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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智能水洗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高效智能水洗机，包括

基座，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座上部左侧设有初洗

箱，所述初洗箱右侧设有若干次洗箱，所述初洗

箱上部左侧设有进布机构，所述初洗箱和次洗箱

上部右侧均设有导布机构，所述基座上部右侧设

有出布机构。本实用新型单元结构统一，便于安

装维修，利用染厂空间位置减少水洗机安装使用

位置，尽可能满足不同品种的纺织品实现高效的

水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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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智能水洗机，包括基座，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座上部左侧设有初洗箱，所述

初洗箱右侧设有若干次洗箱，所述初洗箱上部左侧设有进布机构，所述初洗箱和次洗箱上

部右侧均设有导布机构，所述基座上部右侧设有出布机构；

所述初洗箱包括初洗腔和设置在初洗腔左侧的进布仓，

所述次洗箱包括次洗腔和设置在次洗腔左侧的电磁波反应腔，所述电磁波反应腔中间

位置设有储布仓，所述电磁波反应腔内部设有若干电磁波发生器，

所述初洗腔和次洗腔前侧均设有若干视窗口，所述初洗腔和次洗腔下部均设有四个水

槽，四个所述水槽所处的高度从左至右依次上升，四个所述水槽内转动设置有震荡辊，最右

侧的所述水槽底部设有温度传感器和加热管，

所述储布仓上部设有抑制口，所述抑制口上方设有导入辊，所述储布仓上位于抑制口

下方位置处设有喷淋机构，所述喷淋机构包括供液管和连接法兰，所述供液管位于储布仓

内的部分开设有若干喷淋口，所述供液管右侧设有挡板；

所述进布机构包括进布架，所述进布架上转动设置有三个进布辊，所述进布架下部左

侧连接有支撑块，所述支撑块右侧与初洗箱左侧抵接；

所述导布机构包括导布架、四个导布辊、传动轮架，所述传动轮架上方转动设置有第一

传动轮，四个所述导布辊的中间位置设有第二传动轮，所述导布架左侧设有两个第三传动

轮，所述导布架下部转动设置有展布辊，所述导布架右侧转动设置有第四传动轮，所述导布

架上部设置有上轧辊支架和下轧辊支架，所述上轧辊支架之间、下轧辊支架之间分别设置

有上轧辊和下轧辊，所述导布架左侧上部设有升降气缸，所述升降气缸内设置有升降气缸

活塞杆，所述升降气缸活塞杆上端通过连接块与上轧辊支架左端铰接，所述传动轮架右侧

设有张紧座，所述张紧座内滑动设置有滑块，所述滑块上转动设置有张紧轮，所述张紧座右

侧设置有张紧气缸，所述张紧气缸内设置有张紧气缸活塞杆，所述张紧气缸活塞杆左端与

滑块右端相连接，所述第一传动轮、导布辊、第二传动轮、第三传动轮、展布辊、第四传动轮、

下轧辊之间连接有同步带；

所述出布机构包括立柱，所述立柱上部连接有支撑板，所述支撑板上部设置有第一电

机和第二电机，所述支撑板前侧设有主动齿轮，所述支撑板下侧设置有从动齿轮，所述主动

齿轮和从动齿轮相啮合，所述从动齿轮上铰接有拉杆，所述支撑板右侧设置有摆布机构，所

述拉杆右端与摆布机构铰接，所述摆布机构包括两块摆臂，所述两块摆臂上部之间设置有

链轮，所述两块摆臂下部之间设置有上摆布辊和下摆布辊，所述链轮和下摆布辊之间设置

有平皮带，所述上摆布辊抵靠于平皮带，所述第一电机的电机轴和主动齿轮、第二电机的电

机轴和链轮之间连接有传动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智能水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座左右两侧分别设

有供料小车和收料小车。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效智能水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供料小车和收料小车

均包括车斗，所述车斗下部设有两个滚轮和一个万向轮，所述车斗上部设有车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智能水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磁波发生器的数量

为六个，六个所述电磁波发生器三三分布于储布仓左右两侧。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智能水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挡板包括固定于供液

