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699845.3

(22)申请日 2016.08.1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36997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2.01

(73)专利权人 海宁兄弟家具有限公司

地址 314400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昌街

道隆兴路116号

(72)发明人 朱银鉴　沈锡锋　

(74)专利代理机构 嘉兴永航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33265

代理人 江程鹏

(51)Int.Cl.

F26B 13/08(2006.01)

F26B 21/00(2006.01)

F26B 23/04(2006.01)

(56)对比文件

GB 235402 A,1925.06.18,说明书第2页右

栏第91行-第3页左栏第42行及附图.

GB 235402 A,1925.06.18,说明书第2页右

栏第91行-第3页左栏第42行及附图.

CN 203629231 U,2014.06.04,说明书

[0013]-[0014]段及附图1.

CN 202618248 U,2012.12.26,说明书

[0014]段及附图1.

CN 205209144 U,2016.05.04,说明书

[0013]-[0017]段及附图1.

CN 203657377 U,2014.06.18,说明书

[0009]段及附图1.

CN 105605888 A,2016.05.25,说明书

[0008]段、[0015]段及附图1-4.

JP 特开平11-333860 A,1999.12.07,说明

书[0024]-[0028]段及附图1.

CN 105180613 A,2015.12.23,说明书

[0014]段及附图1.

US 3434222 A,1969.03.25,说明书第3栏第

29行-第4栏第59行及附图1.

CN 203629232 U,2014.06.04,说明书

[0014]-[0018]段及附图1.

审查员 魏琰

 

(54)发明名称

一种面料的烘干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面料烘干装置，属于纺织

机械技术领域。它解决了现有面料烘干装置烘干

效果差的问题。本面料的烘干装置，包括烘干室

和加热室，烘干室内设置有加热器一，加热室的

内部设置有中央控制器和若干个加热器二，加热

器二与中央控制器电性连接，加热室的一端设置

有空气缓冲室，空气缓冲室具有与外界相连通的

空气进口，且空气缓冲室内设置有抽风机一，加

热室的另一端与烘干室之间通过过渡室相连通，

过渡室内设置有抽风机二。它通过加热室进行辅

助加热，能够提高和保证烘干室内的烘干温度，

提高烘干速率，保证烘干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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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面料的烘干装置，包括烘干室(13)，所述烘干室(13)内设置有加热器一(17)，其

特征在于，所述烘干装置还包括加热室(1)，所述加热室(1)的内部设置有中央控制器(3)和

若干个加热器二(2)，所述加热器二(2)与中央控制器(3)电性连接，所述加热室(1)的一端

设置有空气缓冲室(6)，所述空气缓冲室(6)具有与外界相连通的空气进口(7)，且空气缓冲

室(6)内设置有抽风机一(4)，所述加热室(1)的另一端与烘干室(13)之间通过过渡室(5)相

连通，所述过渡室(5)内设置有抽风机二(10)，所述加热器一(17)连接在烘干室(13)的底面

上，且加热器一(17)的加热口朝上，所述加热器一(17)的上方设置有朝上送风的风扇(18)，

所述烘干室(13)内还设置有湿度感应器(30)，所述湿度感应器(30)与中央控制器(3)电性

连接，所述烘干室(13)顶部具有若干个排气口(24)，所述排气口(24)位于加热器一(17)的

上方，且排气口(24)的位置与加热器一(17)的位置一一对应设置，所述排气口(24)上覆盖

有由中央控制器(3)控制进行开启或关闭的盖板(9)，所述烘干室(13)的上方还设置有一集

热箱(25)，所述集热箱(25)具有向下敞口的集热口(26)，所述空气缓冲室(6)与集热箱(25)

相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面料的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烘干室(13)内设置有温度

感应器一(28)，所述加热室(1)内设置有温度感应器二(29)，所述温度感应器一(28)和温度

感应器二(29)均与中央控制器(3)电性连接，且加热器一(17)、加热器二(2)、抽风机一(4)

和抽风机二(10)均与中央控制器(3)电性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面料的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室(1)的顶部高度低

