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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有冷凝水循环装置的染色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纺织机械技术领域，尤其是

涉及的是一种带有冷凝水循环装置的染色机，包

括箱体，所述箱体的底部设有染色室，所述染色

室的上方沿进布的方向依次设有冷却室、染液调

配室、烘干室，所述冷却室的上方设有储水室，所

述冷却室内设有冷凝水循环装置，所述冷凝水循

环装置包括设于冷却室底部的冷水槽、设于冷水

槽内的半导体制冷片与循环泵、设于冷水槽上方

的冷凝水管，所述冷凝水管的一端与循环泵相

连，所述冷凝水管的另一端与冷水槽相连，所述

冷却室设有与储水室相连的进水口，所述冷却室

设有与染液调配室相连的出水口。本实用新型结

构简单，操作方便，占地面积小，染色均匀，染色

效果佳，节能环保，实现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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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有冷凝水循环装置的染色机，包括箱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的底部设有染

色室，所述染色室的上方沿进布的方向依次设有冷却室、染液调配室、烘干室，所述冷却室

的上方设有储水室，所述冷却室内设有冷凝水循环装置，所述冷凝水循环装置包括设于冷

却室底部的冷水槽、设于冷水槽内的半导体制冷片与循环泵、设于冷水槽上方的冷凝水管，

所述冷凝水管的一端与循环泵相连，所述冷凝水管的另一端与冷水槽相连，所述冷却室设

有与储水室相连的进水口，所述冷却室设有与染液调配室相连的出水口，所述进水口、出水

口处均设有控制阀，所述冷凝水循环装置连接有第一电机，所述第一电机、控制阀均连接有

控制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冷凝水循环装置的染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水室

内设有过滤网，所述储水室的内壁设有用于放置过滤网的凸块，所述储水室的顶部设有盖

板，所述储水室连接有进水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冷凝水循环装置的染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染液调

配室的顶部设有投入槽，所述染液调配室内设有搅拌装置、温度传感器，所述染液调配室的

底部设有染液出口，所述染色室设有染液进口，所述染液出口与染液进口之间设有染液控

制阀，所述染色室的侧壁设有布料进口，所述布料进口处安装有第二传动辊，所述染色室内

安装有第三传动辊，所述箱体外的侧壁安装有第一支架，所述箱体外的另一侧壁安装有第

二支架，所述第一支架、第二支架上分别安装有第一传动辊、第五传动辊，所述染色室内设

有液位感应器，所述染色室的底部设有排液口，所述烘干室内设有烘干装置，所述烘干装置

的上方设有第四传动辊，所述烘干装置的下方设有挤压装置，所述烘干室的底部设有与第

三传动辊同一竖直方向上的布料通口，所述烘干室的侧壁设有布料出口，所述第一传动辊、

第二传动辊均连接有第二电机，所述第三传动辊、第四传动辊、第五传动辊均连接有第三电

机，所述搅拌装置、温度传感器、液位感应器、染液控制阀、第二电机、第三电机均与控制器

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带有冷凝水循环装置的染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挤压装

置包括两个底座、两块磁板、两根连接杆，所述底座设于烘干室的底部，所述连接杆的一端

与磁板固定连接，所述连接杆的另一端设有滚轮，所述底座上设有与滚轮相匹配的滑轨，所

述两个底座、两块磁板、两根连接杆均为对称设置。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带有冷凝水循环装置的染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烘干装

置包括对称设置的两个红外线烘干器，所述红外线烘干器的一端与烘干室的内壁固定连

接，所述红外线烘干器的另一端朝向布料。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带有冷凝水循环装置的染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液口

处设有排液阀。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带有冷凝水循环装置的染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投入槽

的槽口设有开盖。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冷凝水循环装置的染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的

底部设有万向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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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有冷凝水循环装置的染色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纺织机械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的是一种带有冷凝水循环装置的

染色机。

背景技术

[0002] 染色机的主要功能就是给布料染色。现有的染色机结构复杂、操作繁琐，在染色过

程中，需要用到大量的水，且水要具有一定的温度，通常操作人员是通入冷水再经过加热，

这样很浪费水资源和热能。在布料染整过程中有一道洗布工序，洗布完后的水是热的，而且

是干净的，还可以进行二次的利用，因此，可以将洗布后的水用于染色工序上，但是洗布后

的水温度很高，没法直接利用到染色工序中，需要进一步的降温。现有的染色机很少具有快

速降温的功能。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不足，提供一种带有冷凝水循环装置的染色机。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技术解决方案是：一种带有冷凝水循环装置的染