管上部的横板，所述横板右侧连接有倾斜向下的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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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智能水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温度传感器的型号为

PT100。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209211086 U

3



一种高效智能水洗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中机械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高效智能水洗机。

背景技术

[0002] 响应国家提倡的绿色生产理念，针对生产效率低、能耗大、排污大的生产现状，尤

其在染厂能耗和排污较大的水洗环节，通过工艺流程改进和设备的创新，实现节能减排智

能化生产的目的，为社会和企业创造高效的技术生产力。目前针对印染厂生产环节、原料及

织物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连续式水洗机：普通平幅水洗，平幅主动辊水洗，平幅带堆置水

洗，平幅松式大网筒水洗，松式绳状水洗，每种机型都有运用的洗涤手段和各自的优缺点。

因此，需要采用新进有效的技术手段，最大限度提高水洗效果，同时能实现节能减排智能生

产的目标。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高效智能水洗机。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5] 一种高效智能水洗机，包括基座，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座上部左侧设有初洗箱，所

述初洗箱右侧设有若干次洗箱，所述初洗箱上部左侧设有进布机构，所述初洗箱和次洗箱

上部右侧均设有导布机构，所述基座上部右侧设有出布机构，

[0006] 所述初洗箱包括初洗腔和设置在初洗腔左侧的进布仓，

[0007] 所述次洗箱包括次洗腔和设置在次洗腔左侧的电磁波反应腔，所述电磁波反应腔

中间位置设有储布仓，所述电磁波反应腔内部设有若干电磁波发生器，

[0008] 所述初洗腔和次洗腔前侧均设有若干视窗口，所述初洗腔和次洗腔下部均设有四

个水槽，四个所述水槽所处的高度从左至右依次依次上升，四个所述水槽内转动设置有震

荡辊，所述最右侧的水槽底部设有温度传感器和加热管，

[0009] 所述储布仓上部设有抑制口，所述抑制口上方设有导入辊，所述储布仓上位于抑

制口下方位置处设有喷淋机构，所述喷淋机构包括供液管和连接法兰，所述供液管位于储

布仓内的部分开设有若干喷淋口，所述供液管右侧设有挡板，供液管的喷淋口中喷出的液

体喷到挡板上反射，液滴更均匀地落在布面上，

[0010] 所述进布机构包括进布架，所述进布架上转动设置有三个进布辊，所述进布架下

部左侧连接有支撑块，所述支撑块右侧与初洗箱左侧抵接，

[0011] 所述导布机构包括导布架、四个导布辊、传动轮架，所述传动轮架上方转动设置有

第一传动轮，四个所述导布辊的中间位置设有第二传动轮，所述导布架左侧设有两个第三

传动轮，所述导布架下部转动设置有展布辊，所述导布架右侧转动设置有第四传动轮，所述

导布架上部设置有上轧辊支架和下轧辊支架，所述上轧辊支架之间、下轧辊支架之间分别

设置有上轧辊和下轧辊，所述导布架左侧上部设有升降气缸，所述升降气缸内设置有升降

气缸活塞杆，所述升降气缸活塞杆上端通过连接块与上轧辊支架左端铰接，所述传动轮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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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设有张紧座，所述张紧座内滑动设置有滑块，所述滑块上转动设置有张紧轮，所述张紧

