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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ail
适用于脏污和洁净布草的自动化
洗衣输送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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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污布草分类系统

•包裹分类系统

•统计系统

•吊袋处理和存储系统

•真空吸风传输系统

•传输带

Futurail
全套洗衣输送系统

初级储存系统1 分类储存系统2  洁净衣物工作系统3

分拣系统 隧道式连续洗衣机 送进机  平烫机  折叠机     码堆机 压榨式脱水机 
往复式穿梭机       

烘干机    

脏污布草接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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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储存系统

初级储存系统是衣物输送储存过程的第一

阶段。未分类的脏污布草从运输车上卸下, 

然后

装载到Futurail初级储存系统上。这些衣物

被快速高效地收集升运到储存系统上, 在运

送到分拣区之前这些脏污布草将在储存系

统中停留一段时间。

主要特性

•可快速卸载运输车上的脏污布草

•可区分不同衣物, 客户或洗衣路线

•可简单目视检查相关工作

• 先进先出 (FIFO) 或按需选择布草运送至

分类区

分类储存系统

一旦脏污布草从初级储存系统上释放下来

后, 这些脏污布草将被分拣并分批次进行称

重（或计数）。然后, 这些批次的脏污布草

在运送到洗衣间进行处理之前将被先储存

起来。各种不同的Futurail传输系统可处理

这些所有的操作。

主要特征

• 用于各种应用场合的分拣系统和计数系

统

•具有区分不同客户或洗衣路线的能力

•自动累加机器载荷

• 全新的软件, 进一步优化吊袋装载到洗衣

设备的顺序

• 从分拣区到洁净布草整理区, 可全程跟踪

各批次布草的处理过程

•自动将衣物装载到洗衣机

洁净布草输送系统

各批次从洗衣间运送出来的洁净布草或已

处理过的布草自动地被运送到洁净区内的

另一个高架储存系统。然后再根据需要或

者按类别将各批布草运送到相应的平烫生

产线上。

主要特性

•快速高效地将衣物从烘干机上卸载

• 洁净布草储存系统有助于确保将衣物以

稳定的速度送至平烫生产线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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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轨和吊车规格

导轨和滑轮进行了很大的升级更新：

• 增加了系统的装载量

• 延长了系统的使用寿命

• 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和使用效果

•减少了维护费用

• 兼容现有的Futurail吊袋系统

导轨主要特性

1
 201级不锈钢材质

•系统可靠性增强

•负载承受能力提高

•导轨使用寿命延长

•防腐蚀性

2
 导轨接头固定在顶部和底部

•可靠性增强

3
 电气件和气动件安装在导轨顶部

•安装更快捷

•外观更加整洁美观

4
 兼容现有的Futurail吊袋系统

•老Futurail吊袋系统可以扩展或升级

吊车主要特性

1
 吊车车体采用6mm的压制钢件

•提高了装载量

2
 独特的下臂总成

• 当吊袋停止时, 吊车保持垂直—减少了对

导轨的损伤

•减少了导轨和吊车的磨损

3
 塑料滑轮

•滑轮易更换

•操作运行更安静

•延长了导轨使用寿命

4
 轴承可更换

•减少维护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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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轨清洁t装置

该装置在导轨上自动运行, 保持导轨表面清

洁, 有助于增强系统的可靠性和减少维修费

用。

摩擦轮传动

该装置延着导轨通过摩擦轮进行传动。它

在导轨上占有和吊袋相同大小的空间。当

它遇到另一个吊袋时, 通过传感器的指令, 

它将会停止运行。. 

 

电池供电

该装置通过12V的电池供电。随时监控电

量的状态, 及时在地面的维修站进行充电。

吸风装置收集灰尘

通过吸风装置的清洁刷将灰尘收集机器的

吸尘室。之后, 在地面维修站进行清空。

远程控制

该装置通过Futurail系统的PLC控制系统进行

远程控制。清洁路径, 导轨状态, 清洁车的

位置等信息都显示在PLC电脑终端上。

吊袋维护

Futurail吊袋维护系统自动去除需要提前维

护的吊袋, 确保吊袋系统可靠运行。吊袋可

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调离：

根据吊袋的运行状况

空吊袋的运行速度是受监测的。如果任何

吊袋的速度多次低于预设值, 该吊袋将会自

动地调离到维修导轨。

根据吊袋的编号

可以对吊袋进行编组, 多个吊袋可以同时调

离运行轨道。这样可以一次调离多个预设

的吊袋数量到维修导轨。

根据目测观察

通过在系统里输入具体的吊袋编号, 该吊袋

将会被调离进行维护。该功能主要用于当

某个吊袋有明显的缺陷需要及时处理时。

通过在系统终端点击每个吊袋就可以了解

该吊袋以前的维护记录信息。

吊袋维护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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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号 每批重量  分拣站宽度 x
  kg/lbs mm/inch
	 A	 50/110	 1000/40	
	 B	 75/165	 1250/50
	 C	 120/265		 1500/60

不锈钢滑槽和料斗结构

• 耐腐蚀

•各工作站易于清洗 

通过工业称重传感器进行电子称重

•准确的批次洗涤量

• 准确的称重数据, 便于计价和编制生产

报告

主要特征
容量高达 120 Kg/265 Lbs

分拣操作人员可站在地面进行操作

•更舒适的工作条件

• 可从分拣传输带上进行布草分拣, 也可

直接从手推车上进行布草分拣

• 无需平台, 也无需挖掘地面

• 净空高度要求低

滑槽开口大

•分拣处理能力强

• 分拣准确度高

Trans-Sort传输分类系统
Trans-Sort系统是第一个可对每批重不超过 120 Kg (265Lbs) 的布草批次进行自动分拣且无需

分拣平台, 无需挖掘地面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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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征
容量高达120kg/265 lbs

