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在下列领域的专家 创新型粘合

  无纺布粘合
  热处理
  热复合科技
  工艺技术



3号生产车间和2号办公楼建成并投入使用

技术中心落成典礼，以及扩大公司经营所需土地

向日本交付第一台滚筒式烘箱

向南非交付第一台采集分布层（ADL）使用的高速热复合设备

向美国交付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平板机床（双带式挤压 
机 Thermofix HP）

翻新2号生产车间

在德国交付境内第一台热复合平板机床

在布劳费尔登市（Blaufelden）的鲁道夫-迪赛-大街 （Rudolf-Diesel-Straße）建立新的公司基地 

向马来西亚和土耳其分别交付其第一台橡胶纤维生产线
向智利交付第一台热粘合和衬布复合相结合的粘合设备

向美国普利斯公司（Prince Inc. ）交付第一台 RegulAirLP型的热复合设备

在德国境内完成超过三条生产线的超大烘干机项目

在德国境内交付第一台带式烘干机
由海因茨·肖特（Heinz Schott)）和沃尔夫冈·迈斯纳 （Wolfgang Meissner）共同正式成立
SCHOTT & MEISSNER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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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

公司历史和里程碑 

全球领先的热
处理和无纺布
粘合生产线制

造商

从左至右：沃尔夫冈·迈斯纳(Wolfgang Meissner)，纳迪娜·肖特
(Nadine Schott)，斯特凡·迈斯纳(Stefan Meissner)，阿基姆·迈斯纳
(Achim Meissner)，海因茨·肖特(Heinz Schott)

德国工艺
源自1986

海因茨·肖特（Heinz Schott）             沃尔夫冈·迈斯纳（Wolfgang Meissner）

SCHOTT & MEISSNER是世界领先的热处理和无纺材料热粘合系统生产线制造商，
对此我们感到无比自豪，也意识到肩负企业责任。

在全球每一个大陆，我们的专业技能、我们的创新实力、以及我们的“德国工艺”，都
得到极大的需求和赞赏。作为经验丰富的特殊用途机械制造界的专家，自1986年扎
根于德国霍亨洛厄地区的布劳费尔登市（Blaufelden）以来，我们就按照客户具体需
求出发，提供专门定制化的从设计至机器安装调试的全套解决方案。

我们视高品质和可靠性为企业的生命，并将我们的价值观转化进产品中。我们的工
作团队态度积极、目标坚定，共同奋斗，我们以将客户提出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变为现实而不断努力。

如果您在纤维粘合，热处理，热复合等相关的技术和工艺方面有任何问题，我们都期
待着与您建立联系。

更多关于SCHOTT & MEISSNER公司、产品、以及解决方案的信息，欢迎登陆我们的
官方网站查询：
www.schott-meissner.de

此致



内容 热回收

热处理设备和纤维复合设备
我们所生产的所有设备的核心在于热处理。通过热空气、接触
热和辐射热，可以将目标在不间断地连续操作过程中、或者间
歇性地，以正确的形式进行干燥、融化和粘结固定处理。我们特
别致力于纤维复合设备，比如通过热空气将纤维和粉末物的结
合，或者通过喷雾、泡沫或者液体形式的粘合剂实现纤维和粉
末物的结合。

热回收

加热炉和烘箱

双带式挤压机

压延机

切割设备

存储设备

络筒机

喷涂设备

堆叠设备和特殊设备

技术研发中心和配套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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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纺布粘结 

热处理

热复合科技

工艺技术
根据应用的不同，SCHOTT & MEISSNER可以提供不同的能量回收（ERTEC）型热
回收系统。

能量回收（ERTEC）型热回收设备

“能量回收-精益系列” „ERTEC-LEAN“
热回收系统中的“精益”系列，是由SCHOTT & MEISSNER专门针
对热粘合过程研发制造的一个简单单元件。通过此单元，冷却区
的热排气会再循环回该过程中来。用非常低的投资成本来取得
高程度的热回收利用率是该系统的最大特点。
 
“能量回收-交叉系列” “ERTEC-CROSS”
热回收系统中的“交叉”系列是为较小排气量设计的基于横流原
理的简单系统。“能量回收-交叉系列”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单元件，
并且后期可以轻松适用于SCHOTT & MEISSNER生产的其他设
备。拆装方便利于清洁，高程度热回收利用率和模块化的设计是
该系统的最大特点。

“能量回收-跨界系列”“ERTEC DUO”
此系列是基于“交叉”系列基础上的进一步研发。是一个二级热
回收的过程。第一步，供给空气会与排气一起预加热；第二步，仍
然充满水汽的排气会降至露点之下，也就是说水汽会被冷凝并
且再循环至热回收过程中来。
 