座右侧设置有张紧气缸，所述张紧气缸内设置有张紧气缸活塞杆，所述张紧气缸活塞杆左

端与滑块右端相连接，所述第一传动轮、导布辊、第二传动轮、第三传动轮、展布辊、第四传

动轮、下轧辊之间连接有同步带，张紧气缸控制张紧气缸活塞杆伸缩，带动滑块在张紧座内

移动，使同步带保持张紧状态，经水槽洗涤后的布料由展布辊展开，升降气缸控制升降气缸

活塞杆伸长，通过连接块带动上轧辊支架转动，从而减少上轧辊和下轧辊之间的距离，将布

料中的液体轧出，以进入下一步工序，

[0012] 所述出布机构包括立柱，所述立柱上部连接有支撑板，所述支撑板上部设置有第

一电机和第二电机，所述支撑板前侧设有主动齿轮，所述支撑板下侧设置有从动齿轮，所述

主动齿轮和从动齿轮相啮合，所述从动齿轮上铰接有拉杆，所述支撑板右侧设置有摆布机

构，所述拉杆右端与摆布机构铰接，所述摆布机构包括两块摆臂，所述两块摆臂上部之间设

置有链轮，所述两块摆臂下部之间设置有上摆布辊和下摆布辊，所述链轮和下摆布辊之间

设置有平皮带，所述上摆布辊抵靠于平皮带，所述第一电机的电机轴和主动齿轮、第二电机

的电机轴和链轮之间连接有传动带，第一电机驱动主动齿轮转动，主动齿轮再带动从动齿

轮转动，从动齿轮转动的过程中带动拉杆做来回运动时，控制摆臂摆动，使布料摆动者落入

下方的收料小车中。

[0013] 作为优选，所述基座左右两侧分别设有供料小车和收料小车。

[0014] 作为优选，所述供料小车和收料小车均包括车斗，所述车斗下部设有两个滚轮和

一个万向轮，所述车斗上部设有车把。

[0015] 作为优选，所述电磁波发生器的数量为六个，六个所述电磁波发生器三三分布于

储布仓左右两侧。

[0016] 作为优选，所述挡板包括固定于供液管上部的横板，所述横板右侧连接有倾斜向

下的斜板。

[0017] 作为优选，温度传感器的型号为PT100。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采用控制温度、使用电磁波、堆置、震

荡水流冲击、高频震动等技术手段，最大限度提高水洗效果，同时能实现节能减排智能生产

的目标。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初洗箱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次洗箱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喷淋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进布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为导布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7为出布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8为摆布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9为供料小车和收料小车的结构示意图。

[0028] 附图标记：1、供料小车；2、初洗箱；3、次洗箱；4、进布机构；5、导布机构；6、出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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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7、收料小车；8、基座；

[0029] 101、车斗；102、车把；103、滚轮；104、万向轮；

[0030] 201、初洗腔；202、进布仓；203、水槽；204、震荡辊；205、温度传感器；206、加热管；

207、视窗口；

[0031] 301、次洗腔；302、电磁波反应腔；303、储布仓；304、电磁波发生器；305、导入辊；

306、抑制口；307、喷淋机构；308、连接法兰；309、供液管；310、喷淋口；311、挡板；

[0032] 401、进布架；402、支撑块；403、进布辊

[0033] 501、导布架；502、传动轮架；503、第一传动轮；504、导布辊；505、第二传动轮；506、

张紧气缸；507、张紧气缸活塞杆；508、张紧座；509、滑块；510、张紧轮；511、第三传动轮；

512、升降气缸；513、升降气缸活塞杆；514、连接块；515、上轧辊支架；516、上轧辊；517、下轧

辊支架；518、下轧辊；519、第四传动轮；520、展布辊；521、同步带；

[0034] 601、立柱；602、支撑板；603、出布辊；604、主动齿轮；605、从动齿轮；606、拉杆；

607、链轮；608、摆臂；609、上摆布辊；610、下摆布辊；611、平皮带；612、第一电机；613、第二

电机；614、摆布机构。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结合附图1-9所示，一种高效智能水洗机，包括基座8，基座8上部左侧设有初洗箱

