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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布料印染领域，尤其涉及一

种染布机，包括染布箱，所述染布箱包括设有布

匹入口的印染区和设有布匹出口的功能区，所述

印染区内设有位于所述布匹入口处的放卷辊、位

于所述放卷辊下方的喷淋结构以及设于所述喷

淋结构下方的印染槽，所述功能区包括由多个上

下交替的传动辊导向依次形成的挤压段、弹料段

和刮料段，所述印染区和功能区均通过染液回收

管道连接设于所述染布箱外的染液罐，所述染液

罐通过动力泵和送液管道连接所述喷淋结构。本

申请的染布机染布充分均匀，同时能将布匹表面

多余的染液和附着的杂质刮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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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染布机，包括染布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染布箱包括设有布匹入口的印染区和设

有布匹出口的功能区，所述印染区内设有位于所述布匹入口处的放卷辊、位于所述放卷辊

下方的喷淋结构以及设于所述喷淋结构下方的印染槽，所述功能区包括由多个上下交替的

传动辊导向依次形成的挤压段、弹料段和刮料段，所述印染区和功能区均通过染液回收管

道连接设于所述染布箱外的染液罐，所述染液罐通过动力泵和送液管道连接所述喷淋结

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染布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印染槽内设有提供张力的若干

印染辊及搅拌器，所述印染槽的一侧槽壁设有溢流口，所述溢流口通过印染槽外侧的溢流

通道连通所述染液回收管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染布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挤压段设有对称设置的两个挤

压装置，所述挤压装置包括横架在染布箱内的支撑梁、设置在支撑梁上的挤压臂及设于所

述挤压臂末端的滑轮，对称的两条所述挤压臂形成开口向上的倾角。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染布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挤压装置还包括一端连接支撑

梁，另一端支撑所述挤压臂的缓冲弹簧，所述挤压臂同所述支撑梁活动连接，所述挤压臂可

以在所述缓冲弹簧的支撑下旋转摆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染布机，其特征在于：弹料段设有弹料装置，包括上下对

称分布的弧形限位板及设于两块弧形限位板之间的弹料结构，所述弹料结构包括由电机带

动旋转的旋转轴以及通过伸缩弹簧连接于所述旋转轴的弹料块，所述弹料结构与弧形限位

板相抵触时，伸缩弹簧呈压缩状态。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染布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刮料段包括对称设置的刮料装

置，包括可以旋转的内轴及包附在所述内轴表面的刮料层。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染布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刮料层为海绵层，所述刮料装

置还包括作用于所述海绵层上并可以对海绵层进行挤压的光滑挡块，所述光滑挡块设置在

海绵层背向布匹一侧。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染布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淋结构对称分布有喷淋头，

所述喷淋头的喷淋方向垂直布匹移动方向。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染布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染液罐内设有加料口、加热装

置、搅拌装置以及隔离染液罐连通所述染液回收管道一侧的筛网。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染布机，其特征在于：位于所述染布箱后连接所述布匹

出口依次设有红外预烘箱和热风烘干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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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染布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布料印染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染布机。

背景技术

[0002] 在纺织工厂中，为了满足客户对于服装颜色的不同需求，需要对布匹进行染色，常

规的染色方式是将布匹浸泡在染液内一段时间，但由于加工耗费的时间较长，慢慢被其他

的染色方式取代，现在市面上大多分为气流染色和溢流染色两种方式，气流染色对设备的

要求很高且运营成本高、染液利用率低，加工成本高，溢流染色机以其简单的结构、较低的

运营成本而受到小型加工厂的青睐，但其在使用中仍存在不少问题，如现有的溢流染色机

大多会将染色时多余的染液回收利用，但由于染液在对布料进行染色时会附带布料上纤

维，会对染液池中的染液带来污染，影响染色效果，而且也同时存在由于布匹表面褶皱而带

来的染色不均的情况。

[0003] 申请号为CN201620464268.5的专利提出“一种均匀染色的溢流染布机”，通过设置

多个染色管确保染色充分，并在挤压导向辊组的作用下使布匹充分伸展平整，保证染色均

匀，但是布料在染布管的时间停留短，染布管喷出的染液不能确保布匹全方位的染色，单纯

的挤压辊容易造成大量的染液因张力停留在布料表面及布料表面纤维杂质的附着。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以上问题，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染布机，染布充分均匀，同时能将布匹表面多