“能量回收-ROTO系列”“ERTEC ROTO”
配备有旋转散热轮的热回收系统。“ERTEC ROTO”是一个
完全独立的单元，后期可以轻松适用并且加型于SCHOTT & 
MEISSNER生产的其他设备。该型热回收系统通常用于大排气
气流，而且需要很少的空间。较短的投资回报周期和高程度热回
收利用率是该系统的最大特点。



TopConHP 带双侧空气出口的双带式烘
干机
TopConHP（高压），是模块化设计的通过热处理或化学粘结来生产无纺布或无
纺材料的高效能双带式烘干机。光纤封装位于传送带的顶部和底部双带之间，
保持从两边以高空气速度和大循环空气流量进行喷洒。空气喷嘴直接位于输
送带或织物幅中。空气在高压下通过，或在织物上被压缩；通过直接且高效的
空气处理实现极短的处理周期。

加热炉和烘干机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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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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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应用

TopCon LP - 带通气的双带式烘干机
TopConLP（低压），一个模块化设计的双带式烘干机，可以用于通过热空气为介
质的纤维粘接，并可选择热空气的流动方向，以米为单位进行转换。在这之后材
料幅会在冷却区域被冷却和定型，通气过程亦是如此。
另可额外配备其他设备附件：磁铁系统（保持上部皮带处于悬挂位置），工作宽
度调节，皮带清洁装置，各种加热系统，多流量区域和压延机。

有效工作宽度  1200 - 6000毫米

区域长度 2000毫米/ 3000毫米

输送带之间的自由间隙 输送带之间最大间隙300毫米 

加热介质 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传热油，蒸汽，电能

工作温度 最大 240 °C

纤维类型  聚酯（PES），棉，再生纤维，亚麻，大麻，槿麻， 
 木纤维和羊毛，聚丙烯（PP）,聚乙烯（PE）, BiCo

基重 20 – 10000 克/平方米

密度 最大 250 公斤/立方米（关乎定型效果）

生产速度 最大 200 米/分钟

家具行业内饰

服装行业的纤维和衬里加工

建筑和汽车里的绝缘材料加工加工

汽车行业的成型零件

过滤类应用

地毯制造

医疗应用和卫生行业

衬布

清洁类布料的生产

气密性产品的应用

地毯背面涂层

双面涂层的无纺布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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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应用

有效工作宽度  1200 - 6000毫米

区域长度 2000毫米

输送带之间的自由间隙 输送带之间最大间隙150毫米 

加热介质 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传热油，蒸汽，电能

工作温度 最大 235 °C

纤维类型  聚酯（PES），聚丙烯（PP），粘胶纤维， 
 聚乙烯（PE），BiCo，聚酰胺（PA）

基重 15 – 1500 克/平方米

密度 最大 150 公斤/立方米

生产速度 最大 300 米/分钟

清洁类布料的生产

医疗应用和卫生行业

衬布

过滤类应用

TOPCON MAP 带通气或者带空气出口的
双带式烘干机
公司新研发的双带式烘干机TopConMAP（多联式原理）是模块化设计的紧凑型
多功能一体机。
该烤箱将TopConLP和TopConHP双皮带式系统的所有已知的、并且经过验证
的功能结合在一个系统中。 这意味着，该烘干机可以以米为单位来提供最佳空
气穿透处理，并且从两边提供高效的冲击通风。 
该设备的亮点是其高灵活性，紧凑的设计和新开发的通风原理，这都保证了整
个设备外部绝缘体有负压，以达到最佳的密封性。

有效工作宽度  1200 - 6000毫米

区域长度 2000毫米/ 3000毫米

输送带之间的自由间隙 输送带之间最大间隙300毫米 

加热介质 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传热油，蒸汽，电能

工作温度 最大 240 °C

纤维类型  聚酯（PES），棉，再生纤维，亚麻，大麻，槿麻， 
 木纤维和羊毛， 聚丙烯（PP）, 聚乙烯（PE）, BiCo

基重 20 – 10000 克/平方米

密度 最大 250 公斤/立方米（关乎定型）

生产速度 最大 200 米/分钟

家具行业内饰

服装行业的纤维和衬里加工

建筑和汽车里的绝缘材料加工加工   

汽车行业的成型零件

过滤类应用

医疗应用和卫生行业

衬布

清洁类布料的生产

气密性产品的应用

地毯背面涂层

双面涂层的不织布制造

AirConTS 双带式烘干机
AirConTS是一种设计牢靠坚固的双带式烘干机，特别用于生产半纤维或者完
全固化的材料。通常材料是由再生纤维、或者利用热固性粘合剂结合的玻璃纤
维组成，比如酚醛树脂或环氧树脂。
热处理过程基于通过空气的通风原理；每个加热区的气流是固定的。 
这款设备的亮点在于其牢靠坚固的设计，以及拆装方便、利于清洁。
如有需要，该设备的输送器部分也可以做成钢板材质。

