑板的上端与对

折导向板相连接，所述的对折导向板的外端设为弧形，对折导向板的内端与支撑板的上端

相连接，所述的对折导向板的弧形外端的两端分别设有与对折导向板弧形相配合的牙绳引

入管和牙绳引出管，牙绳引入管和牙绳引出管分别与对折导向板的弧形外端相连接，所述

的牙绳引入管和牙绳引出管的外侧分别包裹设有布条引入卡板和布条引出卡板，所述的布

条引入卡板和布条引出卡板设为U型，U型的布条引入卡板和布条引出卡板包裹牙绳引入管

和牙绳引出管后卡在对折导向板的上下两端面，U型的布条引入卡板和布条引出卡板的两

端分别与对折导向板的上端面和下端面相连接，U型的布条引入卡板和布条引出卡板与牙

绳引入管、牙绳引出管和对折导向板之间形成布条对折导向孔，布条对折后包裹在牙绳引

入管和牙绳引出管外侧面、对折导向板的弧形外端的上下两侧，牙绳穿过牙绳引入管和牙

绳引出管后，同时抽拉牙绳和对折的布条进行缝制，所述的导向缝制压脚设在牙绳引出管

和布条引出卡板的后侧，所述的导向缝制压脚由压脚座和连接杆组成，所述的压脚座的下

端面设有条形牙绳卡接槽，条形牙绳卡接槽侧面的压脚座上设有穿针孔，压脚座的上端面

与连接杆相连接，连接杆与缝纫机相连接，通过导向缝制压脚中压脚座的条形牙绳卡接槽

对对折缝合组件中包裹在布条内的牙绳进行导向按压缝制，所述的布条引入卡板和布条引

出卡板之前的对折导向板上设有布条导向卡板，所述的布条导向卡板设为U型，U型的布条

导向卡板卡在对折导向板的弧形外端并与布条导向卡板的上下板面分别连接，通过布条导

向卡板保证对折布条移动的稳定性，避免出现错位现象，所述的布条引入卡板呈左右向引

入，布条引出卡板呈前后方向引出，方便操作者的操作，所述的对折导向板左右方向宽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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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方向宽度的1.7‑2.3倍，使穿进布条对折导向孔受力合理，方便操作者操作，同时缩小

占用空间，所述的布条引入卡板、布条导向卡板和布条引出卡板之间设有宽度为1cm‑3cm的

间隔间隙，通过间隔间隙辅助操作者对移位的布条进行整理，防止布条错位影响缝制效果，

所述的牙绳引出管的一端伸出布条引出卡板，牙绳引出管的另一端伸进布条导向卡板，保

证布条在布条引入卡板、布条导向卡板之间的间隔间隙的整理过程中不对牙绳产生移位，

具有结构简单、缝制方便、缝制效果好、缝制效率高等优点。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中对折缝合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是图1的右视图。

[0015]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中导向缝制压脚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是图3的仰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18] 如附图所示，一种布条对折包裹牙绳缝合工装，其特征在于该工装由对折缝合组

件和导向缝制压脚组成，所述的对折缝合组件由连接座1、支撑板2、对折导向板3、布条引入

卡板4、布条引出卡板5、牙绳引入管6和牙绳引出管7组成，连接座1上设有条形连接孔8，条

形连接孔8内设有连接螺栓，通过连接螺栓穿过条形连接孔8与缝纫机相连接，所述的支撑

板2的下端与连接座1的后侧面垂直连接，支撑板2的上端与对折导向板3相连接，所述的对

折导向板3的外端设为弧形9，对折导向板3的内端与支撑板2的上端相连接，所述的对折导

向板3的弧形9外端的两端分别设有与对折导向板3弧形9相配合的牙绳引入管6和牙绳引出

管7，牙绳引入管6和牙绳引出管7分别与对折导向板3的弧形9外端相连接，所述的牙绳引入

管6和牙绳引出管7的外侧分别包裹设有布条引入卡板4和布条引出卡板5，所述的布条引入

卡板4和布条引出卡板5设为U型，U型的布条引入卡板4和布条引出卡板5包裹牙绳引入管6

和牙绳引出管7后卡在对折导向板3的上下两端面，U型的布条引入卡板4和布条引出卡板5

的两端分别与对折导向板3的上端面和下端面相连接，U型的布条引入卡板4和布条引出卡

板5与牙绳引入管6、牙绳引出管7和对折导向板3之间形成布条对折导向孔16，布条对折后

包裹在牙绳引入管6和牙绳引出管7外侧面、对折导向板3的弧形9外端的上下两侧，牙绳穿

过牙绳引入管6和牙绳引出管7后，同时抽拉牙绳和对折的布条进行缝制，所述的导向缝制

压脚设在牙绳引出管7和布条引出卡板5的后侧，所述的导向缝制压脚由压脚座10和连接杆

11组成，所述的压脚座10的下端面设有条形牙绳卡接槽12，条形牙绳卡接槽12侧面的压脚

座10上设有穿针孔13，压脚座10的上端面与连接杆11相连接，连接杆11与缝纫机相连接，通

过导向缝制压脚中压脚座10的条形牙绳卡接槽12对对折缝合组件中包裹在布条内的牙绳

进行导向按压缝制，所述的布条引入卡板4和布条引出卡板5之前的对折导向板3上设有布

条导向卡板14，所述的布条导向卡板14设为U型，U型的布条导向卡板14卡在对折导向板3的

弧形9外端并与布条导向卡板14的上下板面分别连接，通过布条导向卡板14保证对折布条

移动的稳定性，避免出现错位现象，所述的布条引入卡板4呈左右向引入，布条引出卡板5呈

前后方向引出，方便操作者的操作，所述的对折导向板3左右方向宽度为前后方向宽度的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212955649 U

