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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利申请涉及纺织机械技术领域，公开了

一种用于羊毛布料的毛球去除装置，包括张紧机

构、外箱体、布料放卷机构和布料收卷机构，箱体

内设有将箱体分为上腔室与下腔室的隔板,上腔

室内滑动连接有内箱体，内箱体内沿布料传送方

向依次设有第一夹持辊组、毛刷组件、第一毛球

去除器、第二毛球去除器以及第二夹持辊组，机

架内还设有风机，风机的进风口与外箱体连接有

进风管，第一风机的出风口连接有收集箱。布料

经过毛刷组件的梳理、第一毛球去除器的毛球初

步刮除，以及第二毛球去除器的毛球二次刮除，

最终绕卷在布料收卷机构上，实现了羊毛衫面料

表面毛球的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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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羊毛布料的毛球去除装置，包括机架，所述机架内设有张紧机构、外箱体以

及设于外箱体两侧的布料放卷机构和布料收卷机构，所述外箱体两侧分别设有第一进口和

第一出口，所述张紧机构分别设于外箱体的两侧，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箱体内设有隔板,且

所述隔板将外箱体分为上腔室与下腔室，所述上腔室内滑动连接有内箱体，所述内箱体的

侧壁上开设有若干废料孔，所述内箱体两侧分别设有第二进口和第二出口，所述内箱体内

沿布料传送方向依次设有第一夹持辊组、毛刷组件、第一毛球去除器、第二毛球去除器以及

第二夹持辊组，所述下腔室内设有电机，所述电机的输出轴连接有转盘，所述转盘的边缘一

侧铰接有摆动杆，所述摆动杆远离转盘的一端贯穿隔板且铰接在内箱体的底部；所述机架

内还设有风机，所述风机的进风口与外箱体连接有进风管，所述风机的出风口连接有出气

管，所述出气管远离风机的一端连接有收集箱。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羊毛布料的毛球去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张紧机

构包括支架，以及设于支架上的张紧轮，所述张紧轮上设有压力传感器，所述张紧轮与支架

之间设有伸缩装置，所述伸缩装置连接有驱动器，所述压力传感器与驱动器电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羊毛布料的毛球去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毛刷组

件包括上下配合的毛刷本体，所述毛刷本体包括静电板以及刷毛，所述刷毛固定连接在静

电板上，所述刷毛始终与布料表面接触，所述静电板电连接有高压静电发生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羊毛布料的毛球去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毛

球去除器包括分别滑动安装在内箱体的第一上毛球去除器和第一下毛球去除器，所述第一

上毛球去除器包括滑动安装在内箱体上底面的滑块，所述内箱体上设有用于推动滑块往复

滑动的液压推进器，所述滑块连接有第一支撑板，所述第一支撑板上排布有若干第一刮刀，

所述第一刮刀的刀锋始终与布料表面相抵，所述第一下毛球去除器的结构与第一上毛球去

除器的结构相同。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羊毛布料的毛球去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内箱体

的侧壁转动连接有用于清除第一刮刀表面废屑的打磨辊，所述打磨辊的外径与第一支撑板

上相邻两刮刀之间的间距相同。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用于羊毛布料的毛球去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毛

球去除器包括分别固定安装在内箱体的第二上毛球去除器和第二下毛球去除器，所述第二

上毛球去除器包括固定安装在内箱体上底面的固定杆，所述固定杆连接有第二支撑板，所

述第二支撑板的宽度与布料的宽度相同，所述第二支撑板上排布有若干第二刮刀，所述第

二刮刀的刀锋始终与布料表面相抵，所述第二支撑板上的刮刀沿布料传送方向紧密排布；

所述第二下毛球去除器的结构与第二上毛球去除器的结构相同。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羊毛布料的毛球去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夹

持辊组的夹持辊的表面包裹有加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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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羊毛布料的毛球去除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纺织机械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用于羊毛布料的毛球去除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羊毛衫服装通称毛衫服装，又称毛针织服装，是用毛纱或毛型化纤纱编织成的针

织服装，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衣着上更加需求轻爽柔软，富有弹性、延伸性和

悬垂性好，透气性好，并且款式新颖，色泽鲜艳的服装。由于这些需求正是毛衫服装的优越

性所在，因此，使得毛衫服装在整个服装领域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0003] 在羊毛衫生产的过程中，羊毛衫面料会经过各种的加工，在加工的过程中，羊毛衫

面料很容易沾满灰尘，人们在清理的时候非常不便，而且羊毛衫面料在加工的过程中很容

易起毛球，这种毛球光靠人力很难去除，而且通过人力去除羊毛衫表面的毛球很容易对羊

毛衫面料本身造成磨损，这样既影响了羊毛衫的美观，还影响了羊毛衫的品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意在提供一种用于羊毛布料的毛球去除装置，以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羊毛

