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0566413.X

(22)申请日 2018.04.20

(73)专利权人 嘉兴市恩泉纺织有限公司

地址 314100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天凝镇

斜红南路393弄99号

(72)发明人 沈家扬　徐俊　李雷雷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科家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1427

代理人 陈娟

(51)Int.Cl.

D06B 3/20(2006.01)

D06B 3/34(2006.01)

D06B 23/04(2006.01)

D06B 23/02(2006.01)

D06B 23/20(2006.01)

D06B 15/00(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印染布料的清洗机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印染布料的清洗机

构，包括承载块，所述承载块上设有承载槽，所述

承载槽内设有清洗装置，所述承载块的上端一侧

固定有固定架，所述固定架上设有烘干装置，所

述承载块的一侧上端固定有压块，所述压块上设

有传送装置，所述固定架的一侧两端均设有第一

滑槽，所述第一滑槽内均安装有第一滑块。本实

用新型实现了对布料进行清洗、抚平整的功能，

能够对布料进行彻底的清洗，不存在化学残留，

将布料表面抚平，使布料之间不贴合在一起，对

布料进行快速的烘干压平，使布料上不产生折

痕，方便收集，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竞争力，

方便排水，保证机器的整洁，有利于提高工作效

率，其结构简单，方便进行操作，适宜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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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印染布料的清洗机构，包括承载块(2)，其特征在于，所述承载块(2)上设有承载

槽(3)，所述承载槽(3)内设有清洗装置，所述承载块(2)的上端一侧固定有固定架(7)，所述

固定架(7)上设有烘干装置，所述承载块(2)的一侧上端固定有压块(43)，所述压块(43)上

设有传送装置，所述固定架(7)的一侧两端均设有第一滑槽(9)，所述第一滑槽(9)内均安装

有第一滑块(11)，两个第一滑块(11)的一侧共同固定有移动板(39)，所述移动板(39)的上

端一侧固定有两个相互平行的连接块(38)，且两个连接块(38)的一端延伸至烘干装置内，

所述移动板(39)上设有两个相互平行的开口(35)，所述开口(35)均转动连接有第四转轴

(36)，且第四转轴(36)的下端和承载块(2)的上端相抵触，所述移动板(39)的上端固定有挡

板(40)，且挡板(40)位于两个开口(35)之间，所述挡板(40)的一侧转动连接有两个相互平

行的横杆(32)，两个横杆(32)上均固定套接有齿轮(33)，且两个齿轮(33)相互啮合，其中一

个横杆(32)上贯穿设有隔板(31)，且隔板(31)的下端固定连接在移动板(39)的上端，所述

横杆(32)和第四转轴(36)一一对应，且横杆(32)和第四转轴(36)之间通过第二传动带(34)

传动连接，另一个横杆(32)的一端固定有第一锥形齿轮(28)，所述移动板(39)的上端另一

侧设有通孔(25)，所述通孔(25)内的相对侧壁上均设有第三滑槽(21)，所述第三滑槽(21)

内均固定有光杆(24)，所述光杆(24)上均滑动套接有第三滑块(22)，所述第三滑块(22)的

下端和第三滑槽(21)内的底部之间的光杆(24)上固定套接有复位弹簧(23)，两个第三滑块

(22)之间共同固定有移动杆(20)，所述移动杆(20)的上端贯穿通孔(25)并延伸至移动板

(39)的上端，所述移动板(39)的下端一侧固定有竖杆(42)，所述竖杆(42)上转动连接有两

个相互平行的转动杆(27)，且转动杆(27)和第四转轴(36)一一对应，所述转动杆(27)的相

对一侧均转动连接有连接杆(26)，两个连接杆(26)共同转动连接在移动杆(20)的下端，所

述通孔(25)的一侧设有驱动槽，且驱动槽设置在移动板(39)上，所述驱动槽内安装有第三

驱动装置(41)，所述第三驱动装置(41)的输出轴上固定套接有转动板(30)，且转动板(30)

和移动杆(20)相对应，所述第三驱动装置(41)的输出轴末端固定有第二锥形齿轮(29)，且

第二锥形齿轮(29)和第一锥形齿轮(28)相啮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印染布料的清洗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装置包括第