有效工作宽度  1200 - 3200 毫米

输送带之间的自由间隙 输送带之间最大间隙200毫米 

加热介质 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传热油

工作温度 最大 240 °C

纤维类型  再生纤维，玻璃纤维

粘合剂 苯酚或环氧粉末

基重 20 – 4000 克/平方米

密度 最大 100 公斤/立方米

生产速度 最大 25 米/分钟

建筑行业用玻璃纤维所制的绝缘材料

汽车行业用再生纤维所制的成型零件

汽车行业用耐热玻璃纤维所制的成型零件

高密度天然纤维绝缘材料

通过直接而高
效的空气处理
实现极短的处

理时间

我们的 
“多功能一 

体机”



DrumDryHP 鼓式烘干机
凭借其创新的设计，新型鼓式通气烘干机可谓是依托“老技术”获得了新的荣
耀！进一步的研发、经过改善的加热系统、以混合室原理为基础、并结合创新绝
缘技术，这些都是为了确保能量的最佳利用。
在此设备问世之前，没有其他设备可以在整个筛筒表面和织物幅宽上实现均
匀和准确的温度分布！此外，该设备的设计也特别注意实现了便捷的维护保
养，简单方便的清洁，以及烘干机的密封性和温度分布。

RegulAirLP 单带式通气型烘干机
RegulAirLP 担待是通气型烘干机，采用模块化设计，适用于通气过程，通常用
于加工轻型透气且不需要顶部输送机的产品。
空气被迫垂直穿过织物纤维网，这样可以以低的空气速度轻轻地处理纤维。相
关的技术特征确保了烘干机在通风区域的整个长度和宽度上达到最佳整体空
气和温度的分布。
烘干机可以配备气流调节单元，如果需要，也可以安装配备输送机冷却区。
生产线的扁平化设计允许多个干燥炉平行排列。

有效工作宽度  1000 - 7000 毫米

区域长度 2000 毫米，3000 毫米，4000 毫米，5000 毫米

输送带之间的自由间隙 输送带之间最大间隙400毫米 

加热介质 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传热油，蒸汽，电能

工作温度 最大 450 °C

应用 干燥，热粘合，烧结

基重 20 – 8000 克/平方米（透气性强）

生产速度 最大 300 米/分钟

服装行业的纤维和衬里加工

轻质不织布的热粘合（无顶部输送机）

衬布

浸渍后干燥

高性能烘干，例如射流喷网设备和湿法成网设备

热固定型，例如屋顶加固材料

热固定型，例如纺粘法设备

直接结合的热粘合，例如采集分布层（ADL）

用于精整线（涂饰）的高效干烘干

产品示例：棉垫，手术单，湿巾，纸尿裤用不织布，
女性卫生用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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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有效工作宽度  1200 - 5000 毫米

加热介质 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传热油，蒸汽，电能

工作温度 最大 235 °C

纤维类型  聚酯（PES），聚丙烯（PP），酰胺（PA），聚乙烯（PE）， 
 粘胶纤维，甲基纤维素

基重 10 – 1000 克/平方米

生产速度 最大 500 米/分钟

加热炉和烘干机

技术参数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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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RegulAirHP 带空气出口的单带式烘干
机
RegulAirHP 带单侧空气出口
单侧空气出风通常用于不透气产品的表面干燥，例如在喷涂后，印刷后或单面
浸渍之后的干燥。
根据干燥产品类型，可以选择孔型或槽型喷嘴。
RegulAirHP 带双侧空气出口
双侧空气出风通常用于重量级的透气材料干燥，例如地毯，或双面浸渍之后的
干燥。空气从织物幅两侧流动。可以调节顶部和底部空气之间的比率。

有效工作宽度  1000 - 7000 毫米

区域长度 2000 毫米，3000 毫米，4000 毫米，5000 毫米

输送带之间的自由间隙 输送带之间最大间隙200毫米 

加热介质 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传热油，蒸汽，电能

工作温度 最大 450 °C

应用 干燥，烧结

基重 20 – 1500 克/平方米（透气性强）

生产速度 最大 300 米/分钟

地毯背面涂层

衬布

不透气织物幅

喷涂和浸渍后的织物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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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应用

三通烘干机 / 喷涂粘合生产线设备
SCHOTT & MEISSNER 生产的三通烘干机专注于紧凑型和模块化的设计。如果
需要，至多可以配备三个不同的空气处理系统，例如把通风，或单气动冲击通
风，或双气动冲击通风组合配置在同一个烘干机内。
该烘干机的紧凑型结构，确保了即便是在最小可能的楼层空间中，也可以实现
任何长度的烘干处理。SCHOTT & MEISSNER凭借研磨分散技术在喷涂粘合领
域拥有卓越的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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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应用

