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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免烫袋盖的生产模

具，属于服装制作加工辅助设备领域。该实用新

型的两块袋盖布放置板相邻侧中部分别设置有

与袋盖结构相适配的袋盖布翻边槽，两块袋盖布

放置板两侧之间连接设置有对折合布夹，袋盖布

承托板沿袋盖布翻边槽边缘处紧密相邻设置有

袋盖缝制导槽，袋盖布承托板两侧的袋盖布翻边

推板滑动设置于推板往复通道，袋盖布翻边推板

内侧固定设置有与袋盖布翻边槽相适配的翻边

平推条，压布活动板贴合设置于袋盖布承托板沿

袋盖布放置板侧表面。本实用新型结构设计合

理，可以快速高效的对袋盖进行准确可靠的缝

制，并能实现袋盖在缝制过后免烫，缝制效率高，

缝制质量好，满足袋盖缝制加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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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免烫袋盖的生产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免烫袋盖的生产模具包括袋盖布放置

板、袋盖布承托板、袋盖布翻边推板和压布活动板，所述袋盖布放置板设置有两块，两块袋

盖布放置板依次对称设置，两块袋盖布放置板相邻侧中部分别设置有与袋盖结构相适配的

袋盖布翻边槽，两块袋盖布放置板为结构相同的C型结构，两块袋盖布放置板两侧之间连接

设置有对折合布夹，对折合布夹两侧分别与两块袋盖布放置板侧边连接固定，所述袋盖布

承托板贴合设置于袋盖布放置板一侧，袋盖布承托板外侧边缘与袋盖布放置板贴合固定，

袋盖布承托板沿袋盖布翻边槽边缘处紧密相邻设置有袋盖缝制导槽，袋盖布承托板两侧对

称设置有袋盖布翻边推板，袋盖布承托板两侧对称设置有与袋盖布翻边推板相适配的推板

往复通道，袋盖布翻边推板滑动设置于推板往复通道，袋盖布翻边推板内侧固定设置有与

袋盖布翻边槽相适配的翻边平推条，袋盖布翻边推板和翻边平推条一体成型，所述袋盖布

放置板和袋盖布承托板之间设置有平推条放置室，所述袋盖布翻边推板外侧端部设置有翻

边推板指槽，袋盖布放置板两侧的翻边推板指槽处分别设置有推板操作室，所述压布活动

板贴合设置于袋盖布承托板沿袋盖布放置板侧表面，压布活动板沿袋盖布放置板侧设置有

与袋盖布翻边槽相适配的尺寸规格结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免烫袋盖的生产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袋盖布翻边槽两

侧的袋盖布放置板上分别设置有放布定位标线，放布定位标线为L形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免烫袋盖的生产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袋盖布放置板外

侧中部固定设置有拉板翻转带，两块袋盖布放置板折叠合拢时两根拉板翻转带错位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免烫袋盖的生产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袋盖布放置板两

侧端部分别贴合设置有吸附磁片，两块袋盖布放置板上的吸附磁片对称固定设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免烫袋盖的生产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压布活动板外侧

中部设置有平拉取板指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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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免烫袋盖的生产模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服装制作加工辅助设备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免烫袋盖的生产模

具。

背景技术

[0002] 服装加工是以现代化的机器加工为主，手工加工为辅的一种服装生产方法，服装

的加工主要包括以下流程：面辅料进厂检验→技术准备→裁剪→缝制→锁眼钉扣→整烫→

成衣检验→包装→入库或出运。面料进厂后要进行数量清点以及外观和内在质量的检验，

符合生产要求的才能投产使用。在批量生产前首先要进行技术准备，包括工艺单、样板的制

定和样衣制作，样衣经客户确认后方能进入下一道生产流程。面料经过裁剪、缝制制成半成

品，接着通过锁眼钉扣辅助工序以及整烫工序，再经检验合格后包装入库。服装上的袋盖缝

制是服装缝制环节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袋盖缝制也是缝制环节中对技工技术要求最高的一

环。目前袋盖缝制都是人工利用缝纫设备直接加工制成，导致缝制加工完成的袋盖扭曲歪

斜严重，同一批次生产加工的袋盖也会由于人为缝制的随意性而产生较大的偏差，由于是

人工缝制，工人在缝制过程中需要一边将袋盖布进行翻边一边利用缝纫机进行缝制，严重

影响袋盖缝制加工的效率和质量，并且缝制加工完成的袋盖，由于袋盖布是人工进行翻边，

折叠贴合度难以得到保证，导致缝制加工后的袋盖平整度较差，需要在缝制加工完成后对

袋盖进行熨烫整理，增加了制作工序，降低了袋盖制作效率，不能满足批量化袋盖缝制加工

的需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中所存在的上述不足，而提供一

种结构设计合理，可以快速高效的对袋盖进行准确可靠的缝制，并能实现袋盖在缝制过后

免烫，缝制效率高，缝制质量好，满足袋盖缝制加工需要的免烫袋盖的生产模具。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免烫袋盖的生产