于烘干室(13)的顶部高度，所述烘干室(13)与加热室(1)相连的一侧侧面具有烘干进口

(14)，所述烘干进口(14)高于加热室(1)的顶部，所述加热室(1)与烘干室(13)相连接的一

端顶部设置有支撑架(11)，所述支撑架(11)设置有用于向烘干室(13)送入面料的送料辊

(12)。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面料的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抽风机二(10)的出风管

(101)伸入至烘干室(13)，且出风管(101)倾斜向上设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所述的面料的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烘干室(13)内

设置有若干个竖直设置的支撑杆(16)，各支撑杆(16)的顶端均设置有一对相对设置的烘干

辊(15)，各对烘干辊(15)沿着面料的传送方向呈波浪式设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所述的面料的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集热箱(25)的

底面倾斜设置，且集热箱(25)的底部具有一集水槽(27)。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所述的面料的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烘干室(13)远

离加热室(1)的一侧侧面具有烘干出口(23)，所述烘干室(13)内还设置有固定座(19)、驱动

机(20)和成对设置的清理轮(21)，所述固定座(19)设置在近烘干出口(23)一端，所述驱动

机(20)连接在固定座(19)上，所述清理轮(21)连接在驱动机(20)，且清理轮(21)的轮面上

具有刷毛(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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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面料的烘干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纺织机械技术领域，涉及一种面料的烘干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面料的纺织练染过程中，对漂白后的面料进行烘干是必不可少的步骤，由于得

到的成型面料含有较高的水分，最后需要利用烘干设备来进行干燥定型，烘干机的好坏将

直接影响纺织物的质量。现有的面料烘干机在长时间的烘干过程中，由于处于一个相对的

密封状态，烘干机内空气的含湿量过大而导致烘干所需的时间比较长，烘干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的技术存在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面料的烘干装置，它

的烘干效果好且烘干效率高。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可通过下列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面料的烘干装置，包括烘干室，所

述烘干室内设置有加热器一，其特征在于，所述烘干装置还包括加热室，所述加热室的内部

设置有中央控制器和若干个加热器二，所述加热器二与中央控制器电性连接，所述加热室

的一端设置有空气缓冲室，所述空气缓冲室具有与外界相连通的空气进口，且空气缓冲室

内设置有抽风机一，所述加热室的另一端与烘干室之间通过过渡室相连通，所述过渡室内

设置有抽风机二。

[0005] 本烘干装置的工作原理如下，面料在烘干室中传送时，加热器一对烘干室里的温

度进行加热，从而对面料进行烘干；中央控制器运行抽风机一，将外界的空气通过空气进口

由空气缓冲室抽送到加热室内，加热室内的加热器二对空气进行加热并产生热气，抽风机

二将热气抽送到烘干室，可以保证进一步提高了整个烘干室的温度，加快了烘干速度。

[0006] 在上述的面料的烘干装置中，所述的烘干室内还设置有温度感应器一，所述加热

室内还设置有温度感应器二，所述温度感应器一和温度感应器二均与中央控制器电性连

接，且加热器一、加热器二、抽风机一和抽风机二均与中央控制器电性连接。温度感应器一

可以感知烘干室里的温度，如果温度过高，通过中央控制器运行抽风机二，增加散热的效

果，如果温度过低，则通过中央控制器运行加热器一，使得烘干室始终处于最佳的烘干效

果，当烘干室温度达不到工作温度时，温度感应器二能感应加热室的温度并将信号传给中

央控制器，在温度过低时，通过中央控制器使得加热器二加热，使得加热室温度升高，当加

热室的温度高于烘干室的温度后，通过抽风机二传送到烘干室。

[0007] 在上述的面料的烘干装置中，所述的加热室的顶部高度低于烘干室的顶部高度，

所述烘干室与加热室相连的一侧侧面具有烘干进口，所述烘干进口高于加热室的顶部，所

述加热室与烘干室相连接的一端顶部设置有支撑架，所述支撑架设置有用于向烘干室送入

面料的送料辊。

[0008] 在上述的面料的烘干装置中，所述的抽风机二的出风管伸入至烘干室，且出风管

倾斜向上设置。在热气通过出风管传送到烘干室时，出风管倾斜向上的设置可以使得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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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喷射到面料上，烘干效果更好。