紧凑的串联结构

•节省场地空间

与转盘式传送带分类装置完美结合

•分拣处理能力强

滑槽开口大

•分拣处理能力强 

•分拣准确度高

不锈钢滑槽和料斗结构

•无腐蚀

•各工作站易于清洗

 电子称重

•准确的批次洗涤量

• 准确的称重数据, 便于计价和编制生

产报告

降低了分拣平台高度

•舒适的工作条件

•降低了净空高度要求

双门设计（可选）

• 吊袋切换期间分拣无中断

 型号 最大每批重量   分拣站宽度 x
  kg/lbs mm/inch
	 A	 50/110	 1500/60	
	 B	 90/198	 2180/86
	 C	 120/265		 2725/108

Multi-Sort多种类分拣系统
该系统主要适用于布草分类数量众多的洗衣工厂。Multi-Sort多种类分拣系统非常适合使用转盘

式传送带分类, 未经分类的布草经传送带返回到操作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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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Sort分拣系统
这个独特的分拣系统使后面各站更靠近操作员, 显著降低了分拣工作的劳动强度。

主要特性
容量高达 120 kg/265 lbs

•降低了分拣工作的劳动强度

•分拣准确度高

•分拣处理能力强

紧凑设计

•节省场地空间

不锈钢滑槽和料斗结构

•无腐蚀

•各工作站易于清洗

降低了分拣平台高度

•舒适的工作条件

•降低了净空高度要求 

电子称重

•准确的批次洗涤量

• 准确的称重数据, 便于计价和编制生产

报告

双门设计（可选）

• 吊袋切换期间分类无中断

 最大每批重量  分拣站宽度 x
 kg/lbs mm/inch
		 50/110	 1500/60	
		 90/198	 2180/86
		 120/265		 272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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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Sort连续分拣系统
连续式分拣系统适合分拣大量的布草。与Futurail其它的分拣系统不同, 经过该分拣系统分

类过的布草直接进入吊袋, 减少了传输带的使用。

主要特性
容量高达 120 kg/265 lbs

标准双门设计

• 吊袋切换期间分类无中断

滑槽开口大

•分拣处理能力强

•分拣准确度高/返洗少

不锈钢滑槽和料斗结构

• 无腐蚀

•各工作站易于清洗

电子称重

• 准确的批次洗涤量

• 准确的称重数据, 便于计价和编制生产

报告

 最大每批重量  分拣站宽度 x
 kg/lbs mm/inch
		 50/110	 1500/60	
		 90/198	 2180/86
		 120/265		 272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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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吸风分拣

大件布草在分拣前就通过真空吸风管道进

行移除, 进入称重料斗内。  

大件布草在分拣前移除

•提高分拣效率

•提高分拣能力

大件布草在

•减少重复处理, 提高生产率

真空吸风帮助分拣大件布草 

•减少劳动量

分拣选配项

类别显示

17”彩色显示装置固定在每一个分拣工作站

上, 用来显示以下实时信息：

类别描述及图片

•分拣错误很少/返洗率低

•语言识别障碍小

分拣效率与目标值的对比

• 分拣效率高 

分拣工作站的有效性

• 设备的性能可以监测

账户, 用户名称显示

• 不同的账户分离简便

重量显示

• 洗涤批次更加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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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显示 种类显示

吊袋调用界面

洗涤过程中布草污染最小化 

•减少返洗和损伤布草

优化烘干机的利用率

•提高洗涤工厂生产能力

系统自动应对意外事件, 比如机器停机等

•减少瓶颈

•提高洗涤工厂的生产能力

不同的客户自动分离

•节省劳力

•提高客户满意度

Futurail吊袋系统可以存储和装载布草到洗

涤设备, 提高了生产效率。类似一个GPS导

航系统, 根据工厂布草传输的实际“交通”

状况, 有效地引导布草到不同的目的地。该

布草存储和输送系统可以保证洗涤设备的

最大利用率, 提高生产效率。无论是脏污

布草还是洁净布草都可以保持传输路线畅

通。Futurail吊袋系统在可持续的洗衣自动

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不可或缺。

吊袋优化调用程充

这个获得专利的软件包, 主要用于根据以下

工厂的实时数据优化来自洗衣车间的脏污

布草的存储到后整理设备的调用次序。

•每类布草的生产目标与实际生产量

•洗涤兼容性

•烘干时间和烘干能力

•脏污区和洁净区的布草存储水平 

在选择装载下一批次脏污布草进行洗涤之

前, 系统会检查一下以上的数据, 对每一个

可能的布草批次做一个评分。根据这个评

分进行选择调用布草批次。一旦该过程完

成, 下一批次布草也将依次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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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jensen-group.com

联系方式

安装

JENSEN很荣幸能帮助规划您的洗衣房, 我们

可为您提供优异的咨询服务, 设备布局与技

术数据。获得授权的经销商或JENSEN公司

的服务工程师为您提供设备安装服务, 以确

保其正常运行。

服务

此外, JENSEN公司还通过由高素质的销售

服务中心及经销商组成的全球网络为客户

提供优异的售后服务, 包括设备维护和零

配件服务。

联系我们

JENSEN可为洗衣行业提供全套大型洗衣设

备, 并按客户的规格要求交付和安装。如需

了解更多建议和信息, 请联系我们, 或访问公

司网站 www.jensen-group.com (中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