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enfeed Logic Plus
适用于床单, 被套和台布送进的大小件布草多功能送进机

CHIN  l  Jenfeed Logic Plus



应用

洗衣工厂要求实现每位操作员每小时的高

产出量, 因此, 平烫整理系统的工作速度被

设计为高速运转, 送进机前的操作人员必

须要进行大量重复性的动作。 

理想的送进机设计方式应该在不牺牲速度

和质量的前提下, 显著降低操作员劳动强

度。JENSEN 博采其备受赞誉的各种送进机

在生产效率和送进质量（伸展, 居中, 吸风

与传送系统）等方面之长, 研制开发出了

新型的 Jenfeed Logic Plus 送进机, 使其不

仅具有 Jenfeed Logic 系列送进机特有的

送进高度可调节的特点, 同时又有 Jenfeed 

Variant 系列送时机顶级的送进质量。

Jenfeed Logic Plus
带有独特的, 可旋转的 "软接触" 展布夹

快速送进
— 满足床单的送进需要



布草前端的传送位置和高吸风箱的位置比

较高, 可以确保布草侧边与尾端的最佳处

理效果。由于吸风箱可以在处理前一件布

草的尾端的同时可送进下一件布草, 因此

可以保持布草的最佳送进速度。

最佳的传送技术

布草的两个边角被传送至一对可旋转的  

 “软接触” 展布夹内, 展布夹从水平传送

布草位置旋转至垂直接收布草位置。在1

通道作业过程中, 作为选配项, 吸风横梁可

以配置布草前端矫正装置, 用于处理厚重

和大件布草。该装置可以将厚重布草的前

端进行拉直, 并且可以处理不同尺寸的混

合布草。

最新型的 JENSEN 送进机

具有 “软接触” 展布夹的新型 Jenfeed 

Logic Plus 送进机是在 700 多台 Jenfeed 

Logic 和 850 台 Jenfeed Variant 送进机成

功安装的基础研制成功的。

最佳人体工程学

备受赞誉的可单独调节送进高度的设

计概念, 源自J ENSEN 于 1992 年推出的 

Jenfeed Logic 系列送进机。现在这个概念 

(JENSEN 专利）在市场上仍然是独一无二

的, 它充分考虑到了操作员的操作舒适度,

最符合人体工程学。

可目视检查

在进行床单, 被套和台布的大件模式送进

作业中, 站在机器之前的所有操作员都可

观察到整个布草送进过程, 并监督质量。

布草从送进位置一直被提升到展布与传送

位置, 当布草长度不超过 2000 mm 时, 不

需要在机器前面挖地坑。

独特的可旋转 的 “软接触”” 
展布夹
 

最佳的夹具

与传统展布夹相比, “软接触” 展布夹通

过气垫系统发挥作用, 具有新的特性。展

布夹接收到布草后, 伸展夹的气垫会自动

加压, 从而使布草的边角得到最佳固定, 并

且无论布草的厚度和层数如何变化, 都可

确保持续的最佳夹持力。

最佳的传送角度

展布夹可从垂直布草接收位置旋转至水平

布草传送位置的性能确保布草前端始终保

持平直。此外, 当展布夹将布草的前端释

放在吸风横梁上之后, 展布夹继续向布草

的两旁移动, 从而使布草的边角被拉平直, 

随后整个布草被传送到吸风横梁上。

快速送进
— 满足床单的送进需要

送进步骤:

  把布草的两个边角夹入高度可调节的送进夹

具内

2 “软接触” 展布夹位于一个垂直接收位置

 

3   布草从送进夹传送到“软接触” 展布夹

 
4 “ 软接触” 展布夹旋转到水平位置, 开始伸

展布草

 

5   布草被快速而轻柔地在吸风横梁上展开

 

6   展布夹释放布草的边角, 将布草放到吸风横

梁上, 展布夹向两旁移开, 布草的边角被拉平

顶级的展布质量
— 满足台布的送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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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件布草多功能送进机

大件送进模式

同 JENSEN 以往的送进机一样, 根据客户

对送进质量与速度方面的不同需求, Logic 

Plus 送进机可选配各种装置。

Jenfeed Logic Plus 大小件布草送进机的特点: 