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免烫袋盖的生产模具包括袋盖布放置板、袋盖布承托板、袋盖布翻

边推板和压布活动板，所述袋盖布放置板设置有两块，两块袋盖布放置板依次对称设置，两

块袋盖布放置板相邻侧中部分别设置有与袋盖结构相适配的袋盖布翻边槽，两块袋盖布放

置板为结构相同的C型结构，两块袋盖布放置板两侧之间连接设置有对折合布夹，对折合布

夹两侧分别与两块袋盖布放置板侧边连接固定，所述袋盖布承托板贴合设置于袋盖布放置

板一侧，袋盖布承托板外侧边缘与袋盖布放置板贴合固定，袋盖布承托板沿袋盖布翻边槽

边缘处紧密相邻设置有袋盖缝制导槽，袋盖布承托板两侧对称设置有袋盖布翻边推板，袋

盖布承托板两侧对称设置有与袋盖布翻边推板相适配的推板往复通道，袋盖布翻边推板滑

动设置于推板往复通道，袋盖布翻边推板内侧固定设置有与袋盖布翻边槽相适配的翻边平

推条，袋盖布翻边推板和翻边平推条一体成型，所述袋盖布放置板和袋盖布承托板之间设

置有平推条放置室，所述袋盖布翻边推板外侧端部设置有翻边推板指槽，袋盖布放置板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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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的翻边推板指槽处分别设置有推板操作室，所述压布活动板贴合设置于袋盖布承托板沿

袋盖布放置板侧表面，压布活动板沿袋盖布放置板侧设置有与袋盖布翻边槽相适配的尺寸

规格结构。

[0005] 进一步地，所述袋盖布翻边槽两侧的袋盖布放置板上分别设置有放布定位标线，

放布定位标线为L形结构。

[0006] 进一步地，所述袋盖布放置板外侧中部固定设置有拉板翻转带，两块袋盖布放置

板折叠合拢时两根拉板翻转带错位设置。

[0007] 进一步地，所述袋盖布放置板两侧端部分别贴合设置有吸附磁片，两块袋盖布放

置板上的吸附磁片对称固定设置。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压布活动板外侧中部设置有平拉取板指槽。