磨料羊毛（“钢丝绒”）

冬季防寒服、睡袋等此类喷涂过后的聚酯不织布

乳胶粘合的天然纤维，例如：椰子纤维床垫        

衬布

水刺线，用三通烘干机替代滚筒烘干机

活性炭过滤应用当中的喷雾应用

有效工作宽度  1200 - 5000 毫米

区域长度 3000 毫米，4000 毫米，5000 毫米

输送带之间的自由间隙 输送带之间最大间隙400毫米 

加热介质 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传热油，蒸汽，电能

工作温度 最大 235 °C

纤维类型 聚酯（PES），棉，亚麻，大麻，槿麻，木纤维和羊毛  

生产速度 最大 200 米/分钟

可将多达3个不

同的空气处理
系统组合起来



VapConHT蒸汽炉
SCHOTT & MEISSNER 生产制造的蒸汽炉适用于由酚醛粉末或环氧树脂组成
的不织布的粘合，通常用于对其进行半固化或者用于辅助全固化过程。蒸汽渗
透入纤维包中，同时蒸汽的热能作用于活化酚醛树脂；共同产生了粉末和纤维
之间的第一凝聚力。
在全固化过程中，双带式烘干机（TopConLP；AirConTS）位于蒸汽炉的下游。
由于在蒸汽炉中粉末已被预先激活，织物幅可以在双带式烘干机中硬化。相应
的厚度校准可以通过双传送带进行。

加热炉和烘干机

技术参数

»

»

应用

»

»

技术参数 应用

»

»

»

»

»

»

技术参数 应用

红外线通道“IR-Bond”
SCHOTT & MEISSNER 设计和制造完整的涂层生产线，例如：用于地毯背面涂
层。
除了通过刮刀和烘干机进行背面涂层外，还可以通过直接安装粉末散射装置和
红外线烘干箱将粉末喷涂集成于烘干生产线中。
红外线通道又可以作为其他生产线概念的预干燥器。
SCHOTT & MEISSNER 的红外线通道是模块化的设计。处理长度和有效工作宽
度都可以根据工艺要求进行调整。

有效工作宽度  1200 - 6000 毫米

区域长度 1000 毫米，1500 毫米

输送带之间的自由间隙 输送带之间最大间隙300毫米 

加热介质 红外线发射（中波/长波）

热熔胶粉 一氧化碳-酰胺（Co-PA），一氧化碳-聚酯（Co-PES）， 
 高密度聚乙烯（HD-PE）， 低密度聚乙烯（LD-PE）,  
 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EVA）， 热塑性聚氨酯（TPU）

生产速度 最大 100 米/分钟

用于地毯后续成型的背面粉末喷涂或者复合层
压式喷涂

汽车，卡车等的内饰加工

地毯精加工——地毯背衬用装饰物、织物、锡箔
或泡沫装饰

红外线烘干机可用作对流烘干、带式烘干或滚
筒式烘干之前的预热装置

作为热固式双带压机的附加模块

» 

» 

»

 
»

»

技术参数 应用

有效工作宽度  2000 - 3200 毫米

区域长度 2000 毫米，3000 毫米

输送带之间的自由间隙 输送带之间最大间隙250毫米 

加热介质 蒸汽，传热油，

工作温度 最大 160 °C

纤维类型/应用 棉，再生纤维，玻璃纤维

粉末 苯酚或环氧粉末

基重 600 – 4000 克/平方米 

生产速度 最大 15 米/分钟

用于汽车行业的半固化和全固化的再生不织布

用于家用电器所需的全固化绝缘材料

MatCon预热炉
我们提供专为汽车行业供应商的生产需求而设计的各种预热炉，通常用于不织
材料在进入冷模之前的加热，或者用于缩短其在热模具中的停留时间。
MatCon预热炉的最大特点是其间断式的操作模式。
预热炉的运转周期由固定模具的运转周期决定。
该预热炉的基本版本包含一个“双屉系统”，意思是说，在第一层抽屉放好模具
关进炉中进行加热定型的同时，可以打开第二层抽屉取出已完成或者放置准备
好的模具制件。
两层抽屉都利用电机驱动。

有效工作区域 2400 x 3200毫米

加热介质 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传热油，电能

工作温度 最大 235 °C

纤维类型 聚酯（PES），聚丙烯（PP），BiCo，棉，再生纤维， 
 亚麻，大麻，槿麻，木纤维

基重 1000 – 4000 克/平方米

周期时间 约 50 秒 （取决于模塑定型周期）

汽车行业的模塑成型件

家具行业的模塑成型件

CanDry - 圆筒烘干机
SCHOTT & MEISSNER制造的圆筒烘干机可针对利用接触热的高速织物幅，作
用于干燥或预干燥的过程，例如：用于衬布或卫生制品的应用。
与我们生产的滚筒式或带式烘干机之间的内联式组合，我们能够向您提供低能
耗且高效率的烘干理念。
生产速度最高可达300米/分钟。可以按照生产工艺的需求安装调试加热鼓的数
量、直径等参数。