2，初洗箱2右侧设有若干次洗箱3，初洗箱2上部左侧设有进布机构4，初洗箱2和次洗箱3上

部右侧均设有导布机构5，基座8上部右侧设有出布机构6，

[0036] 初洗箱2包括初洗腔201和设置在初洗腔201左侧的进布仓202，

[0037] 次洗箱3包括次洗腔301和设置在次洗腔301左侧的电磁波反应腔302，电磁波反应

腔302中间位置设有储布仓304，电磁波反应腔302内部设有若干电磁波发生器304，

[0038] 初洗腔201和次洗腔301前侧均设有若干视窗口207，初洗腔201和次洗腔301下部

均设有四个水槽203，四个水槽203所处的高度从左至右依次依次上升，四个水槽203内转动

设置有震荡辊204，最右侧的水槽203底部设有温度传感器205和加热管206，

[0039] 储布仓303上部设有抑制口306，抑制口306上方设有导入辊305，储布仓303上位于

抑制口306下方位置处设有喷淋机构307，喷淋机构307包括供液管309和连接法兰308，供液

管309位于储布仓303内的部分开设有若干喷淋口310，供液管309右侧设有挡板311，

[0040] 进布机构4包括进布架401，进布架401上转动设置有三个进布辊403，进布架401下

部左侧连接有支撑块402，支撑块402右侧与初洗箱2左侧抵接，

[0041] 导布机构5包括导布架501、四个导布辊504、传动轮架502，传动轮架502上方转动

设置有第一传动轮503，四个导布辊504的中间位置设有第二传动轮505，导布架501左侧设

有两个第三传动轮511，导布架501下部转动设置有展布辊520，导布架501右侧转动设置有

第四传动轮519，导布架501上部设置有上轧辊支架515和下轧辊支架516，上轧辊支架515之

间、下轧辊支架516之间分别设置有上轧辊516和下轧辊518，导布架501左侧上部设有升降

气缸512，升降气缸512内设置有升降气缸活塞杆513，升降气缸活塞杆513上端通过连接块

514与上轧辊支架515左端铰接，传动轮架502右侧设有张紧座508，张紧座508内滑动设置有

滑块509，滑块509上转动设置有张紧轮510，张紧座508右侧设置有张紧气缸506，张紧气缸

506内设置有张紧气缸活塞杆507，张紧气缸活塞杆507左端与滑块509右端相连接，第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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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轮503、导布辊504、第二传动轮504、第三传动轮511、展布辊520、第四传动轮519、下轧辊

518之间连接有同步带521，

[0042] 出布机构6包括立柱601，立柱601上部连接有支撑板602，支撑板602上部设置有第

一电机612和第二电机613，支撑板602前侧设有主动齿轮604，支撑板602下侧设置有从动齿

轮605，主动齿轮604和从动齿轮605相啮合，从动齿轮605上铰接有拉杆606，支撑板602右侧

设置有摆布机构614，拉杆606右端与摆布机构614铰接，摆布机构614包括两块摆臂608，两

块摆臂608上部之间设置有链轮607，两块摆臂下部之间设置有上摆布辊609和下摆布辊

610，链轮607和下摆布辊610之间设置有平皮带611，上摆布辊609抵靠于平皮带611，第一电

机612的电机轴和主动齿轮604、第二电机613的电机轴和链轮607之间连接有传动带。

[0043] 作为优选，基座8左右两侧分别设有供料小车1和收料小车7。

[0044] 作为优选，供料小车1和收料小车7均包括车斗101，车斗101下部设有两个滚轮103

和一个万向轮104，车斗101上部设有车把102。

[0045] 作为优选，电磁波发生器304的数量为六个，六个电磁波发生器304三三分布于储

布仓303左右两侧。

[0046] 作为优选，挡板311包括固定于供液管309上部的横板，横板右侧连接有倾斜向下

的斜板。

[0047] 作为优选，温度传感器205的型号为PT100。

[004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单元结构统一，便于安装维修，利用

染厂空间位置减少水洗机安装使用位置，尽可能满足不同品种的纺织品实现高效的水洗效

果。

[0049] 水洗加热采用最后一个水槽203加热，其余三个水槽203不配置加热管，通过溢流

的方式经过其余三个水槽203，温控也只测定最后一个水槽203的温度，减少能源的浪费，并

充分利用水资源。

[0050] 电磁波采用设六用四的方法设计，正常配置六个电磁波发生器304，正常使用四个

电磁波发生器304，通过PLC控制交替使用延长电磁波发生器304使用寿命。

[0051] 采用控制温度、使用电磁波、堆置、震荡水流冲击、高频震动等技术手段，可以实现

了污垢的分离及污垢与溶剂的扩散，最大限度提高水洗效果，同时能实现节能减排智能生

产的目标。

[0052]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

上述实施例，凡属于本实用新型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当指

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

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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