A  吸风箱 

B  送进夹 

C  展布带（大件） 

D  捡拾辊 

E  台布抖动功能  

F  伸展刷 

G  “软接触” 展布夹 

H  吸风横梁（带布草前端矫正装置） 

I  入口传送带 

J  拉伸传送带 

K  伸展刷 

L  出口传送带

小件送进模式

在小件送进模式作业中, 送进机  的顶

部向后移动, 送进夹 2  上升。入口传送

带 3  的位置控制捡拾辊 4  和吸风箱 
5  的位置。在小件送进模式下, 它们的

位置全部下移。仅用于大件模式下的展布

带 6  当每个通道中的展布板 7  被激

活时, 停止工作。每个通道都配有独立的

展布板, 这些展布板可成对工作, 该项配置

源于备受赞誉的 Jenfeed Variant 系列送进

机 。在小件送进模式下, 将送进机的顶部

向后移开, 操作员在机器之前工作时, 其上

方没有机械部件, 操作安全。

吸风箱将布草的尾端 A  向下吸附, 从而新的布草 C   

能够伸展开并进行传送。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获得最佳的送

进速度。

在小件送进模式下, 可以将送进机的上半部分整体向后移动, 

在送进机前获得最佳的工作条件。



型号:

3 或 4 个高度可调节的送进站用于在 1 个通道, 2 

个通道或 1 和 2 个组合型通道中送进大件布草

适用于小件布草在 3, 4 或  5 个通道操作

Jenfeed Logic Plus Automatic 适用于从 Jenrail 

2000  Automatic 远程送进系统送进大件布草

最大生产能力：

1 通道操作：1200件*

2 通道操作：2200件*

*   最大生产能力取决于布草尺寸和送进站数量以

及送进机的展布夹数量

多功能大小件布草送进机

送进小件布草，4个通道。机器顶部移开，
送进传送带下降，进行小件送进。布草车
传送布草

送进大件布草，1&2个通道，4个送进工位，
传送带传送布草，或4个通道送进小件布草

送进大件布草，1&2个通道，3个送进工位，
传送带传送布草

送进机

大件折叠机、码堆机

平烫机

送进机

典型的安装方式

大件折叠机、码堆机

平烫机

小件折叠机、码堆机

大件折叠机、码堆机

平烫机

送进机

小件折叠机、码堆机

大件布草自动送进

大、小件布草手动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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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触摸屏的 Jentrol HMI PLC 控制系统

精确送进需要超快并精确的控制。Jentrol 

HMI PLC 是最新, 最先进的带有触摸屏的

PLC 控制系统, 可确保对送进参数进行最优

控制。尤其是在高品质的平烫生产线上, 

它是确保整个平烫生产线精确的送进, 展

布和吸风等功能, 以及正确的速度与控制

的一个重要因素。 

易于使用的人机界面

Jentrol HMI 有一个快速, 精确的处理器, 一

个易于使用的人机界面, 支持多国语言, 可

选配远程系统服务。Jentrol HMI 可用于最

先进 Cockpit 管理信息系统, 该系统包括生

产状态, 资源和维护状态的实时可视化。

多达 99 种不同类别的详细信息, 包括：

• 种类重新设定后的运转记录

•  每个类别件数统计, 每个工作站, 返洗

和织补总数统计

• 故障, 如堵塞, 最近警报和错误

安装

从规划，设计和技术支持，JENSEN 都是您

强大的合作伙伴。 JENSEN 的服务工程师

和 JENSEN 特约经销商为您提供专业的设

备安装服务。

服务

JENSEN 团队和 JENSEN 全球的代理商为您

提供本土化的售后服务和零配件支持。

JENSEN 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提供电话和现

场全方位的售后服务支持。

联系我们...

JENSEN 可为洗衣行业提供整体化的重型

工业洗涤方案，并按客户的要求进行规

划、交付和安装。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

联系我们的各地销售公司和特约经销商。

您所在地的联系人的具体地址和电话号码

请访问网站 www.jensen-group.com

Jentrol HMI PLC 触摸屏控制系统

联系方式

www.jensen-group.com

扫描以上二维码，可以访问我们相关产品

的视频和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