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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物理挤压型纺织布干燥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物理挤压型纺织布干燥

设备，其结构包括底板，所述底板上端面固设有

若干环形阵列设置的立柱，所述立柱上端面固设

有框架式结构的顶部支架，所述顶部支架内设置

有用于将纺织布进行挤压脱水的物理挤压装置，

物理挤压装置下方设置有位于所述底板内且用

于盛放液体的液体盛放装置，液体盛放设备前后

侧设置有前后对称且用于将纺织布进行牵引的

牵引装置，牵引装置一侧设置有同时带动牵引装

置和液体盛放装置内相关部件进行移动的驱动

装置，实现了纺织布的连续驱动及多余水液的快

速排出设备，提高了设备的工作效率，且采用物

理挤压的方式防止了纺织布产生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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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物理挤压型纺织布干燥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底板(110)，所述底板(110)上端

面固设有若干环形阵列设置的立柱(108)，所述立柱(108)上端面固设有框架式结构的顶部

支架(117)，所述顶部支架(117)内设置有用于将纺织布进行挤压脱水的物理挤压装置

(950)，物理挤压装置(950)下方设置有位于所述底板(110)内且用于盛放液体的液体盛放

装置(951)，液体盛放设备前后侧设置有前后对称且用于将纺织布进行牵引的牵引装置

(952)，牵引装置(952)一侧设置有同时带动牵引装置(952)和液体盛放装置(951)内相关部

件进行移动的驱动装置(953)；

牵引装置(952)包括固设于所述立柱(108)之间且上下对称设置的滑杆(109)，所述滑

杆(109)外表面滑动的设置有安装块(501)，所述安装块(501)下端面固设有底板(502)，所

述底板(502)下端面与平台板(122)上端面齐平，所述安装块(501)内固设有开口的开口腔

(514)，所述开口腔(514)下方设置有位于所述安装块(501)内的且前后贯穿的贯穿腔

(503)，所述贯穿腔(503)内转动的设置有转动板(504)，所述转动板(504)一侧固设有用于

将纺织布压紧的压块(515)，所述开口腔(514)前后侧设置有位于所述安装块(501)内且上

下贯穿的滑腔(516)，所述开口腔(514)内固设有驱动电机(517)，所述驱动电机(517)的输

出轴转动的贯穿所述开口腔(514)并伸入所述滑腔(516)内与所述滑腔(516)转动配合连

接，所述滑腔(516)内滑动的设置有滑移板(506)  ，  所述滑移板(506)与所述驱动电机

(517)的输出轴螺纹配合连接，位于前后侧的所述滑腔(516)内的所述驱动电机(517)输出

轴外表面的螺纹旋向相反，靠近所述驱动电机(517)的所述滑移板(506)端面固设有滑动轴

(507)，所述滑动轴(507)滑动的贯穿所述安装块(501)并伸入所述开口腔(514)内，前侧的

所述滑动轴(507)后端面固设有夹持块(510)，所述夹持块(510)内固设有穿透腔(511)，后

侧的所述滑动轴(507)前端面固设有卡块(512)，所述卡块(512)内固设有开口的配合腔

(513)，所述滑移板(506)下端面固设有相抵块(50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物理挤压型纺织布干燥设备，其特征在于：物理挤压装置

(950)包括固设于所述顶部支架(117)内的顶板(119)，所述顶板(119)内固设有气缸(121)，

所述气缸(121)内的推杆下端面设置有用于对纺织布进行挤压的挤压组件，挤压组件下方

设置有位于所述立柱(108)内使推挤板(118)便于复位的复位组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物理挤压型纺织布干燥设备，其特征在于：挤压组件包括

与所述气缸(121)推杆固定的固定块(120)，所述固定块(120)下端面固设有推挤板(118)，

所述推挤板(118)上端面固设有环形阵列设置的升降板(201)。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物理挤压型纺织布干燥设备，其特征在于：复位组件包括

固设于所述立柱(108)内且开口的弹簧腔(204)，所述弹簧腔(204)下端壁固设有固定柱

(202)，所述固定柱(202)与升降板(201)滑动配合连接，所述固定柱(202)外侧设置有对所

述升降板(201)起着缓冲作用的弹性结构。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物理挤压型纺织布干燥设备，其特征在于：弹性结构包括