[0009]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和效果：本实用新型结构设计合理，通

过袋盖布放置板设置有两块，两块袋盖布放置板两侧之间连接设置有对折合布夹，使得两

块袋盖布放置板能够根据缝制加工的需要便捷高效的折叠合拢和水平展开，方便免烫袋盖

的高效缝制，通过两块袋盖布放置板相邻侧中部分别设置有与袋盖结构相适配的袋盖布翻

边槽，袋盖布承托板外侧边缘与袋盖布放置板贴合固定，袋盖布承托板两侧的袋盖布翻边

推板滑动设置于推板往复通道，袋盖布翻边推板内侧固定设置有与袋盖布翻边槽相适配的

翻边平推条，袋盖布承托板上侧的压布活动板沿袋盖布放置板侧设置有与袋盖布翻边槽相

适配的尺寸规格结构，工人将袋盖布水平铺放于袋盖布放置板上侧，压布活动板将袋盖布

压紧贴合于袋盖布承托板，利用袋盖布放置板两侧的袋盖布翻边推板分别向压布活动板侧

平推，翻边平推条沿压布活动板上侧进行平移，使能实现对袋盖布外侧翻边，利用两块袋盖

布放置板使能分别依次对两块袋盖布进行翻边加工，在两块袋盖布分别进行翻边加工后，

将两块袋盖布放置板折叠合拢，压布活动板从袋盖布承托板上水平移离，翻边平推条在袋

盖布翻边推板的带动下平移至平推条放置室内，使得两块袋盖布在翻边状态下平稳准确的

压紧贴合，通过袋盖布承托板沿袋盖布翻边槽边缘处紧密相邻设置有袋盖缝制导槽，工人

利用缝纫设备沿袋盖缝制导槽能够高效准确的进行袋盖缝制加工，提高袋盖缝制加工的效

率和质量，利用在袋盖缝制过程中，袋盖布能够被平稳压紧和准确翻边，使能有效提高两块

袋盖布在缝制加工时的水平贴合度，实现袋盖在缝制过后免烫，利用袋盖布翻边推板外侧

端部设置有翻边推板指槽，使得工人能够便捷高效的推拉翻边平推条进行平移运动，利用

袋盖布翻边槽两侧的袋盖布放置板上分别设置有L形结构的放布定位标线，使能利用放布

定位标线对袋盖布在平铺放置过程中进行进行参照限位，使得袋盖布能够准确平整的放置

加工，利用袋盖布放置板外侧中部固定设置有拉板翻转带，两块袋盖布放置板折叠合拢时

两根拉板翻转带错位设置，使得工人能够利用拉板翻转带便捷顺畅的拉动两块袋盖布放置

板进行折叠合拢和展开平铺，利用袋盖布放置板两侧端部分别贴合设置有吸附磁片，两块

袋盖布放置板上的吸附磁片对称固定设置，使得两块袋盖布放置板在折叠合拢时能够相互

吸附固定，避免两块袋盖布放置板在合拢状态时产生偏移扭曲，导致袋盖布松弛散乱而影

响袋盖的缝制加工，利用压布活动板外侧中部设置有平拉取板指槽，使得两块袋盖布放置

板在折叠合拢时，工人能够利用平拉取板指槽将压布活动板便捷平移取离，通过这样的结

构，本实用新型结构设计合理，可以快速高效的对袋盖进行准确可靠的缝制，并能实现袋盖

在缝制过后免烫，缝制效率高，缝制质量好，满足袋盖缝制加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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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免烫袋盖的生产模具展开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袋盖布放置板与袋盖布承托板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12]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袋盖布放置板与袋盖布承托板的连接A处示意图。

[0013] 图中：1.袋盖布放置板，2.袋盖布承托板，3.袋盖布翻边推板，4.压布活动板，5.袋

盖布翻边槽，6.对折合布夹，7.袋盖缝制导槽，8.推板往复通道，9.翻边平推条，10.平推条

放置室，11.翻边推板指槽，12.推板操作室，13.放布定位标线，14.拉板翻转带，15.吸附磁

片，16.平拉取板指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为了进一步描述本实用新型，下面结合附图进一步阐述一种免烫袋盖的生产模具

的具体实施方式，以下实施例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解释而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以下实施