色机，包括箱体，所述箱体的底部设有染色室，所述染色室的上方沿进布的方向依次设有冷

却室、染液调配室、烘干室，所述冷却室的上方设有储水室，所述冷却室内设有冷凝水循环

装置，所述冷凝水循环装置包括设于冷却室底部的冷水槽、设于冷水槽内的半导体制冷片

与循环泵、设于冷水槽上方的冷凝水管，所述冷凝水管的一端与循环泵相连，所述冷凝水管

的另一端与冷水槽相连，所述冷却室设有与储水室相连的进水口，所述冷却室设有与染液

调配室相连的出水口，所述进水口、出水口处均设有控制阀，所述冷凝水循环装置连接有第

一电机，所述第一电机、控制阀均连接有控制器。

[0005] 优选的，所述储水室内设有过滤网，所述储水室的内壁设有用于放置过滤网的凸

块，所述储水室的顶部设有盖板，所述储水室连接有进水管。在储水室内设有过滤网，用于

过滤布料中绒毛等杂质，且过滤网可以拆卸出来清洗后再继续使用。

[0006] 优选的，所述染液调配室的顶部设有投入槽，所述染液调配室内设有搅拌装置、温

度传感器，所述染液调配室的底部设有染液出口，所述染色室设有染液进口，所述染液出口

与染液进口之间设有染液控制阀，所述染色室的侧壁设有布料进口，所述布料进口处安装

有第二传动辊，所述染色室内安装有第三传动辊，所述箱体外的侧壁安装有第一支架，所述

箱体外的另一侧壁安装有第二支架，所述第一支架、第二支架上分别安装有第一传动辊、第

五传动辊，所述染色室内设有液位感应器，所述染色室的底部设有排液口，所述烘干室内设

有烘干装置，所述烘干装置的上方设有第四传动辊，所述烘干装置的下方设有挤压装置，所

述烘干室的底部设有与第三传动辊同一竖直方向上的布料通口，所述烘干室的侧壁设有布

料出口，所述第一传动辊、第二传动辊均连接有第二电机，所述第三传动辊、第四传动辊、第

五传动辊均连接有第三电机，所述搅拌装置、温度传感器、液位感应器、染液控制阀、第二电

机、第三电机均与控制器连接，所述控制器用于控制搅拌装置的启闭，用于接收温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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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号并控制冷凝水循环装置的启闭，用于接收液位感应器的信号并控制染液控制阀的启

闭，用于控制第一电机、第二电机、第三电机的启闭。

[0007] 优选的，所述挤压装置包括两个底座、两块磁板、两根连接杆，所述底座设于烘干

室的底部，所述连接杆的一端与磁板固定连接，所述连接杆的另一端设有滚轮，所述底座上

设有与滚轮相匹配的滑轨，所述两个底座、两块磁板、两根连接杆均为对称设置，所述滚轮

可以在滑轨上滚动，所述两个底座、两块磁板、两根连接杆均为对称设置，根据布料的厚度，

滚轮可以在滑轨上自动滚动来调节两块磁板的位置，两块磁板将布料夹在中间，对染色后

的布料表面所沾附的染料进行清除，减少了染料的使用量，也大大缩短了烘干的时间。

[0008] 优选的，所述烘干装置包括对称设置的两个红外线烘干器，所述红外线烘干器的

一端与烘干室的内壁固定连接，所述红外线烘干器的另一端朝向布料，对染色后的布料进

行烘干处理，红外线烘干具有烘干速度快，烘干质量好的特点，这样可以大大提高了烘干效

率。

[0009] 优选的，所述排液口处设有排液阀，所述排液阀用于控制排液口的启闭，便于对染

色室的清洗。

[0010] 优选的，所述投入槽的槽口设有开盖，当染液调配室中搅拌装置在工作时，将开盖

盖住，防止染液在搅拌过程中溅起。

[0011] 优选的，所述箱体的底部设有万向轮。

[0012] 通过采用上述的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新

型的染布机，通过在冷却室内设有冷凝水循环装置，提高了冷却速度，大大增强了冷却效

果，实现了节能、循环利用；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有温度传感器、液位感应器、染液调配室，

能够实现事先将染剂助剂与溶剂充分搅拌均匀，然后再将染液多次地、定量地输送到染色

室中，避免造成花色、染色不均匀，且能够自动调节染液的温度，增加染色效果；本实用新型

在染色室的上方依次设有挤压装置、烘干装置，解决了现有染布机在染色过程中，染色后的

布料表面沾附有大量的染料，使得染色后布料的烘干时间延长，且造成染料的浪费。本实用

新型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占地面积小，染色均匀，染色效果佳，节能环保，实现循环利用。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实用新型冷却室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本实用新型烘干室的结构示意图。

[0016] 主要附图标记说明：（1、箱体；11、第一支架；12、第二支架；13、第一传动辊；14、第

五传动辊；15、万向轮；2、染色室；21、染液进口；22、布料进口；23、第二传动辊；24、第三传动

辊；25、液位感应器；26、排液口；27、排液阀；3、冷却室；31、冷凝水循环装置；311、冷水槽；

312、半导体制冷片；313、循环泵；314、冷凝水管；32、进水口；33、出水口；34、控制阀；4、染液

调配室；41、投入槽；411、开盖；42、搅拌装置；43、温度传感器；44、染液出口；45、染液控制

阀；5、烘干室；51、烘干装置；511、红外线烘干器；52、第四传动辊；53、挤压装置；531、底座；

532、磁块；533、连接杆；534、滚轮；54、布料通口；55、布料出口；6、储水室；61、过滤网；62、凸

块；63、盖板；64、进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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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来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

