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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利于针织品质感的高性能烘干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利于针织品质感的
高性能烘干机，
包括箱体、
联合热烘装置、抽气装
置、
控制器，
所述箱体外部一端开有外箱门，
箱体
外部安装控制器，
箱体内部安装有转动滚筒，
转
动滚筒上方和下方安装有加热管；
所述转动滚筒
在外箱门对侧的中心连接一电机，
电机的壳体固
定在箱体内壁；
所述联合热烘装置包括热烘管、
蒸汽发生装置、热风发生装置，
所述转动滚筒朝
向外箱门一侧中心开有管孔，
管孔一侧开有放料
窗，
热烘管向外延伸至箱体外部，
并连接蒸汽发
生装置、热风发生装置；
所述抽气装置包括抽气
泵、抽气管。
本实用新型结合蒸汽加热、
热风烘干
和红外线加热的特点，
对针织物进行处理，
使其
具有轻柔、
均一的质感，
提高了烘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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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利于针织品质感的高性能烘干机，
其特征在于，
包括箱体、联合热烘装置、抽气
装置、控制器，
所述箱体外部一端开有外箱门，
箱体外部安装控制器，
箱体内部安装有转动
滚筒，
转动滚筒与外箱门之间的区域形成外腔体，
转动滚筒上方和下方安装有加热管；
所述
转动滚筒在外箱门对侧的中心连接一电机，
电机的壳体固定在箱体内壁，
所述转动滚筒的
外框架由通气孔板围成，
转动滚筒内部形成内腔体；
所述联合热烘装置包括热烘管、蒸汽发生装置、
热风发生装置，
所述转动滚筒朝向外箱
门一侧中心开有管孔，
管孔一侧开有放料窗，
管孔内设置一根热烘管并伸入内腔体，
所述热
烘管在转动滚筒外部分由支架固定于箱体，
热烘管向外延伸至箱体外部，
并连接蒸汽发生
装置、
热风发生装置，
所述蒸汽发生装置、热风发生装置具有的两支管并入热烘管，
且两支
管分别设置有第一调节阀、
第二调节阀；
所述抽气装置包括抽气泵、抽气管，
所述抽气管设置于箱体外侧面并连通至外腔体，
抽
气管连接设置于箱体外部的抽气泵；
所述加热管、
第一调节阀、
第二调节阀、抽气泵与控制器电连接。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于针织品质感的高性能烘干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通气
孔板由经向和纬向的金属丝编织而成。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利于针织品质感的高性能烘干机，
其特征在于，
金属丝的
经向和纬向的比例为（5~8）:1，
经向的金属丝走向为转动滚筒的轴向，
纬向的金属丝走向为
转动滚筒的周向。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于针织品质感的高性能烘干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加热
管为PTC陶瓷红外加热管。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于针织品质感的高性能烘干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热风
发生装置包括加热装置和热风风机。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于针织品质感的高性能烘干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抽气
管具有2~3根且连通后并入抽气泵。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于针织品质感的高性能烘干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放料
窗与转动滚筒的朝向外箱门一面以铰链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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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于针织品质感的高性能烘干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针织烘干设备技术领域，
具体地，
涉及一种利于针织品质感的高
性能烘干机。
背景技术
[0002] 在针织品加工过程中，
针织品在清洗和印染之后需要使经烘干装置进行烘干，
但
是现有针织烘干机烘干效果参差不齐，
或者有针织品的烘干时间长、烘干后影响针织品的
质感，
针织品由于其特殊的大孔隙、
粗线条的针织结构，
与细织物的烘干还是有所区别。
[0003] 目前，
针织品用的烘干机主要依靠滚筒式烘干，
滚筒由电机带动，
滚筒周围设置热
风和抽气装置，
对针织品均匀干燥，
并确保气流的平衡。然而，
现有技术中的滚筒式烘干设
备并没有针对针织品的品质提升做出一些改进。
同样是干燥，
干燥的方式、速率，
针织品的
形态也非常重要。针织品由于其结构特点，
其干燥的程序不当，
容易引起起球、局部缩皱、
弹
性不均等缺陷。
[0004] 通过研究开发，
本实用新型针对针织品质感的保持和提升作出了一些改进。利用
蒸汽辅助，
与干燥热风一起，
结合合理的程序控制，
提升针织品的干燥质量。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实用新型目的：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有效针
对针织物进行烘干，
且能够保证针织物的干燥均匀性，
保持其弹性、
柔性和平整性等。
[0006] 技术方案：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利于针织品质感的高性能烘干机，
包括箱体、
联
合热烘装置、抽气装置、
控制器，
所述箱体外部一端开有外箱门，
箱体外部安装控制器，
箱体
内部安装有转动滚筒，
转动滚筒与外箱门之间的区域形成外腔体，
转动滚筒上方和下方安
装有加热管；
所述转动滚筒在外箱门对侧的中心连接一电机，
电机的壳体固定在箱体内壁，