一驱动装置(5)，所述承载块(2)上设有驱动腔，且驱动腔位于承载槽(3)的下端，所述驱动

腔内的底部固定有第一驱动装置(5)，所述第一驱动装置(5)的输出轴贯穿驱动腔并延伸至

承载槽(3)内，所述第一驱动装置(5)的输出轴末端固定有搅拌叶(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印染布料的清洗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烘干装置包括第

二转轴(12)，所述固定架(7)内的相对侧壁上均设有第二滑槽(10)，所述第二滑槽(10)内的

顶部均固定有电动伸缩杆(8)，所述电动伸缩杆(8)的下端均固定有第二滑块(13)，且连接

块(38)和第二滑块(13)一一对应，所述连接块(38)的一端固定连接在第二滑块(13)的一

侧，两个第二滑块(13)之间共同固定有一个第二转轴(12)，所述第二转轴(12)上设有加热

装置，所述承载块(2)的上端设有收集槽(18)，且收集槽(18)位于固定架(7)的下端，另一个

第二转轴(12)的两端分别转动连接在收集槽(18)内的相对侧壁上，且两个第二转轴(12)相

对应，所述收集槽(18)内的底部设有排水管(19)，且排水管(19)的下端贯穿并延伸至承载

块(2)的一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印染布料的清洗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传送装置包括设

置在压块(43)上的两个相互平行的支撑板(15)，两个支撑板(15)  之间转动连接有第三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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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14)，所述压块(43)的上端一侧固定有第二驱动装置(17)，所述第二驱动装置(17)的输

出轴和第三转轴(14)之间通过第一传动带(16)传动连接，所述承载槽(3)内等间距设有三

个第一转轴(1)，且第一转轴(1)和第三转轴(14)对应。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印染布料的清洗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驱动装置

(41)为伺服电机。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印染布料的清洗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转轴(14)上

包覆有橡胶层。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印染布料的清洗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横杆(32)采用碳

素钢制成。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印染布料的清洗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承载槽(3)内的

底部设有排水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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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印染布料的清洗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印染布料清洗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印染布料的清洗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印染是一种加工方式，也是前处理，染色，印花，后整理，洗水等的总称，本科的染

整专业现在已经并入轻化工程专业，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能够用

赤铁矿粉末将麻布染成红色，居住在青海柴达木盆地诺木洪地区的原始部落，能把毛线染

成黄、红、褐、蓝等色，织出带有色彩条纹的毛布，商周时期，染色技术不断提高。宫廷手工作

坊中设有专职的官吏"染人"  来"掌染草"，管理染色生产，染出的颜色也不断增加。到汉代，

染色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近几年节能减排成为了我国工业发展的一个趋势，对于污

染较大的印染行业面临着国家一些列政策限制，2010年国家发布政策，淘汰行业落后产能，

一些小作坊式的企业必将面临整合，另一方面，棉花、羊毛等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也让行业

倍感压力，更多的挑战将促使行业产业的升级，集中度将会提升，我国印染行业的发展得到

政府和纺织业界的高度重视，近几年，国家把印染行业的技术改造列入纺织行业重点支持

的行业之一，同时在技术开发和科技攻关方面也给予了相应政策支持，使我国印染行业在

质量、品种、效益等方面得到很大改善，整体竞争力有所提高，在印染行业中，布料经过染色

后，需要先进行清洗，将表面的化学残留物质清洗掉，然后再进行烘干后使用，现有的工艺

是通过将需要清洗的布料通过清水池，进行漂洗，但是这样的方式效率低下，且清洗效果不

好，而且在清洗过后，布料之间容易贴合在一起，产生折痕，影响产品质量，提高产品竞争

力，为此，我们提出了一种印染布料的清洗机构来解决上述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而提出的一种印染布料的

清洗机构。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印染布料的清洗机构，包括承载块，所述承载块上设有承载槽，所述承载槽内