有效工作宽度 1200 - 6000 毫米

加热鼓直径 500 毫米，600 毫米，800毫米

加热介质 传热油，蒸汽

工作温度 最大 235 °C

纤维类型  聚酯（PES），聚酰胺（PA），粘胶纤维，棉，……，等等

基重 20 – 100 克/平方米

生产速度 最大 300 米/分钟

医疗应用和卫生行业

衬布

清洁类布料的生产

过滤类应用

预干燥

技术应用型不织布

高速织物幅
的干燥或预

干燥



双带平板层压机

热固技术（Thermofix）
Thermofix是由Schott & Meissner 研发制造的平板层压机，其功能原理在于利用接
触热和压力的组合。
待处理的产品将会通过平板层压机，或者通过带有两条特氟龙涂层输送带的双带式
压机，并通过位于传送带后面的加热板进行加热。
仍然保持在两个输送带之间的产品，会被传递至一对或多对压料辊，在内部一个接
一个地排列整齐并校准。双带式压机的加热区之后是一个冷却区域。冷却区也位于
输送带的后面，在这一过程，产品通过冷却板被“热固化”。
冷却板带有与加热区域分开且独立的升降单元，产品冷却区域和热固化区域可以被
校准至所需要的厚度。

尺寸  I  II  III

有效工作宽度 1000 -1800 毫米 1800 -2400 毫米 2400 - 3200 毫米

输送带之间的自由间隙 200毫米  200毫米  500毫米

加热介质 使用天然气加热的传热油，液化石油气，电能

工作温度 最大 240 °C

加热/冷区的区域长度 1000毫米，2000毫米，3000毫米

生产速度 最大 25 米/分钟

夹层板/复合材料的生产 
（例如：车辆结构-侧面板，上层建筑，腹板，内部板，隔热板等）

蜂窝板制造/复合材料 
（例如：车辆结构-侧面板，上层建筑，腹板，内部板，吸音元件，模板元件等）

无纺材料的热接着，例如：TWINTEX或玻璃纤维网与聚丙烯的结合

砂砾的热粘结，例如：用聚氯乙烯（PVC）粒料生产出地板铺面

几种不同纺织纤维网的热粘合（例如：衬布）

纤维增强塑料的热粘合（例如：车辆中的底板）

利用再循环材料的热粘合生产绝缘板或模制件（例如：车轮外壳的内衬）

织物，锡箔和泡沫等多层热层压（例如：汽车的顶蓬衬布）

» 

» 

»

»

»

»

»

»

技术参数

应用

通过温度和压

力来实现喷涂，
支撑和固化

第四代重型热复合机 
(类型III)



压延机

冷却压延机
SCHOTT & MEISSNER 制造的冷却压延机主要用于热空气对流式烘干机或双带
式烘干机（系列：TopConLP，TopConHP，TopConMAP），目的是为了热固和校
准回火织物幅所要求的高密度（高达300公斤/立方米）。
该冷却压延机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坚固可靠的设计、精度高、便于维护保养、以及
快速换辊系统。
该机器所配备的附件，如冷却单元、液压单元和特殊的滚筒表面涂层，使得整个
产品更加完善。

有效工作宽度 1000 - 7000 毫米

滚筒直径 最大 850 毫米

冷却介质 水

表面处理温度 约 20°C

表面质量 铬，特氟隆，各类特种涂料

线性负载 最大 50 牛/毫米 （针对较窄的有效工作宽度）

压力源 气动，液压

生产速度 最大 300 米/分钟

天然纤维（麻，亚麻等）

再生纤维

粘胶纤维，聚酯（PES），聚丙烯（PP），聚酰胺（PA）

»

»

»

技术参数 应用

冷却压延机作为双带式烘干机的下游设备，用来压
实由以下材料制成的仍然温热无纺纤维网：

加加热压延机
自加加热压延机问世以来，已经成为我们最畅销的产品之一。SCHOTT & 
MEISSNER 生产制造的加加热压延机，最大特点是其温度精度高、坚固可靠的
设计、滚子调整精度高、便于维护保养、以及快速换辊系统。
根据工艺要求和线性压力范围，加热压延机可以安装气动或液压缸。该机器所
配备的附件，如冷却单元、液压单元和特殊的滚筒表面涂层，使得整个产品更加
完善。
SCHOTT & MEISSNER制造的加热压延机因其性能而扬名业内，特别是用于地
毯制造，有效工作宽度高达7000毫米。

地毯

湿巾

衬布

纺粘织物

纤维填充不织布

天然纤维不织布

水刺

技术应用型不织布

»

»

»

»

»

»

»

»