所述转动滚筒的外框架由通气孔板围成，
转动滚筒内部形成内腔体；
[0007] 所述联合热烘装置包括热烘管、
蒸汽发生装置、
热风发生装置，
所述转动滚筒朝向
外箱门一侧中心开有管孔，
管孔一侧开有放料窗，
管孔内设置一根热烘管并伸入内腔体，
所
述热烘管在转动滚筒外部分由支架固定于箱体，
热烘管向外延伸至箱体外部，
并连接蒸汽
发生装置、热风发生装置，
所述蒸汽发生装置、
热风发生装置具有的两支管并入热烘管，
且
两支管分别设置有第一调节阀、
第二调节阀；
[0008] 所述抽气装置包括抽气泵、
抽气管，
所述抽气管设置于箱体外侧面并连通至外腔
体，
抽气管连接设置于箱体外部的抽气泵；
[0009] 所述加热管、
第一调节阀、
第二调节阀、抽气泵与控制器电连接。
[0010] 作为优选，
所述通气孔板由经向和纬向的金属丝编织而成。
[0011] 进一步，
金属丝的经向和纬向的比例为（5~8）:1，
经向的金属丝走向为转动滚筒的
轴向，
纬向的金属丝走向为转动滚筒的周向。
[0012] 作为优选，
所述加热管为PTC陶瓷红外加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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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作为优选，
所述热风发生装置包括加热装置和热风风机。
[0014] 作为优选，
所述抽气管具有2~3根且连通后并入抽气泵。
[0015] 作为优选，
所述放料窗与转动滚筒的朝向外箱门一面以铰链连接。
[0016]
和现有技术相比 ，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利于针织品质
感的高性能烘干机，
结构紧凑、
设计巧妙、烘干过程灵活可控。外箱门和转动滚筒内的放料
窗的设置双重隔热，
而外腔体、
内腔体的相对布置使其入热空气和抽气的区域相对隔开，
从
而延长干燥停留时间；
转动滚筒通气孔板的经线纬线布局使其能够通过加热管红外线加
热，
热烘管的设置使转动滚筒内部也能实现介质加热；
加热管的红外线加热穿过通气孔板
进行辐射热传递，
配合热烘管带来的蒸汽和热风，
可实现二级加热；
由于蒸汽具有同等条件
下比热风更高的焓值，
且水汽能对针织物表面进行处理，
类似于电熨原理，
使针织物趋向于
均一、平整化，
二级加热的设置使针织物的质感得到提升。本实用新型结合蒸汽加热、
热风
烘干和红外线加热的特点，
对针织物进行处理，
使其具有轻柔、均一的质感，
提高了烘干质
量。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转动滚筒
侧面层次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
1-箱体，
10-转动滚筒，
100-通气孔板，
101-外腔体，
102-内腔体，
11-外箱门，
111-管孔，
112-放料窗，
113-微孔，
2-联合热烘装置，
21-热烘管，
22-蒸汽发生装置，
221-第
一调节阀，
222-第二调节阀，
23-热风发生装置，
231-加热装置，
232-热风风机，
3-抽气装置，
31-抽气泵，
32-抽气管，
4-控制器，
5-加热管，
6-电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实施例作简
单的介绍。
[0020] 如图1 2所示，
一种利于针织品质感的高性能烘干机，
包括箱体1、
联合热烘装置2、
~
抽气装置3、
控制器4，
所述箱体1外部一端开有外箱门11，
箱体1外部安装控制器4，
所述控制
器为PLC可编程控制器，
箱体1内部安装有转动滚筒10，
转动滚筒10与外箱门11之间的区域
形成外腔体101，
转动滚筒10上方和下方安装有加热管5，
所述加热管5为PTC陶瓷红外加热
管；
所述转动滚筒10在外箱门11对侧的中心连接一电机6，
电机6的壳体固定在箱体1内壁，
电机6动力轴通过联轴器与转动滚筒10连接，
所述转动滚筒10的外框架由通气孔板100围
成，
转动滚筒10内部形成内腔体102；
所述通气孔板100由经向和纬向的金属丝编织而成，
金
属丝的经向和纬向的比例为（5~8）:1，
经向的金属丝走向为转动滚筒10的轴向，
纬向的金属
丝走向为转动滚筒10的周向；
[0021] 所述联合热烘装置2包括热烘管21、
蒸汽发生装置22、热风发生装置23，
所述转动
滚筒10朝向外箱门11一侧中心开有管孔111，
管孔111一侧开有放料窗112，
所述放料窗112
与转动滚筒10的侧面以铰链连接，
放料窗112尽量大，
一般为管孔111到转动滚筒10侧面边
缘之间形成的扇环区域，扇环角度在90~180 °
，
管孔111内设置一根热烘管21并伸入内腔体
102，
所述热烘管21在转动滚筒10外部分由支架固定于箱体1，
热烘管21向内延伸至内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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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且热烘管21在内腔体102的部分边缘开有用于释放介质的微孔113，
热烘管21向外延伸
至箱体1外部，
并连接蒸汽发生装置22、
热风发生装置23，
所述蒸汽发生装置22、
热风发生装
置23具有的两支管并入热烘管21，
且两支管分别设置有第一调节阀221、第二调节阀222；
所
述热风发生装置23包括加热装置231和热风风机232；
[0022] 所述抽气装置3包括抽气泵31、
抽气管32，
抽气泵31设置于箱体1外部，
所述抽气管
32设置于箱体1外侧面并连通至外腔体101，
所述抽气管32具有2~3根且连通后并入抽气泵
31；
[0023] 所述加热管5、
第一调节阀221、
第二调节阀222、抽气泵31与控制器4电连接。
[0024]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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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下，
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
这些改进也应视为
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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