设有清洗装置，所述承载块的上端一侧固定有固定架，所述固定架上设有烘干装置，所述承

载块的一侧上端固定有压块，所述压块上设有传送装置，所述固定架的一侧两端均设有第

一滑槽，所述第一滑槽内均安装有第一滑块，两个第一滑块的一侧共同固定有移动板，所述

移动板的上端一侧固定有两个相互平行的连接块，且两个连接块的一端延伸至烘干装置

内，所述移动板上设有两个相互平行的开口，所述开口均转动连接有第四转轴，且第四转轴

的下端和承载块的上端相抵触，所述移动板的上端固定有挡板，且挡板位于两个开口之间，

所述挡板的一侧转动连接有两个相互平行的横杆，两个横杆上均固定套接有齿轮，且两个

齿轮相互啮合，其中一个横杆上贯穿设有隔板，且隔板的下端固定连接在移动板的上端，所

述横杆和第四转轴一一对应，且横杆和第四转轴之间通过第二传动带传动连接，另一个横

杆的一端固定有第一锥形齿轮，所述移动板的上端另一侧设有通孔，所述通孔内的相对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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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上均设有第三滑槽，所述第三滑槽内均固定有光杆，所述光杆上均滑动套接有第三滑块，

所述第三滑块的下端和第三滑槽内的底部之间的光杆上固定套接有复位弹簧，两个第三滑

块之间共同固定有移动杆，所述移动杆的上端贯穿通孔并延伸至移动板的上端，所述移动

板的下端一侧固定有竖杆，所述竖杆上转动连接有两个相互平行的转动杆，且转动杆和第

四转轴一一对应，所述转动杆的相对一侧均转动连接有连接杆，两个连接杆共同转动连接

在移动杆的下端，所述通孔的一侧设有驱动槽，且驱动槽设置在移动板上，所述驱动槽内安

装有第三驱动装置，所述第三驱动装置的输出轴上固定套接有转动板，且转动板和移动杆

相对应，所述第三驱动装置的输出轴末端固定有第二锥形齿轮，且第二锥形齿轮和第一锥

形齿轮相啮合。

[0006] 优选地，所述清洗装置包括第一驱动装置，所述承载块上设有驱动腔，且驱动腔位

于承载槽的下端，所述驱动腔内的底部固定有第一驱动装置，所述第一驱动装置的输出轴

贯穿驱动腔并延伸至承载槽内，所述第一驱动装置的输出轴末端固定有搅拌叶。

[0007] 优选地，所述烘干装置包括第二转轴，所述固定架内的相对侧壁上均设有第二滑

槽，所述第二滑槽内的顶部均固定有电动伸缩杆，所述电动伸缩杆的下端均固定有第二滑

块，且连接块和第二滑块一一对应，所述连接块的一端固定连接在第二滑块的一侧，两个第

二滑块之间共同固定有一个第二转轴，所述第二转轴上设有加热装置，所述承载块的上端

设有收集槽，且收集槽位于固定架的下端，另一个第二转轴的两端分别转动连接在收集槽

内的相对侧壁上，且两个第二转轴相对应，所述收集槽内的底部设有排水管，且排水管的下

端贯穿并延伸至承载块的一侧。

[0008] 优选地，所述传送装置包括设置在压块上的两个相互平行的支撑板，两个支撑板

之间转动连接有第三转轴，所述压块的上端一侧固定有第二驱动装置，所述第二驱动装置

的输出轴和第三转轴之间通过第一传动带传动连接，所述承载槽内等间距设有三个第一转

轴，且第一转轴和第三转轴对应。

[0009] 优选地，所述第三驱动装置为伺服电机。

[0010] 优选地，所述第三转轴上包覆有橡胶层。

[0011] 优选地，所述横杆采用碳素钢制成。

[0012] 优选地，所述承载槽内的底部设有排水孔。

[0013] 本实用新型中，使用时，布料缠绕过三个第一转轴，通过转动杆和第四转轴的下

端，并通过两个第二转轴之间，缠绕到第三转轴上，布料通过承载槽内的第一转轴，第一驱

动装置带动搅拌叶转动，使承载槽内的水转动弄，更好的对布料进行清理，排水孔方便排水

更换，保证清洗质量，电动伸缩杆推动第二滑块在第二滑槽内移动，从而带动移动板移动，

第一滑块在第一滑槽内移动，保证移动板的平稳移动，第三驱动装置带动转动板转动，转动

板挤压移动杆，使移动杆在通孔内移动，移动杆下降推动连接杆移动使转动杆转动，梳理布

料，同时第三驱动装置带动第二锥形齿轮转动，使第一锥形齿轮转动，从而使两个齿轮转

动，齿轮转动，从而使横杆转动，横杆通过第二传动带带动第四转轴转轴，两个第四转轴反

向转动，将布料拉平，两个第二转轴相抵触夹紧布料进行烘干，第二驱动装置通过第一传动

带带动第三转轴转动，收集布料，驱动装置均采用伺服电机SGMGV-13ADC61，本实用新型实

现了对布料进行清洗、抚平整的功能，能够对布料进行彻底的清洗，不存在化学残留，将布