技术参数 应用

有效工作宽度 1000 - 7000 毫米

滚筒直径 最大 850 毫米

加热介质 传热油

表面处理温度 最大 240°C

表面质量 铬，特氟隆，各类特种涂料

线性负载 最大 100 牛/毫米

压力源 气动，液压

生产速度 最大 300 米/分钟

针对以下应用中的表面处理，热固化和校准：

无纺纤维网按
所需密度校准

带热油加热器用于聚酯无纺布的表面整理压延机

冷却压延机的有效工作宽度为6.000 mm 



切割设备

粉碎切割原理系列PLC1 / PLC2型
用于轻质织物幅，或者切割边缘允许被“挤压”的轻质织物幅，例如：服
装、地毯、湿巾的填充纤维。 

» 切割刀片： 最大直径 Ø450 毫米
» 材料厚度： 最大  150 毫米
» 织物幅密度： 最大 60 公斤/立方米
» 重量： 高至 约2000 克/平方米

RXC1系列——驱动型圆形刀片
用于交叉切割动作需要短暂停止的轻质不织纤维网和慢型织物幅。

» 类型： 驱动型圆形刀片
» 切割： 必须短暂停止织物幅过程以进行交叉切割
» 切割频率： 约 7 刀/分钟
» 材料厚度： 最大 180 毫米
» 材料重量： 最大 2000 克/平方米
» 切割刀片： 最大直径 Ø400 毫米
» 产品： 过滤用不织布，针刺不织布，填充纤维等

RXC2系列——驱动型圆形刀片/不间切割
用于质量从轻到重的不同织物范围。交叉切割动作不需要短暂停止织
物过程。交叉切割与织物生产同时进行，即所谓的快速切割原理。

» 类型： 驱动型圆形刀片
» 切割： 必须短暂停止织物幅过程以进行交叉切割
» 切割频率： 约 7 刀/分钟
» 材料厚度： 最大 180 毫米
» 材料重量： 最大 2000 克/平方米
» 切割刀片： 最大直径 Ø400 毫米
» 产品： 过滤用不织布，针刺不织布，填充纤维等

PXC系列——气动闸刀
用于质量从轻质到中等重量的必须连续切割的织物幅。

» 类型： 闸刀/气动刀杆
» 切割： 切割时织物生产不需要停止
» 切割频率： 最大 25 刀/分钟
» 材料厚度： 最大 145 毫米
» 材料重量： 最大 3000 克/平方米
» 产品： 再生织网，不织布，填充纤维，针刺不织布

HXC1 / HXC2系列——液压闸刀
用于质量从轻到重的不同织物范围，必须在不停止的情况下进行切
割或穿孔。

» 类型： 闸刀/液压刀杆
» 切割： 切割时织物生产不需要停止
» 切割频率： 最大 45 刀/分钟
» 材料厚度： 最大 185 毫米（HXC1）， 最大 250 毫米（HXC2）
» 材料重量： 最大 5000 克/平方米
» 产品特点： 穿孔和切口调整用的锯齿刀
» 产品： 纤维不织布，绝缘材料，针刺不织布，再生织网，不织布等

驱动刀片原理/标准设计系列RLC 1型
用于质量较重并且需要直角切削刃的产品范围，（例如：室内家具，室
内装潢或儿童床垫的填充物）。 

» 切割刀片： 最大直径 Ø610 毫米
» 材料厚度： 最大  220 毫米
» 织物幅密度： 最大 80 公斤/立方米
» 重量： 高至 约4000 克/平方米

驱动刀片原理/特殊设计系列RLC 2型
该纵向切割机专门适用于非常厚并且需要在切割刃上进行直角切割
的不织材料，例如：各种绝缘材料。 
如需要，每个切割刀头可以配备打磨和冷却装置。 

» 切割刀片： 最大直径 Ø810 毫米
» 材料厚度： 最大  300 毫米
» 织物幅密度： 最大 120 公斤/立方米
» 重量： 高至 约10000 克/平方米

纵切机 交叉切割机

用于建筑绝
缘等。



存储设备

滚筒存储
存储单元采用一个或两个滑动技术，其特征在于对基本材料的螺纹接
合以及对材料拉伸强度的精确控制。
用于质量从轻到重的不同织物范围，考虑到拉伸强度可以通过辊轴
转向。

J-Box存储
紧凑型设计。
该存储单元可以实现超大的存储容量。使用此款存储单元的前提
要求是可以循环积累织物幅。
牵引辊确保织物幅被引入在金属托盘中；排出辊确保托盘被排空。
其使用仅限于非常轻质的材料。

Z-Box存储
SCHOTT & MEISSNER制造的Z-box存储单元的最大特点在于
其紧凑的设计。
滑动和积聚区域的特殊Z形排列设计，允许大量材料的积累，同
时又不会对材料产生任何压缩应力。

带式存储
简洁型设计单。
该存储单元可以实现超大的存储容量。使用此款存储单元的前
提要求是可以循环积累织物幅。
卷入辊将织物幅被引入在一个循环的运行皮带上；卷出辊确保
材料被从输送带上移出。