布料表面的毛球难以通过人力去除的问题。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基本方案如下：一种用于羊毛布料的毛球去除装置，包

括机架，所述机架内设有张紧机构、外箱体以及设于外箱体两侧的布料放卷机构和布料收

卷机构，所述外箱体两侧分别设有第一进口和第一出口，所述张紧机构分别设于外箱体的

两侧，所述外箱体内设有隔板,且所述隔板将外箱体分为上腔室与下腔室，所述上腔室内滑

动连接有内箱体，所述内箱体的侧壁上开设有若干废料孔，所述内箱体两侧分别设有第二

进口和第二出口，所述内箱体内沿布料传送方向依次设有第一夹持辊组、毛刷组件、第一毛

球去除器、第二毛球去除器以及第二夹持辊组，所述下腔室内设有电机，所述电机的输出轴

连接有转盘，所述转盘的边缘一侧铰接有摆动杆，所述摆动杆远离转盘的一端贯穿隔板且

铰接在内箱体的底部；所述机架内还设有风机，所述风机的进风口与外箱体连接有进风管，

所述风机的出风口连接有出气管，所述出气管远离风机的一端连接有收集箱。

[0006] 本方案的技术原理：布料缠绕在布料收卷机构上，使用时，布料收卷机构对布料进

行绕卷，使布料从布料放卷机构上穿过外箱体以及内箱体，最终绕卷在布料收卷机构上。布

料经第一进口以及第二进口进入到内箱体，第一夹持辊组对布料起到夹持输送的作用，布

料向前传送，经过毛刷组件，毛刷组件对布料表面的毛球进行梳理；布料经过毛刷组件的梳

理后，继续向前传送，第一毛球去除器对布料上、下表面的毛球进行初步的刮除，然后布料

继续向前传送，第二毛球去除器对布料上下表面残留的毛球进行二次刮除，以提高布料表

面的毛球的清除效果，被刮落的毛球在风机的吸附下，经废料孔被收集到收集箱内。布料在

内箱体进行毛球刮除的过程中，下腔室内的电机带动转盘转动，使铰接在转盘边缘的摆动

杆上下摆动，进而带动内箱体上下振动，在内箱体进行传送的布料表面粉尘，已经被刮落的

毛球被抖落，在风机的吸附下，经废料孔被收集到收集箱内。布料经过毛刷组件的梳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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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球去除器的毛球初步刮除，以及第二毛球去除器的毛球二次刮除，最终绕卷在布料收

卷机构上，实现了羊毛衫面料表面毛球的清理。

[0007] 本方案的有益效果：1、本装置代替人力去除羊毛面料表面的毛球，提高了工作效

率。2、整个毛球去除过程在封闭的空间内自动完成，无需人工操作，避免工作人员在长期的

工作中吸入废屑、粉尘而对人体造成伤害。3、清理毛球前，毛刷组件先对布料表面的毛球进

行梳理，从而便于第一毛球去除器与第二毛球去除器对布料上下表面的毛球进行刮除。4、

经过第一毛球去除器与第二毛球去除器对布料上下表面的二次刮除，提高了毛球的清理效

果。5、下腔室内的电机带动转盘转动，使铰接在转盘边缘的摆动杆上下摆动，进而带动内箱

体上下振动，布料表面被刮落的毛球被抖落下来，在风机的吸附下，经废料孔被收集到收集

箱内；收集箱内毛球可以回收再利用，可以作为玩具布偶或棉芯的填充物。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张紧机构包括支架，以及设于支架上的张紧轮，所述张紧轮上设有

压力传感器，所述张紧轮与支架之间设有伸缩装置，所述伸缩装置连接有驱动器，所述压力

传感器与驱动器电连接。布料绕过张紧轮进入到外箱体内，张紧轮上的压力传感器检测布

料对张紧轮的挤压力，驱动器根据挤压力的大小，控制伸缩装置带动张紧轮上下调整位置，

从而使布料始终保持张紧状态，便于第一毛球去除器与第二毛球去除器对布料上下表面的

毛球进行刮除。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毛刷组件包括上下配合的毛刷本体，所述毛刷本体包括静电板以

及刷毛，所述刷毛固定连接在静电板上，所述刷毛始终与布料表面接触，所述静电板电连接

有高压静电发生器。毛刷本体上的刷毛对布料表面的毛球进行梳理，同时高压静电发生器

使静电板带有静电，静电板使刷毛带有电荷，刷毛对布料表面进行梳理时，由于静电的作

用，粘连在布料表面的毛球变的竖直，从而便于第一毛球去除器与第二毛球去除器对布料

上下表面的毛球进行刮除。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毛球去除器包括分别滑动安装在内箱体的第一上毛球去除器