[0009] 在上述的面料的烘干装置中，所述的烘干室内设置有若干个竖直设置的支撑杆，

各支撑杆的顶端均设置有一对相对设置的烘干辊，各对烘干辊沿着面料的传送方向呈波浪

式设置。面料进入到烘干室后，在相邻的烘干辊之间均为倾斜传送的方式，能够增大面料与

热空气的接触面积，同时由于面料为波浪式前进，还能延长在烘干室内的停留时间，使得面

料能有充分的时间进行烘干。

[0010] 在上述的面料的烘干装置中，所述的加热器一连接在烘干室的底面上，且加热器

一的加热口朝上，所述加热器一的上方设置有朝上送风的风扇。当加热器一运行产生热气

时，通过风扇将热气吹向面料，增加空气流通，从而加快了面料里水分的蒸发。

[0011] 在上述的面料的烘干装置中，所述的烘干室内还设置有湿度感应器，所述湿度感

应器与中央控制器电性连接，所述烘干室顶部具有若干个排气口，所述排气口位于加热器

一的上方，且排气口的位置与加热器一的位置一一对应设置。湿度感应器能够感应烘干室

的湿度，当湿度过高时，通过中央控制器使得湿气通过排气口排出；当加热器一运行时，热

气通过排气口可以更快的将气体排出，保持烘干室的湿度。

[0012] 作为另一种情况，在上述的面料的烘干装置中，所述的烘干室的上方还设置有一

集热箱，所述集热箱具有向下敞口的集热口，所述空气缓冲室与集热箱相连通。当热气通过

排气口排出时，集热箱可以通过集热口吸收蒸发的水分，并传送回空气缓冲室，保持热气的

循环使用。

[0013] 在上述的面料的烘干装置中，所述的集热箱的底面倾斜设置，且集热箱的底部具

有一集水槽。当一部分热气液化成水汽时，通过底面进入到集水槽中，加快加热器的工作效

率。

[0014] 在上述的面料的烘干装置中，所述的烘干室远离加热室的一侧侧面具有烘干出

口，所述烘干室内还设置有固定座、驱动机和成对设置的清理轮，所述固定座设置在近烘干

出口一端，所述驱动机连接在固定座上，所述清理轮连接在驱动机，且清理轮的轮面上具有

刷毛。清理轮是用驱动机带动的，运转的速度要比烘干机块，面料烘干后经过清理轮时，清

理轮带着刷毛快速的运转，能够对面料的表面起到清理作用。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面料的烘干装置具有以下优点：

[0016] 1、面料在烘干轮上传输时，加热器一会把烘干室里的温度进一步加热，并通过风

扇将热风吹向面料，加快了面料里水分的蒸发，蒸发的水分会通过排气口排到集热箱，并通

过空气缓冲室传到加热室，有利于循环使用；

[0017] 2、加热室里的热气通过抽风机二传送到烘干室，提高了整个烘干室的温度，烘干

速度快；

[0018] 3、烘干辊沿着面料的传送方向呈波浪式设置，可使面料与热风有充分的接触，同

时还具有充分的时间进行烘干，烘干效率高；

[0019] 4、面料烘干后经过清理轮时，清理轮带着刷毛快速的运转，能够去除面料表面的

灰尘或水珠。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面料的烘干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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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2是本面料的烘干装置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是本面料的烘干装置加上集热箱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1、加热室；2、加热器二；3、中央控制器；4、抽风机一；5、过渡室；6、空气缓冲