料表面抚平，使布料之间不贴合在一起，对布料进行快速的烘干压平，使布料上不产生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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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方便收集，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竞争力，方便排水，保证机器的整洁，有利于提高工

作效率，其结构简单，方便进行操作，适宜推广。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印染布料的清洗机构的正视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印染布料的清洗机构的A处结构放大图；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印染布料的清洗机构的固定架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印染布料的清洗机构的转动板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印染布料的清洗机构的转动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1第一转轴、2承载块、3承载槽、4搅拌叶、5第一驱动装置、6排水孔、7固定架、

8电动伸缩杆、9第一滑槽、10第二滑槽、11第一滑块、12  第二转轴、13第二滑块、14第三转

轴、15支撑板、16第一传动带、17第二驱动装置、18收集槽、19排水管、20移动杆、21第三滑

槽、22第三滑块、23复位弹簧、24光杆、25通孔、26连接杆、27转动杆、28第一锥形齿轮、29第

二锥形齿轮、30转动板、31隔板、32横杆、33齿轮、34第二传动带、35开口、  36第四转轴、37加

热装置、38连接块、39移动板、40挡板、41第三驱动装置、  42竖杆、43压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

[0021] 参照图1-5，一种印染布料的清洗机构，包括承载块2，承载块2上设有承载槽3，方

便盛水，承载槽3内设有清洗装置，进行清洗，承载块2的上端一侧固定有固定架7，固定架7

上设有烘干装置，将布料烘干，承载块2的一侧上端固定有压块43，压块43上设有传送装置，

方便将布料收集，固定架7的一侧两端均设有第一滑槽9，第一滑槽9内均安装有第一滑块

11，第一滑块11在第一滑槽9内移动，两个第一滑块11的一侧共同固定有移动板39，移动板

39的上端一侧固定有两个相互平行的连接块38，且两个连接块38的一端延伸至烘干装置

内，共同移动，移动板39上设有两个相互平行的开口35，开口35均转动连接有第四转轴36，

且第四转轴36的下端和承载块2的上端相抵触，压实布料，进行抚平，移动板39的上端固定

有挡板40，且挡板40位于两个开口35之间，挡板40的一侧转动连接有两个相互平行的横杆

32，两个横杆32上均固定套接有齿轮33，且两个齿轮33相互啮合，齿轮33反向转动，使横杆

32反向转动，其中一个横杆32上贯穿设有隔板31，且隔板31的下端固定连接在移动板39的

上端，横杆32和第四转轴36一一对应，且横杆32和第四转轴36之间通过第二传动带34传动

连接，横杆32转动带动第四转轴36转动，压平布料，另一个横杆32的一端固定有第一锥形齿

轮28，移动板39的上端另一侧设有通孔25，通孔25内的相对侧壁上均设有第三滑槽21，第三

滑槽21内均固定有光杆24，光杆24上均滑动套接有第三滑块22，方便第三滑块22移动，第三

滑块22的下端和第三滑槽21内的底部之间的光杆24上固定套接有复位弹簧23，推动复位，

两个第三滑块22之间共同固定有移动杆20，移动杆20的上端贯穿通孔25并延伸至移动板39

的上端，移动板39的下端一侧固定有竖杆42，竖杆42上转动连接有两个相互平行的转动杆

27，转动杆27转动，打开布料，且转动杆27和第四转轴36一一对应，转动杆27的相对一侧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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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动连接有连接杆26，两个连接杆26共同转动连接在移动杆20的下端，通孔25的一侧设有