和第一下毛球去除器，所述第一上毛球去除器包括滑动安装在内箱体上底面的滑块，所述

内箱体上设有用于推动滑块往复滑动的液压推进器，所述滑块连接有第一支撑板，所述第

一支撑板上排布有若干第一刮刀，所述第一刮刀的刀锋始终与布料表面相抵，所述第一下

毛球去除器的结构与第一上毛球去除器的结构相同。液压推进器带动滑块往复滑动，从而

带动第一上毛球去除器和第一下毛球去除器在内箱体内往复滑动，对布料上下表面的毛球

进行刮除。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内箱体的侧壁转动连接有用于清除第一刮刀表面废屑的打磨辊，

所述打磨辊的外径与第一支撑板上相邻两个第一刮刀之间的间距相同。由于第一刮刀的刀

锋始终与布料表面相抵，第一刮刀对布料表面的毛球刮除的同时，第一刮刀的刀锋上也会

粘连上一部分毛球，第一上毛球去除器和第一下毛球去除器在滑动的过程中，安装在内箱

体的侧壁打磨辊间歇性地伸入到第一支撑板上相邻两个第一刮刀之间，对粘连在第一刮刀

的刀锋上的毛球进行刮除，同时，被刮落的毛球在转动的打磨辊的离心力的作用下，被甩到

空中，并在风机的吸附下，经废料孔被收集到收集箱内。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毛球去除器包括分别固定安装在内箱体的第二上毛球去除器

和第二下毛球去除器，所述第二上毛球去除器包括固定安装在内箱体上底面的固定杆，所

述固定杆连接有第二支撑板，所述第二支撑板的宽度与布料的宽度相同，所述第二支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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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排布有若干第二刮刀，所述第二刮刀的刀锋始终与布料表面相抵，所述第二支撑板上的

第二刮刀沿布料传送方向紧密排布；所述第二下毛球去除器的结构与第二上毛球去除器的

结构相同。第二上毛球去除器和第二下毛球去除器对布料上下表面残留的毛球进行二次刮

除，提高布料表面的毛球的清除效果，第二支撑板上的第二刮刀沿布料传送方向紧密排布，

布料在向前传送的过程中，由于毛球的刮除而粘连在布料表面的线头也能被刮除干净，被

刮落的线头在风机的吸附下，经废料孔被收集到收集箱内。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夹持辊组的夹持辊的表面包裹有加热层。第一夹持辊组对布

料起来夹持输送的作用，同时第一夹持辊组的夹持辊的表面的加热层，对通过的布料进行

加热，除去布料上长期放置所沾染的潮气，同时可以使布料软化。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一种用于羊毛布料的毛球去除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图1中A-A方向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7] 说明书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包括：外箱体1、布料放卷机构11、布料收卷机构12、隔板

13、张紧机构2、支架21、张紧轮22、伸缩装置23、内箱体3、第一夹持辊组31、第二夹持辊组

32、打磨辊33、废料孔34、电机4、转盘41、摆动杆42、毛刷组件5、第一毛球去除器6、滑块61、

第一支撑板62、第一刮刀63、第二毛球去除器7、固定杆71、第二支撑板72、第二刮刀73、风机

8、进风管81、出气管82、收集箱83、布料9。

[0018] 实施例基本如附图1至2所示：一种用于羊毛布料的毛球去除装置，包括机架，所述

机架内设有两个张紧机构2、外箱体1以及分别设于外箱体1两侧的布料放卷机构11和布料

收卷机构12，外箱体1两侧分别设有第一进口和第一出口，张紧机构2分别设于外箱体1的两

侧，张紧机构2包括支架21，以及设于支架21上的张紧轮22，张紧轮22上设有压力传感器，张

紧轮22与支架21之间设有伸缩装置23，伸缩装置23连接有驱动器，压力传感器与驱动器连

接；外箱体1内设有隔板13,且隔板13将外箱体1分为上腔室与下腔室，上腔室内滑动连接有

内箱体3，内箱体3的侧壁上开设有若干废料孔34，内箱体3两侧分别设有第二进口和第二出

口，内箱体3内沿布料9传送方向依次设有第一夹持辊组31、毛刷组件5、第一毛球去除器6、

第二毛球去除器7以及第二夹持辊组32，第一夹持辊组31的夹持辊的表面包裹有加热层；毛

刷组件5包括上下配合的毛刷本体，毛刷本体包括静电板以及刷毛，刷毛固定连接在静电板

上，刷毛始终与布料9表面接触，静电板电连接有高压静电发生器；第一毛球去除器6包括分

别滑动安装在内箱体3的第一上毛球去除器和第一下毛球去除器，第一上毛球去除器包括

滑动安装在内箱体3上底面的滑块61，内箱体3上设有用于推动滑块61往复滑动的液压推进

器(图中未显示)，滑块61连接有第一支撑板62，第一支撑板62上排布有第一刮刀63，第一刮

刀63的刀锋始终与布料9表面相抵，第一下毛球去除器的结构与第一上毛球去除器的结构

相同；内箱体3的侧壁转动连接有用于清除第一刮刀63表面废屑的打磨辊33，打磨辊33的外

径与第一支撑板62上相邻两个第一刮刀63之间的间距相同；第二毛球去除器7包括分别固

定安装在内箱体3的第二上毛球去除器和第二下毛球去除器，第二上毛球去除器包括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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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在内箱体3上底面的固定杆71，固定杆71连接有第二支撑板72，第二支撑板72的宽度与