设置于所述固定柱(202)外表面且缠绕设置若干圈的圈型弹簧(20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物理挤压型纺织布干燥设备，其特征在于：液体盛放装置

(951)包括固设于所述底板(110)内且开口朝上的滑槽(113)，所述滑槽(113)前后对称设置

于所述底板(110)内，所述滑槽(113)之间设置有位于所述底板(110)上方且用于将纺织布

进行放置且便于将液体挤出的平台组件，平台组件内设置有便于将液体以推动方式排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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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推板组件。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物理挤压型纺织布干燥设备，其特征在于：平台组件包括

固设于所述底板(110)上端面的储存箱(107)，所述储存箱(107)内固设有开口朝上的内腔

(102)，所述内腔(102)右端壁内连通设置有排出腔(301)，所述内腔(102)下端壁固设有竖

板(105)，所述竖板(105)上端面固设有平台板(122)，所述平台板(122)和所述竖板(105)之

间组成开口的空腔(103)，所述平台板(122)内连通设置有若干与所述空腔(103)连通的开

槽(111)。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物理挤压型纺织布干燥设备，其特征在于：推板组件包括

与所述空腔(103)滑动配合连接的排水板(601)，所述排水板(601)与所述空腔(103)垂直，

所述排水板(601)与所述空腔(103)端壁相抵，所述排水板(601)右端固设有前后对称的推

杆(104)，所述推杆(104)右端面固设有固定板(106)，所述固定板(106)左端面固设有前后

对称的圆轴(112)，所述圆轴(112)滑动的贯穿所述立柱(108)，所述圆轴(112)左端面固设

有与所述滑槽(113)滑动配合连接的滑块(114)，所述滑块(114)上端面固设有竖杆(115)，

所述竖杆(115)内固设有开口的且与驱动装置(953)进行配合连接的凹腔(116)，从而利用

所述凹腔(116)与驱动装置(953)配合连接使所述圆轴(112)左右移动，带动所述排水板

(601)将液体推动出设备。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物理挤压型纺织布干燥设备，其特征在于：驱动装置

(953)包括转动的设置于所述立柱(108)一侧的皮带轮(124)，所述皮带轮(124)由动力电机

(602)驱动转动，同侧的所述皮带轮(124)之间通过皮带(123)动力连接，所述凹腔(116)与

所述皮带(123)装卡固定，所述凹腔(116)与远离所述顶部支架(117)的所述皮带(123)一段

固定，靠近所述顶部支架(117)的所述皮带(123)一段位于所述配合腔(513)和穿透腔(511)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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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物理挤压型纺织布干燥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纺织烘干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物理挤压型纺织布干燥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的缺点是在纺织布干燥过程中由于设备的结构单一，且对于烘干过程往

往采用的是电热和风干等方式，对于一些尺寸较大的纺织物，可以进行预先的物理加压干

燥排水过程，且设备的联动性很低，技术含量不高，工作效率低下。为此，人们进行了长期的

探索，提出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

[0003] 例如，中国专利文献一种厚纺织布匹干燥设备公开了[申请号：201610119529.4]，

包括从下向上交替设置的多个第一辊组和第二辊组，相邻两个辊组之间形成辊压通道，待

干燥布匹从进料口进入干燥腔，从下向上依次穿过多个辊压通道并绕过第一导向辊和第二

导向辊形成S形弯曲，由于第一辊组和第二辊组转动方向相反，待干燥布匹通过每个辊压通

道时都经过相邻两个第一辊组和第二辊组的相对挤压，挤出的液体从挤压辊之间落下，从

出液口排出，并且布匹从下向上经过多级辊压，使得厚度较厚的布匹中的液体能够被彻底

挤压，大大提高干燥效果，该发明具有通过对布匹进行从下向上多级辊压，能够对厚度较厚

密度较高的布匹进行彻底干燥，并且提高干燥效率，节约能耗优点。

[0004] 上述方案依旧使用传统的采用多级辊对纺织布进行挤压，尚未实现联动的干燥方

式，使布匹在用多级辊时容易产生褶皱，降低了工作效率。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上述问题，提供一种具有采用联动方式实现纺织布连续运行