余的染液和附着的杂质刮除。

[0005]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染布机，包括染布箱，所述

染布箱包括设有布匹入口的印染区和设有布匹出口的功能区，所述印染区内设有位于所述

布匹入口处的放卷辊、位于所述放卷辊下方的喷淋结构以及设于所述喷淋结构下方的印染

槽，所述功能区包括由多个上下交替的传动辊导向依次形成的挤压段、弹料段和刮料段，所

述印染区和功能区均通过染液回收管道连接设于所述染布箱外的染液罐，所述染液罐通过

动力泵和送液管道连接所述喷淋结构。

[0006] 采用本申请的染布机，布匹首先经放卷辊导向喷淋结构预染湿，让整块布匹处于

湿润的状态，然后进入印染槽深度处理，充分印染，从印染槽出来以后，布匹进入功能区，挤

压段首先对布匹充分刮涂，使得染液充分均匀的印染在布匹上，然后弹料段对布匹进行适

当的拍打，布匹表面的纤维沾染了染液后，会聚成较重的团状，拍打有利于纤维杂质位移到

布匹最外层，部分较大较重的纤维杂质还会被拍落，然后布匹经过刮料段，将布匹表面的杂

质和多余的染液去除，得到印染均匀充分的布匹。功能区和印染区的染液滴落后，都通过染

液回收管道回收到染液管，经济环保。

[0007] 优选的，所述印染槽内设有提供张力的若干印染辊及搅拌器，所述印染槽的一侧

槽壁设有溢流口，所述溢流口通过印染槽外侧的溢流通道连通所述染液回收管道。

[0008] 布匹在印染槽内经印染辊绷紧，充分伸展平整，避免出现褶皱导致印染不充分，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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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槽接收喷淋结构掉落的染液对布匹进行浸染，当印染槽满液时，染液从溢流口溢出回收，

搅拌器可以避免染液沉积导致染色不均匀，同时提供染液槽内的染液一定的流动性，使得

其中的染液一直处于活动状态。

[0009] 优选的，所述挤压段设有对称设置的两个挤压装置，所述挤压装置包括横架在染

布箱内的支撑梁、设置在支撑梁上的挤压臂及设于所述挤压臂末端的滑轮，对称的两条所

述挤压臂形成开口向上的倾角。

[0010] 布匹经传动辊带动时，会接触到作用在布匹两侧表面的滑轮，滑轮对布匹挤压涂

覆，确保染液充分均匀的吸收到布匹里面，而滑轮自身会旋转，降低对布匹的摩擦损伤。两

侧的挤压臂形成向上开口的斗状结构，滑轮对布匹作用时，布匹表面较多的染液会堆积在

斗状结构内，在一定程度上对布匹起到二次浸染的效果。

[0011]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挤压装置还包括一端连接支撑梁，另一端支撑所述挤压臂的