5



1.7‑2.3倍，使穿进布条对折导向孔16受力合理，方便操作者操作，同时缩小占用空间，所述

的布条引入卡板4、布条导向卡板14和布条引出卡板5之间设有宽度为1cm‑3cm的间隔间隙

15，通过间隔间隙15辅助操作者对移位的布条进行整理，防止布条错位影响缝制效果，所述

的牙绳引出管7的一端伸出布条引出卡板5，牙绳引出管7的另一端伸进布条导向卡板14，保

证布条在布条引入卡板4、布条导向卡板14之间的间隔间隙15的整理过程中不对牙绳产生

移位。

[0019] 本实用新型在使用时，将该工装中的将导向缝制压脚安装在缝纫机上，对折缝合

组件通过连接螺栓安装在缝纫机上，通过调节条形连接孔8的位置将该工装的布条引出卡

板5和牙绳引出管7的前侧与缝纫机的压脚座10位置对应，然后将牙绳由牙绳引入管6穿进，

牙绳引出管7穿出，然后再将布条对折后穿过对折引入卡板后再由对折引出卡板引出，之后

同时拖动对折包裹住牙绳的布条并同时穿过压脚座10上的条形牙绳卡接槽12进行缝制，在

缝制的过程中，如果对折的布条发生错位，可以在布条引入卡板4、布条导向卡板14之间的

间隔间隙1510处对布条进行调整，使之对折工整，保证缝制效果，同时也增大了缝制效率，

所述的连接杆与压脚座之间的连接方式为弹簧连接，与现有技术相同，此不赘述，本实用新

型所述的前侧和后侧分别是以操作者的方向来说，并不影响本方案位置关系的描述，本实

用新型由于该工装由对折缝合组件和导向缝制压脚组成，所述的对折缝合组件由连接座1、

支撑板2、对折导向板3、布条引入卡板4、布条引出卡板5、牙绳引入管6和牙绳引出管7组成，

连接座1上设有条形连接孔8，条形连接孔8内设有连接螺栓，通过连接螺栓穿过条形连接孔

8与缝纫机相连接，所述的支撑板2的下端与连接座1的后侧面垂直连接，支撑板2的上端与

对折导向板3相连接，所述的对折导向板3的外端设为弧形9，对折导向板3的内端与支撑板2

的上端相连接，所述的对折导向板3的弧形9外端的两端分别设有与对折导向板3弧形9相配

合的牙绳引入管6和牙绳引出管7，牙绳引入管6和牙绳引出管7分别与对折导向板3的弧形9

外端相连接，所述的牙绳引入管6和牙绳引出管7的外侧分别包裹设有布条引入卡板4和布

条引出卡板5，所述的布条引入卡板4和布条引出卡板5设为U型，U型的布条引入卡板4和布

条引出卡板5包裹牙绳引入管6和牙绳引出管7后卡在对折导向板3的上下两端面，U型的布

条引入卡板4和布条引出卡板5的两端分别与对折导向板3的上端面和下端面相连接，U型的

布条引入卡板4和布条引出卡板5与牙绳引入管6、牙绳引出管7和对折导向板3之间形成布

条对折导向孔16，布条对折后包裹在牙绳引入管6和牙绳引出管7外侧面、对折导向板3的弧

形9外端的上下两侧，牙绳穿过牙绳引入管6和牙绳引出管7后，同时抽拉牙绳和对折的布条

进行缝制，所述的导向缝制压脚设在牙绳引出管7和布条引出卡板5的后侧，所述的导向缝

制压脚由压脚座10和连接杆11组成，所述的压脚座10的下端面设有条形牙绳卡接槽12，条

形牙绳卡接槽12侧面的压脚座10上设有穿针孔13，压脚座10的上端面与连接杆11相连接，

连接杆11与缝纫机相连接，通过导向缝制压脚中压脚座10的条形牙绳卡接槽12对对折缝合

组件中包裹在布条内的牙绳进行导向按压缝制，所述的布条引入卡板4和布条引出卡板5之

前的对折导向板3上设有布条导向卡板14，所述的布条导向卡板14设为U型，U型的布条导向

卡板14卡在对折导向板3的弧形9外端并与布条导向卡板14的上下板面分别连接，通过布条

导向卡板14保证对折布条移动的稳定性，避免出现错位现象，所述的布条引入卡板4呈左右

向引入，布条引出卡板5呈前后方向引出，方便操作者的操作，所述的对折导向板3左右方向

宽度为前后方向宽度的1.7‑2.3倍，使穿进布条对折导向孔16受力合理，方便操作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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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缩小占用空间，所述的布条引入卡板4、布条导向卡板14和布条引出卡板5之间设有宽

度为1cm‑3cm的间隔间隙15，通过间隔间隙15辅助操作者对移位的布条进行整理，防止布条

错位影响缝制效果，所述的牙绳引出管7的一端伸出布条引出卡板5，牙绳引出管7的另一端

伸进布条导向卡板14，保证布条在布条引入卡板4、布条导向卡板14之间的间隔间隙15的整

理过程中不对牙绳产生移位，具有结构简单、缝制方便、缝制效果好、缝制效率高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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