例。

[0015] 如图1、图2和图3所示，本实用新型一种免烫袋盖的生产模具，包括袋盖布放置板

1、袋盖布承托板2、袋盖布翻边推板3和压布活动板4，袋盖布放置板1设置有两块，两块袋盖

布放置板1依次对称设置，两块袋盖布放置板1相邻侧中部分别设置有与袋盖结构相适配的

袋盖布翻边槽5，两块袋盖布放置板1为结构相同的C型结构，两块袋盖布放置板1两侧之间

连接设置有对折合布夹6，对折合布夹6两侧分别与两块袋盖布放置板1侧边连接固定，袋盖

布承托板2贴合设置于袋盖布放置板1一侧，袋盖布承托板2外侧边缘与袋盖布放置板1贴合

固定，袋盖布承托板2沿袋盖布翻边槽5边缘处紧密相邻设置有袋盖缝制导槽7，袋盖布承托

板2两侧对称设置有袋盖布翻边推板3，袋盖布承托板2两侧对称设置有与袋盖布翻边推板3

相适配的推板往复通道8，袋盖布翻边推板3滑动设置于推板往复通道8，袋盖布翻边推板3

内侧固定设置有与袋盖布翻边槽5相适配的翻边平推条9，袋盖布翻边推板3和翻边平推条9

一体成型，袋盖布放置板1和袋盖布承托板2之间设置有平推条放置室10，袋盖布翻边推板3

外侧端部设置有翻边推板指槽11，袋盖布放置板1两侧的翻边推板指槽11处分别设置有推

板操作室12，压布活动板4贴合设置于袋盖布承托板2沿袋盖布放置板1侧表面，压布活动板

4沿袋盖布放置板1侧设置有与袋盖布翻边槽5相适配的尺寸规格结构。

[0016] 本实用新型的袋盖布翻边槽5两侧的袋盖布放置板1上分别设置有放布定位标线

13，放布定位标线13为L形结构，使能利用放布定位标线13对袋盖布在平铺放置过程中进行

进行参照限位，使得袋盖布能够准确平整的放置加工。本实用新型的袋盖布放置板1外侧中

部固定设置有拉板翻转带14，两块袋盖布放置板1折叠合拢时两根拉板翻转带14错位设置，

使得工人能够利用拉板翻转带14便捷顺畅的拉动两块袋盖布放置板1进行折叠合拢和展开

平铺。本实用新型的袋盖布放置板1两侧端部分别贴合设置有吸附磁片15，两块袋盖布放置

板1上的吸附磁片15对称固定设置，使得两块袋盖布放置板1在折叠合拢时能够相互吸附固

定，避免两块袋盖布放置板1在合拢状态时产生偏移扭曲，导致袋盖布松弛散乱而影响袋盖

的缝制加工，提高袋盖缝制加工的效率和质量。本实用新型的压布活动板4外侧中部设置有

平拉取板指槽16，使得两块袋盖布放置板1在折叠合拢时，工人能够利用平拉取板指槽16将

压布活动板4便捷平移取离。

[0017]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一种免烫袋盖的生产模具在使用的时候，通过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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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布放置板1设置有两块，两块袋盖布放置板1两侧之间连接设置有对折合布夹6，使得两块

袋盖布放置板1能够根据缝制加工的需要便捷高效的折叠合拢和水平展开，方便免烫袋盖

的高效缝制，通过两块袋盖布放置板1相邻侧中部分别设置有与袋盖结构相适配的袋盖布

翻边槽5，袋盖布承托板2外侧边缘与袋盖布放置板1贴合固定，袋盖布承托板2两侧的袋盖

布翻边推板3滑动设置于推板往复通道8，袋盖布翻边推板3内侧固定设置有与袋盖布翻边

槽5相适配的翻边平推条9，袋盖布承托板2上侧的压布活动板4沿袋盖布放置板1侧设置有

与袋盖布翻边槽5相适配的尺寸规格结构，工人将袋盖布水平铺放于袋盖布放置板1上侧，

压布活动板4将袋盖布压紧贴合于袋盖布承托板2，利用袋盖布放置板1两侧的袋盖布翻边

推板3分别向压布活动板4侧平推，翻边平推条9沿压布活动板4上侧进行平移，使能实现对

袋盖布外侧翻边，利用两块袋盖布放置板1使能分别依次对两块袋盖布进行翻边加工，在两

块袋盖布分别进行翻边加工后，将两块袋盖布放置板1折叠合拢，压布活动板4从袋盖布承

托板2上水平移离，翻边平推条9在袋盖布翻边推板3的带动下平移至平推条放置室10内，使

得两块袋盖布在翻边状态下平稳准确的压紧贴合，通过袋盖布承托板2沿袋盖布翻边槽5边

缘处紧密相邻设置有袋盖缝制导槽7，工人利用缝纫设备沿袋盖缝制导槽7能够高效准确的

进行袋盖缝制加工，提高袋盖缝制加工的效率和质量，利用在袋盖缝制过程中，袋盖布能够

被平稳压紧和准确翻边，使能有效提高两块袋盖布在缝制加工时的水平贴合度，实现袋盖

在缝制过后免烫，利用袋盖布翻边推板3外侧端部设置有翻边推板指槽11，使得工人能够便

捷高效的推拉翻边平推条9进行平移运动，利用袋盖布翻边槽5两侧的袋盖布放置板1上分

别设置有L形结构的放布定位标线13，使能利用放布定位标线13对袋盖布在平铺放置过程

中进行进行参照限位，使得袋盖布能够准确平整的放置加工，利用袋盖布放置板1外侧中部

固定设置有拉板翻转带14，两块袋盖布放置板1折叠合拢时两根拉板翻转带14错位设置，使

得工人能够利用拉板翻转带14便捷顺畅的拉动两块袋盖布放置板1进行折叠合拢和展开平

铺，利用袋盖布放置板1两侧端部分别贴合设置有吸附磁片15，两块袋盖布放置板1上的吸

附磁片15对称固定设置，使得两块袋盖布放置板1在折叠合拢时能够相互吸附固定，避免两

块袋盖布放置板1在合拢状态时产生偏移扭曲，导致袋盖布松弛散乱而影响袋盖的缝制加

工，利用压布活动板4外侧中部设置有平拉取板指槽16，使得两块袋盖布放置板1在折叠合

拢时，工人能够利用平拉取板指槽16将压布活动板4便捷平移取离。通过这样的结构，本实

用新型结构设计合理，可以快速高效的对袋盖进行准确可靠的缝制，并能实现袋盖在缝制

过后免烫，缝制效率高，缝制质量好，满足袋盖缝制加工的需要。

[0018] 本说明书中所描述的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所作的举例说明。本实用新型

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

似的方式替代，只要不偏离本实用新型说明书的内容或者超越本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

围，均应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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