络筒机

材料累加器, 即

通过不同累加
器形成材料的

连续流动

上卷式络筒机
SCHOTT & MEISSNER制造的上卷式络筒机，也称为表面络筒机，是用于卷绕慢
型织物的简单标准机型，而且设备能力可以高达7000毫米有效工作宽度。
这一类卷绕系统特别适用于填充材料、不织类地毯、布清洁类布料，技术类和针
刺不织布的制造。
上卷式络筒机可以通过附加组件实现升级，以增加其灵活性和提高自动化程
度。
可用的附加组件，例如：用于卷绕压缩的支撑辊、用于最终卷绕的自动喷射装
置、或集成型的交叉切割机。

技术参数

最大 有效工作宽度 7000 毫米

最大 滚筒直径 1200 毫米 / 1500 毫米

最大 生产速度 20 米/分钟 （材料容积高达50 米/分钟）

中心式络筒机
SCHOTT & MEISSNER制造的基本型中心络筒机，也称为批量卷绕手推车，主
要用于双带式压机和层压技术，比如不织材料、纺织品、锡箔片或其他片状材材
料的大型卷必须被有效地卷绕、运输和暂时存储。薄的织物则必须被紧紧地卷
起来。

该中心式络筒机可以选择性配备枢轴轴承、驱动器或者支撑臂。

根据不同的应用需求，中心式络筒机也可选择不同的直径。

当然，SCHOTT & MEISSNER制造的中心式络筒机也可以作为离线生产的供应
枢纽。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该络通机通常与材料储存单元组合安装在一条线上

技术参数

最大 有效工作宽度  7000 毫米

最大 滚筒直径  2000 毫米

最大 生产速度 20 米/分钟 （材料容积高达50 米/分钟）

自动络筒机
SCHOTT & MEISSNER自动上料络筒机，特别适用于高阔的不织抓绒类的生产
领域。此络筒机可用于非常厚实和坚实的织物幅缠绕。
特殊的双卷轴站设计和成品自动喷射设计，使得切换过程几乎诶飞行方式，而
不需要物理式的材料堆积。络筒机可以配备安装各种附加组件，例如用于压缩
的带或辊。

技术参数

最大 有效工作宽度 5500 毫米

最大 滚筒直径 1500 毫米

最大 生产速度 50 米/分钟  



喷涂系统

湿式喷涂设备 干式喷涂设备
泡沫浸渍装置
目前市场上最为普遍、得到广泛传播和最灵活的浸渍原理，是通过单
面、双面或全浸渍进行表面喷涂。因为液体是“泡沫”形式，水的输入以
及因此被排出的湿气量是非常低的。

浴浸渍 
（完全浸渍）

织物幅被输送或者被浸入分散槽中浸渍，之后通过一对夹辊被挤压
出来。除了实际的织物幅结合，这种类型的浸渍还可以用于不织长度
的抗菌整理（例如：卫生用品、服装、清洁类布料，等等）。

喷洒式应用 
（单或双面的表面涂层）

该方法主要运用于高品质的填充材料生产或者不织类的磨料生产。
通过交替的喷嘴，横向作用于织物幅的流动。

滚筒浸渍/气刀刀片浸渍
（单面表面涂层）

运用滚筒刮刀： 适用于较高的涂布量；最后是在滚筒和刮刀之间的间
隙完成。

运用气刀刮刀： 适用于较高的涂布量；刮刀可以不需要支撑就对拉紧
的织网进行刮擦。

倾斜填充 / 吻合喷涂
（使用勺形辊的单面表面涂层）

勺形辊筒浸入分散槽中浸渍，然后把液体分布到织物幅上。

“倾斜填充”： 通过高粘度分散的方式进行单面精加工（例如，用于地
毯背面喷涂加工）

或者替代方式：
“吻合喷涂”： 通过低粘度分散的方式进行单面精加工（例如，用于尿
布最表面一层加工）。

粉末散射系统“PowderScatt”
该粉体散射系统主要用于粉末散射，例如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

（EVA）、聚丙烯（PP），聚乙烯（HDPE），共聚酰胺等。粉末颗粒通过偏
心轮驱动的针单元从散射辊上刷出。 

» 有效工作宽度 最大 5000 毫米
» 喷涂介质 粉末
» 粒度 100 - 600 微米
» 散射量 5 - 250 克/平方米

颗粒散射系统“GranScatt”
该颗粒散射系统适用于以聚氯乙烯（PVC），木刚玉颗粒，活性炭等形
式组成的颗粒。刷辊轻轻地将颗粒从散射辊上释放出来，不会经过任
何机械加工，以防止更改或损坏原始形式。

» 有效工作宽度 最大 5000 毫米
» 喷涂介质 颗粒
» 粒度 > 0.5 毫米
» 散射量 250 - 5000 克/平方米

通用型散射系统„UniScatt“
该设备是将两种散射系统“PowderScatt”和“GranScatt”合二为一。辊
轴的快速交换实现了从粉末到颗粒的快速切换过程。
如果要使用的颗粒多样化程度高，那么该设备是最适合的选择。