驱动槽，且驱动槽设置在移动板39上，驱动槽内安装有第三驱动装置41，稳定输出，第三驱

动装置41的输出轴上固定套接有转动板30，带动转动板30转动，且转动板30和移动杆20相

对应，第三驱动装置41的输出轴末端固定有第二锥形齿轮29，且第二锥形齿轮29和第一锥

形齿轮28相啮合方便使横杆32转动。

[0022] 本实用新型中，清洗装置包括第一驱动装置5，承载块2上设有驱动腔，且驱动腔位

于承载槽3的下端，驱动腔内的底部固定有第一驱动装置5，稳定输出，第一驱动装置5的输

出轴贯穿驱动腔并延伸至承载槽3内，第一驱动装置5的输出轴末端固定有搅拌叶4，进行搅

拌，使水转动，进行清洗，烘干装置包括第二转轴12，固定架7内的相对侧壁上均设有第二滑

槽10，第二滑槽10内的顶部均固定有电动伸缩杆8，电动伸缩杆8的下端均固定有第二滑块

13，推动第二滑块13在第二滑槽10内移动，且连接块38和第二滑块13一一对应，连接块38的

一端固定连接在第二滑块13的一侧，和移动板39共同移动，两个第二滑块13之间共同固定

有一个第二转轴12，第二转轴12上设有加热装置，承载块2的上端设有收集槽18，且收集槽

18位于固定架7的下端，水流进收集槽  18内并通过排水管19排出，另一个第二转轴12的两

端分别转动连接在收集槽  18内的相对侧壁上，且两个第二转轴12相对应，收集槽18内的底

部设有排水管19，且排水管19的下端贯穿并延伸至承载块2的一侧，传送装置包括设置在压

块43上的两个相互平行的支撑板15，两个支撑板15之间转动连接有第三转轴14，压块43的

上端一侧固定有第二驱动装置17，稳定输出，第二驱动装置  17的输出轴和第三转轴14之间

通过第一传动带16传动连接，带动第三转轴14  转动，将布料缠绕在第三转轴14上，承载槽3

内等间距设有三个第一转轴1，且第一转轴1和第三转轴14对应，布料缠绕过三个第一转轴

1，通过转动杆27  和第四转轴36的下端，并通过两个第二转轴12之间，缠绕到第三转轴14

上，第三驱动装置41为伺服电机，稳定输出，第三转轴14上包覆有橡胶层，保护布料，横杆32

采用碳素钢制成，结实耐用，承载槽3内的底部设有排水孔6, 方便换水。

[0023] 本实用新型中，使用时，布料缠绕过三个第一转轴1，通过转动杆27和第四转轴36

的下端，并通过两个第二转轴12之间，缠绕到第三转轴14上，布料通过承载槽3内的第一转

轴，第一驱动装置5带动搅拌叶4转动，使承载槽3  内的水转动弄，更好的对布料进行清理，

排水孔6方便排水更换，保证清洗质量，电动伸缩杆8推动第二滑块13在第二滑槽10内移动，

从而带动移动板39  移动，第一滑块11在第一滑槽9内移动，保证移动板39的平稳移动，第三

驱动装置41带动转动板30转动，转动板30挤压移动杆20，使移动杆20在通孔  25内移动，移

动杆20下降推动连接杆26移动使转动杆27转动，梳理布料，同时第三驱动装置41带动第二

锥形齿轮29转动，使第一锥形齿轮28转动，从而使两个齿轮33转动，齿轮33转动，从而使横

杆32转动，横杆32通过第二传动带34带动第四转轴36转轴，两个第四转轴36反向转动，将布

料拉平，两个第二转轴12相抵触夹紧布料进行烘干，第二驱动装置17通过第一传动带16带

动第三转轴14转动，收集布料，驱动装置均采用伺服电机SGMGV-13ADC61。

[0024] 以上，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

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实用新型

的技术方案及其实用新型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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