缓冲弹簧，所述挤压臂同所述支撑梁活动连接，所述挤压臂可以在所述缓冲弹簧的支撑下

旋转摆动，挤压臂可以带动滑轮进行小角度的摆动，减少滑轮对布匹的硬性挤压，提供更多

的缓冲空间。

[0012] 优选的，所述弹料段设有弹料装置，包括上下对称分布的弧形限位板及设于两块

弧形限位板之间的弹料结构，所述弹料结构包括由电机带动旋转的旋转轴以及通过伸缩弹

簧连接于所述旋转轴的弹料块，所述弹料结构与弧形限位板相抵触时，伸缩弹簧呈压缩状

态。

[0013] 旋转轴带动伸缩弹簧和弹料块旋转，当伸缩弹簧和弹料块处在上下两侧的弧形限

位板区间内时，伸缩弹簧被压缩，离开弧形限位板区间后，伸缩弹簧被释放，对布匹进行轻

微打击，使布匹产生抖动，弹落部分纤维杂质，并让其它部分纤维杂质聚集成团附着于布匹

的表面，方便后续的刮落，弹拍完毕后，弹料块再次进入弧形限位板区间内，弹簧被压缩，如

此循环，弹料块表面为光滑曲面，能顺利滑入弧形限位板的运动路线内。

[0014] 优选的，所述刮料段包括设于布匹两侧的刮料装置，包括可以旋转的内轴及包附

在所述内轴表面的刮料层。

[0015] 刮料装置的内轴反向于布匹的行进方向旋转，并利用刮料层对布匹进行刮料，一

方面能除去附着在表面的纤维杂质，另外能擦去布匹表面因张力堆积的染液。

[0016]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刮料层为海绵层，所述刮料装置还包括作用于所述海绵层上

的光滑挡块，所述光滑挡块设置在海绵层背向布匹一侧。

[0017] 海绵层旋转到布匹表面时，对布匹进行刮料，海绵在刮料的同时可以吸附染液及

粘附纤维，提高刮料效果，而光滑挡块作用在海绵层上，在内轴旋转时，光滑挡块固定不动，

始终对海绵层有挤压作用，挤掉海绵层内吸附的染液，避免海绵层饱和，同时，海绵层粘附

的纤维杂质会越聚越大，最终被光滑挡块阻挡掉落。

[0018] 优选的，所述喷淋结构对称分布有喷淋头，所述喷淋头的喷淋方向垂直布匹移动

方向，提高喷淋的均匀性。

[0019] 优选的，所述染液罐内设有加料口、加热装置、搅拌装置以及隔离染液罐连通所述

染液回收管道一侧的筛网，加热装置可以加热染液，提高印染效果，搅拌装置避免染液出现

沉积，从染液回收管道回收的染液往往有较多的纤维杂质，通过筛网隔离去除，避免影响污

染染液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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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优选的，位于所述染布箱后连接所述布匹出口依次设有红外预烘箱和热风烘干

箱。

[0021] 本实用新型对布匹染色后，已经将布匹表面的杂质和多余染液去除，马上可以进

行烘干处理，提高印染效果，依次通过红外预热和热风烘干，温度处于一个上升的过程，有

利提升印染效果。

[002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3] （1）本实用新型通过印染区和功能区的依次作用，得到的布匹印染充分均匀，印染

效果好。

[0024] （2）本实用新型对多余染液充分回收利用，减少染液的浪费和污染。

[0025] （3）本实用新型能有效在印染过程中除了提高印染效果外，还能去除布匹表面多

余的染液的纤维杂质，提高了印染的质量。

附图说明

[0026] 附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7] 附图2为挤压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8] 附图3为弹料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9] 附图4为刮料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0] 附图5为染液罐的结构示意图；

[0031] 1-染布箱，101-布匹入口，102-布匹出口，2-印染区，21-放卷辊，22-喷淋结构，

221-喷淋头，23-印染槽，231-印染辊，232-搅拌器，233-溢流口，3-功能区，31-挤压段，311-

挤压装置，3111-挤压臂，3112-滑轮，3113-缓冲弹簧，3114-支撑梁，32-弹料段，321-弹料装

置，3211-弧形限位板，3212-旋转轴，3213-伸缩弹簧，3214-弹料块，33-刮料段，331-刮料装

置，3311-内轴，3312-海绵层，3313-光滑挡块，4-传动辊，5-染液回收管道，6-染液罐，61-加

料口，62-加热装置，63-搅拌装置，64-筛网，7-动力泵，8-送液管道，9-溢流通道，11-红外预

热箱，12-热风烘干箱。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本具体实施方法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解释，并不是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本领