布料9的宽度相同，第二支撑板72上排布有第二刮刀73，第二刮刀73的刀锋始终与布料9表

面相抵，第二支撑板72上的第二刮刀73沿布料9传送方向紧密排布；第二下毛球去除器的结

构与第二上毛球去除器的结构相同；下腔室内设有两个电机4，电机4的输出轴连接有转盘

41，转盘41的边缘一侧铰接有摆动杆42，摆动杆42远离转盘41的一端贯穿隔板13且铰接在

内箱体3的底部；机架内还设有风机8，风机8的进风口与外箱体1连接有进风管81，风机8的

出风口连接有出气管82，出气管82远离风机8的一端连接有收集箱83。

[0019] 本方案具体实施方式如下：布料9缠绕在布料收卷机构12上，使用时，布料收卷机

构12对布料9进行绕卷，使布料9从布料放卷机构11绕过张紧轮22，穿过外箱体1以及内箱体

3，最终绕卷在布料收卷机构12上。张紧轮22上的压力传感器检测布料9对张紧轮22的挤压

力，驱动器根据挤压力的大小，控制伸缩装置23带动张紧轮22上下调整位置，从而使布料9

始终保持张紧状态，便于第一毛球去除器6与第二毛球去除器7对布料9上下表面的毛球进

行刮除。

[0020] 布料9经第一进口以及第二进口进入到内箱体3，第一夹持辊组31对布料9起到夹

持输送的作用，同时第一夹持辊组31的夹持辊的表面的加热层，对通过的布料9进行加热，

除去布料9上长期放置所沾染的潮气，同时可以使布料9软化。布料9继续向前传送，经过毛

刷组件5，毛刷本体上的刷毛对布料9表面的毛球进行梳理，同时高压静电发生器使静电板

带有静电，静电板使刷毛带有电荷，刷毛对布料9表面进行梳理时，由于静电的作用，粘连在

布料9表面的毛球变的竖直状态，从而便于第一毛球去除器6与第二毛球去除器7对布料9上

下表面的毛球进行刮除。

[0021] 布料9经过毛刷组件5的梳理后，继续向前传送，液压推进器推动滑块61往复滑动，

从而带动第一上毛球去除器和第一下毛球去除器在内箱体3内往复滑动，对布料9上下表面

的毛球进行刮除，由于第一刮刀63的刀锋始终与布料9表面相抵，第一刮刀63对布料9表面

的毛球刮除的同时，第一刮刀63的刀锋上也会粘连上一部分毛球，第一上毛球去除器和第

一下毛球去除器在滑动的过程中，安装在内箱体3的侧壁打磨辊33间歇性地伸入到第一支

撑板62上相邻两刮刀之间，对粘连在第一刮刀63的刀锋上的毛球进行刮除，同时，被刮落的

毛球在转动的打磨辊33的离心力的作用下，被甩到空中，并在风机8的吸附下，经废料孔34

被收集到收集箱83内。

[0022] 布料9经过第一毛球去除器6的初步刮除后，继续向前传送，第二上毛球去除器和

第二下毛球去除器对布料9上下表面残留的毛球进行二次刮除，提高布料9表面的毛球的清

除效果，第二支撑板72上的刮刀沿布料9传送方向紧密排布，布料9在向前传送的过程中，由

于毛球的刮除而粘连在布料9表面的线头也能被刮除干净，被刮落的线头在风机8的吸附

下，经废料孔34被收集到收集箱83内。

[0023] 布料9在内箱体3进行毛球刮除的过程中，下腔室内的电机4带动转盘41转动，使铰

接在转盘41边缘的摆动杆42上下摆动，进而带动内箱体3上下振动，在内箱体3进行传送的

布料9表面粉尘，已经被刮落的毛球被抖落，在风机8的吸附下，经废料孔34被收集到收集箱

83内。

[0024] 布料9经第二毛球去除器7的二次刮除后，第二夹持辊组32对布料9表面进行压平

后，从第二出口和第一出口穿出，最终绕卷在布料收卷机构1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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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实施例，方案中公知的具体技术方案等常识在此未作过

多描述。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结技术方案的前提下，还

可以作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也应该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这些都不会影响本发明实

施的效果和专利的实用性。本申请要求的保护范围应当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

中的具体实施方式等记载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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