[0018] 本实用新型中所提到的方向用语，例如：上、下、内、外等，仅是参考说明书附图1的

方向。因此，使用的方向用语仅是用来说明，并非用来限制本实用新型。

[0019] 如图1-2所示，一种带有冷凝水循环装置的染色机，包括箱体1，所述箱体1的底部

设有染色室2，所述染色室2的上方沿进布的方向依次设有冷却室3、染液调配室4、烘干室5，

所述冷却室3的上方设有储水室6，所述冷却室3内设有冷凝水循环装置31，所述冷凝水循环

装置31包括设于冷却室3底部的冷水槽311、设于冷水槽311内的半导体制冷片312与循环泵

313、设于冷水槽311上方的冷凝水管314，所述冷凝水管314的一端与循环泵313相连，所述

冷凝水管314的另一端与冷水槽311相连，所述冷却室3设有与储水室6相连的进水口32，所

述冷却室3设有与染液调配室4相连的出水口33，所述进水口32、出水口33处均设有控制阀

34，所述冷凝水循环装置31连接有第一电机，所述第一电机、控制阀34均连接有控制器。

[0020] 所述储水室6内设有过滤网61，所述储水室6的内壁设有用于放置过滤网61的凸块

62，所述储水室6的顶部设有盖板63，所述储水室6连接有进水管64。

[0021] 所述染液调配室4的顶部设有投入槽41，所述染液调配室4内设有搅拌装置42、温

度传感器43，所述染液调配室4的底部设有染液出口44，所述染色室2设有染液进口21，所述

染液出口44与染液进口21之间设有染液控制阀45，所述染色室2的侧壁设有布料进口22，所

述布料进口22处安装有第二传动辊23，所述染色室2内安装有第三传动辊24，所述箱体1外

的侧壁安装有第一支架11，所述箱体1外的另一侧壁安装有第二支架12，所述第一支架11、

第二支架12上分别安装有第一传动辊13、第五传动辊14，所述染色室2内设有液位感应器

25，所述染色室2的底部设有排液口26，所述烘干室5内设有烘干装置51，所述烘干装置51的

上方设有第四传动辊52，所述烘干装置51的下方设有挤压装置53，所述烘干室5的底部设有

与第三传动辊24同一竖直方向上的布料通口54，所述烘干室5的侧壁设有布料出口55，所述

第一传动辊13、第二传动辊23均连接有第二电机，所述第三传动辊24、第四传动辊52、第五

传动辊14均连接有第三电机，所述搅拌装置42、温度传感器43、液位感应器25、染液控制阀

45、第二电机、第三电机均与控制器连接，所述控制器用于控制搅拌装置42的启闭，用于接

收温度传感器43的信号并控制冷凝水循环装置31的启闭，用于接收液位感应器25的信号并

控制染液控制阀45的启闭，用于控制第一电机、第二电机、第三电机的启闭。

[0022] 如图3所示，所述挤压装置53包括两个底座531、两块磁板532、两根连接杆533，所

述底座531设于烘干室5的底部，所述连接杆533的一端与磁板532固定连接，所述连接杆533

的另一端设有滚轮534，所述底座531上设有与滚轮534相匹配的滑轨，所述两个底座531、两

块磁板532、两根连接杆533均为对称设置，所述滚轮534可以在滑轨上滚动，根据布料的厚

度，滚轮534可以在滑轨上自动滚动来调节两块磁板532的位置，两块磁板532将布料夹在中

间，对染色后的布料表面所沾附的染料进行清除，减少了染料的使用量，也大大缩短了烘干

的时间。

[0023] 所述烘干装置51包括对称设置的两个红外线烘干器511，所述红外线烘干器511的

一端与烘干室5的内壁固定连接，所述红外线烘干器511的另一端朝向布料，对染色后的布

料进行烘干处理。

[0024] 所述排液口26处设有排液阀27，所述排液阀27用于控制排液口26的启闭，便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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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室2的清洗。

[0025] 所述投入槽41的槽口设有开盖411。

[0026] 所述箱体1的底部设有万向轮15。

[0027] 本实用新型的整个工作过程：将洗布后的热水收集到储水室6内，再经过冷却室3

进行冷却降温到染色工序中所需的水温度，再输送到染液调配室4内与染剂助剂一起混合，

进行染液的调配，再打开染液控制阀45将调配好的染液输送到染色室2内，将布料置于第一

传动辊13上，在第二电机的带动下，布料被输送到染色室2内进行染色，染色完，再将布料通

过第三传动辊24的转动输送到烘干室5内进行清除布料表面多余的染料并进行烘干处理，

最后通过第四传动辊52的转动将布料输送到染色机外，即可。在染色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

来调节染液的温度、染液的水位等，使得染色更加均匀，染色效果更佳。在整个工作结束后，

开启排液阀27将染液调配室4和染色室2内的染液全部排出，然后清洗干净，待下次使用。

[0028] 以上所述的，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不能限定本实用实施的范围，凡

是依本实用新型申请专利范围所作的均等变化与装饰，皆应仍属于本实用新型涵盖的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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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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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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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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