» 有效工作宽度 最大 5000 毫米
» 喷涂介质 粉末或者颗粒
» 散射量 15 - 5000 克/平方米

纤维散射系统“FibreScatt”
该设备用于纤维废料的回收再加工。
通过该设备，模制不织类材料所产生的纤维碎屑（例如：车辆车轮外
壳内衬的生产废料），可以重新回到生产过程中来。

» 有效工作宽度 最大 4500 毫米
» 喷涂介质 粉碎后的纤维碎屑
» 散射量 300 - 2000 克/平方米

双散射系统“TwinScatt”
该设备是将两种散射系统“PowderScatt”和“FiberScatt”合二为一。当
散射纤维时，有可能不适用于所需量的粘合剂的剂量。v
集成式的粉末散射系统可在执行过程中控制粘合剂粉末的剂量。



堆垛机及定制生产线

源出一辙的系统解决方案
我们致力于从开发、规划和设计，到制造定制机器，再到最终完整生产线的安装这一由始
至终的全套服务。
每个客户最终得到的都是量身定制的生产线，专门针对其需求而研制。
与此同时，我们也坚持一定的灵活性，以确保可以将最新的经验、技术和创新纳入到实际
运用中去，以便实现不断改进。
我们的理念是与客户保持长远且忠诚的伙伴关系。
从客户的最终利益出发，即便我们已经有多年的专业经验，但是我们始终不断努力将创新
的方法引入到现有的体系中来！我们愿为您定制出一个成功的未来。与您而言，我们为您
确保引入最先进的创新技术、最大可能的生产效率、以及最低可能的能源消耗。

» 源出一辙的系统解决方案，质量可靠，德国制造！

技术研发中心
我们在布劳费尔登（Blaufelden）建立了自己的技术研发中心，配备有先进的实验设施。在
这里，我们与客户一起测试产品制造的创新想法，并最终确定后期生产线上所需要设定的
设备参数。
我们特别注重要尽可能多的使用这个技术研发中心。技术研发中心可以对设备单元进行
逐一测试，例如散射系统、烘干机、Thermofix等。
各个设备单元也可以组合成为用于层压、支撑或固结的完整生产线。
通过轨道传送系统实现灵活性：我们把Thermofix®实验室安装在轨道上。因此，我们可
以尽可能的就近使用预干燥器，以保证要预热的材料不会冷却。而如果需要在预热和
Thermofix固化阶段之间插入散射系统，可以非常容易将其移回。

项目规划和技术中心

通过我们在布劳

费尔登的实验室

不断发展和进步

堆垛设备
Schott & Meissner全自动堆垛机的特点是运转周期时间短和堆叠定位精确高。
堆叠设备由三条输送带组成：

» 加速带
» 穿梭带
» 堆叠带/横向带

由于加速带上的牵引速度较高，无纺垫在此过程被分离，并且两个垫的距离增
加。也因此获得时间使垫子叠摞在一起。
无纺垫被传递到加速带而后又传送到穿梭带上。 在返回过程中，穿梭带再将无
纺垫输送到堆叠带上。

技术参数

有效工作宽度 最大 5000 毫米

垫子长度 最大 3000 毫米

堆叠高度 最大 1500 毫米（亦可按需求特殊设计）

生产速度 最大 20 米/分钟

特种设备
我们的竞争力来源于几十年来专注于定制化设计和制造生产线的经验，特别是
针对于不织技术。

组合型热处理系统

通常情况下，要确保生产线的高度灵活性，或者要确保实现特定的最终产品特
性，使用两种不同的热处理系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例如：烘干系统（TopConLP，RegulAirLP，..）可以和Thermofix双带式压机结合
使用。

烧结炉/高温炉

这种高温炉或烧结炉特别适用于至高达450°C的温度范围。创新的通风系统使
得织物幅可以“浮动”，也就是说，如果需要的话，那么高温炉可以远离传送系
统。 
该系统还能够处理热回收和热焚烧。

货架式烘干机/隔间式烘干机

无论是通过流通风干燥，还是通过热空气干燥，待干燥处理的材料都会被放置
在托架或者托盘上。可以手动把中转手推车推进烘干炉中；如自动化程度比较
高的话，手推车也可以从一个区域到下一个区域通过烘干炉循环干燥。 



一站式的配套服务
项目发展和规划
机械施工
电气施工
编程
预组装
装运和物流
最终装配
调试
操作员培训
售后服务

行业
汽车
施工
地板
家庭
化妆品
家具
电力车辆
体育
纺织

电话 +49 7953 885-0
传真 +49 7953 885-43
info@schott-meissner.de 
www.schott-meissner.de 

肖特 & 迈斯纳  
机械和工程公司
Rudolf-Diesel-Str. 32
D-74572 Blaufeld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