室；7、空气进口；8、控制开关；9、盖板；10、抽风机二；101、出风管；11、支撑架；12、送料辊；

13、烘干室；14、烘干进口；15、烘干辊；17、加热器一；18、风扇；19、固定座；20、驱动机；21、清

理轮；22、刷毛；23、烘干出口；24、排气口；25、集热箱；26、集热口；27、集水槽；28、温度感应

器一；29、温度感应器二；30、湿度感应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描述，

但本发明并不限于这些实施例。

[0025] 如图1、图2所示，本面料的烘干装置，包括相连通的加热室1烘干室13，加热室1的

顶部高度低于烘干室13的顶部高度，烘干室13与加热室1相连的一侧侧面具有烘干进口14，

烘干进口14高于加热室1的顶部，加热室1与烘干室13相连接的一端顶部设置有支撑架11，

支撑架11设置有用于向烘干室13送入面料的送料辊12，烘干室13远离加热室1的一侧侧面

具有烘干出口23。烘干室13内设置有加热器一17，加热器一17连接在烘干室13的底面上，且

加热器一17的加热口朝上，加热器一17的上方设置有朝上送风的风扇18。烘干室13内设置

有若干个竖直设置的支撑杆16，各支撑杆16的顶端均设置有一对相对设置的烘干辊15，各

对烘干辊15沿着面料的传送方向呈波浪式设置，面料在烘干辊15上进行传送时，与风扇吹

送的热空气具有较大的接触面积，同时面料在烘干室13内停留的时间相对较长。

[0026] 加热室1的内部设置有中央控制器3和若干个加热器二2，加热器二2与中央控制器

3电性连接，加热室1的一端设置有空气缓冲室6，空气缓冲室6具有与外界相连通的空气进

口7，且空气缓冲室6内设置有抽风机一4，加热室1的另一端与烘干室13之间通过过渡室5相

连通，过渡室5内设置有抽风机二10，风机二10的出风管101伸入至烘干室13，且出风管101

倾斜向上设置。在热气通过出风管101传送到烘干室13时，出风管101倾斜向上的设置可以

使得热气更快的接触到面料。

[0027] 进一步的，烘干室13顶壁开设有若干个排气口24，排气口24位于加热器一17的上

方，且排气口24的位置与加热器一17的位置一一对应设置，排气口24上覆盖盖板9，盖板9由

中央控制器3进行控制能够进行自动开启或关闭。烘干室13内腔的顶部还设置有温度感应

器一28和湿度感应器30，加热室1内设置有温度感应器二29，温度感应器一28、温度感应器

二29和湿度感应器30均与中央控制器3电性连接，且加热器一17、加热器二2、抽风机一4和

抽风机二10均与中央控制器3电性连接。

[0028] 本烘干装置在长时间烘干后，空气湿度会增大，当湿度感应器检测到湿度大于湿

度预设值时，中央控制器3打开设置在烘干室13顶部的盖板9，并通过排气口24进行排气，由

于热空气的排出，温度感应器一28将检测烘干室13的内部温度下降，中央控制器3加大加热

器二2的功率，提高加热室1输出空气的热量，从而保证烘干室13的烘干效率。当烘干室13的

湿度下降后，盖板9可自动关闭，当烘干室13的温度够高后，加热室1可自动停止加热。

[0029] 烘干室13内靠近烘干出口23一侧还设置有固定座19、驱动机20和成对设置的清理

轮21，固定座19设置在近烘干出口23一端，驱动机20连接在固定座19上，清理轮21连接在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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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20，且清理轮21的轮面上具有刷毛22。面料在烘干后经过清理轮21时，清理轮21带着刷

毛22快速的运转，能够去除面料表面的灰尘或水珠。

[0030] 如图3所示，进一步的，烘干室13的上方还设置有一集热箱25，集热箱25具有向下

敞口的集热口26，集热箱25具有冷凝装置，集热箱25的底面倾斜设置，且集热箱25的底部具

有一集水槽27，向上排出的热空气会通过排气口24排到集热箱25，并由冷凝装置将热空气

中的水气进行冷凝，冷凝的水可以汇集到集水槽27内。空气缓冲室6与集热箱25相连通，抽

风机一4可将集热箱25内湿度较小，且温度较高的热空气重新抽送到加热室1，有利于循环

使用。同时由于送料辊12位于集热箱25和加热室1之间，面料在进入烘干室13之前，还能在

两者散发的热量作用下得到初步的预热，提高后续的烘干效果。

[0031]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

代，但并不会偏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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