域技术人员在阅读了本实用新型的说明书之后所作出的任何改变，只要在权利要求书的范

围内，都将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0033] 实施例：

[0034] 一种染布机，包括染布箱1，所述染布箱1包括设有布匹入口101的印染区2和设有

布匹出口102的功能区3，所述印染区1设有位于所述布匹入口101处的放卷辊21、位于所述

放卷辊21下方的喷淋结构22以及设于所述喷淋结构22下方的印染槽23，所述喷淋结构22设

有对称分布于布匹两侧的喷淋头221，所述喷淋头221的喷淋方向垂直布匹移动方向，所述

印染槽23内设有提供张力的若干印染辊231及搅拌器232，所述印染槽23的一侧槽壁设有溢

流口233，所述溢流口233通过印染槽23外侧的溢流通道9连通染液回收管道5，所述功能区3

包括由多个上下交替的传动辊4导向依次形成的挤压段31、弹料段32和刮料段33，所述挤压

段31设有位于布匹两侧对称设置的挤压装置311，所述挤压装置311包括横架在染布箱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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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梁3114、活动设置在支撑梁3114上的挤压臂3111及设于所述挤压臂3111末端的滑轮

3112，布匹两侧对称的两条所述挤压臂3111形成开口向上的倾角，所述挤压装置311还包括

一端连接支撑梁3114，另一端支撑所述挤压臂3111的缓冲弹簧3113，所述挤压臂3111可以

在所述缓冲弹簧3113的支撑下旋转摆动，所述弹料段32设有弹料装置321，包括上下对称分

布的弧形限位板3211及设于两块弧形限位板3211之间的弹料结构，所述弹料结构包括由电

机带动旋转并架设在染布箱1内的旋转轴3212以及通过伸缩弹簧3213连接所述旋转轴3212

的弹料块3214，弹料结构与弧形限位板3211相抵触时，弹簧3213呈压缩状态，所述弹料装置

321的左右两侧对称分布有运动的布匹，所述旋转轴3212与布匹的距离大于所述旋转轴

3212与所述弧形限位板3211的距离，所述刮料段33包括设于布匹两侧的刮料装置331，包括

架设在染布箱1内由电机带动旋转的内轴3311及包附在所述内轴3311表面的海绵层3312，

所述刮料装置331还包括作用于所述海绵层3312上并可以对海绵层3312进行挤压的光滑挡

块3313，所述光滑挡块3313设置在海绵层3312背向布匹一侧，所述印染区2和功能区3均通

过染液回收管道5连接设于所述染布箱1外的染液罐6，所述染液罐6通过动力泵7和送液管

道8连接所述喷淋结构22，所述染液罐6内设有加料口61、加热装置62、搅拌装置63以及隔离

染液罐6连通所述染液回收管道5一侧的筛网64，位于所述染布箱1后连接所述布匹出口102

依次设有红外预烘箱11和热风烘干箱12。

[0035]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流程为：布匹设置在染布箱1内，在染液罐6内配好染液，打开放

卷辊32和各个传动辊5，打开动力泵7，染液从喷淋头221喷出，对布匹湿润预染色，然后布匹

进入印染槽23，印染辊231将布匹绷紧拉直，布匹在印染槽23内充分浸染，搅拌器232提供染

液流动性，使得印染更均匀，印染完成后，布匹从印染槽23出来，进入功能区3，首先在挤压

段31被挤压装置311挤压涂覆，确保染液充分完全的浸染在布匹上，然后弹料段32对布匹进

行拍打，弹落布匹表面的杂质并使得小纤维聚集在布匹的表面，经过刮料段33时，海绵层

3312对布匹的表面进行刮料，吸附多余的染液，粘附附着的杂质，布匹印染完成，从布匹出

口出去后依次经过红外预烘箱11和热风烘干箱12，得到有效的烘干，印染区2和功能区3掉

落的染液从染液回收管道5收集在染液罐6，经筛网64过筛后可以二次利用。

[0036]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10194213 U

6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7

CN 210194213 U

7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8

CN 210194213 U

8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9

CN 210194213 U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