且利用物理加压使纺织布进行初步脱水烘干且使多余水液排出效率上升且有效防止纺织

布产生褶皱等优点的设备。

[0006]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本发明的一种物理挤压型纺织布干燥设

备，包括底板，所述底板上端面固设有若干环形阵列设置的立柱，所述立柱上端面固设有框

架式结构的顶部支架，所述顶部支架内设置有用于将纺织布进行挤压脱水的物理挤压装

置，物理挤压装置下方设置有位于所述底板内且用于盛放液体的液体盛放装置，液体盛放

设备前后侧设置有前后对称且用于将纺织布进行牵引的牵引装置，牵引装置一侧设置有同

时带动牵引装置和液体盛放装置内相关部件进行移动的驱动装置，从而利用上述装置实现

了物理挤压纺织布进行脱水并且将水液进行有效回收的功能。

[0007]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物理挤压装置包括固设于所述顶部支架内的顶板，所述顶板

内固设有气缸，所述气缸内的推杆下端面设置有用于对纺织布进行挤压的挤压组件，挤压

组件下方设置有位于所述立柱内使所述推挤板便于复位的复位组件，从而利用上述结构实

现了纺织布的高效物理挤压初步脱水。

[0008]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挤压组件包括与所述气缸推杆固定的固定块，所述固定块下

端面固设有推挤板，所述推挤板上端面固设有环形阵列设置的升降板，从而利用所述推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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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对纺织布进行挤压，同时利用所述升降板与复位组件配合实现所述推挤板在挤压后复位

效率上升。

[0009]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复位组件包括固设于所述立柱内且开口的弹簧腔，所述弹簧

腔下端壁固设有固定柱，所述固定柱与所述升降板滑动配合连接，所述固定柱外侧设置有

对所述升降板起着缓冲作用的弹性结构，从而利用弹性结构对所述升降板起着缓冲作用。

[0010]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弹性结构包括设置于所述固定柱外表面且缠绕设置若干圈的

圈型弹簧，从而利用所述圈型弹簧对所述升降板进行回弹。

[0011]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液体盛放装置包括固设于所述底板内且开口朝上的滑槽，所

述滑槽前后对称设置于所述底板内，所述滑槽之间设置有位于所述底板上方且用于将纺织

布进行放置且便于将液体挤出的平台组件，平台组件内设置有便于将液体以推动方式排出

设备的推板组件，从而利用上述平台组件和推板组件便于将纺织布进行放置且便于将液体

挤出。

[0012]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平台组件包括固设于所述底板上端面的储存箱，所述储存箱

内固设有开口朝上的内腔，所述内腔右端壁内连通设置有排出腔，所述内腔下端壁固设有

竖板，所述竖板上端面固设有平台板，所述平台板和所述竖板之间组成开口的空腔，所述平

台板内连通设置有若干与所述空腔连通的开槽，从而利用所述平台板放置纺织布以有利于

纺织布的挤压脱水。

[0013]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推板组件包括与所述空腔滑动配合连接的排水板，所述排水

板与所述空腔垂直，所述排水板与所述空腔端壁相抵，所述排水板右端固设有前后对称的

推杆，所述推杆右端面固设有固定板，所述固定板左端面固设有前后对称的圆轴，所述圆轴

滑动的贯穿所述立柱，所述圆轴左端面固设有与所述滑槽滑动配合连接的滑块，所述滑块

上端面固设有竖杆，所述竖杆内固设有开口的且与驱动装置进行配合连接的凹腔，从而利

用所述凹腔与驱动装置配合连接使所述圆轴左右移动，带动所述排水板将液体推动出设

备。

[0014]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牵引装置包括固设于所述立柱之间且上下对称设置的滑杆，

所述滑杆外表面滑动的设置有安装块，所述安装块下端面固设有底板，所述底板下端面与

所述平台板上端面齐平，所述安装块内固设有开口的开口腔，所述开口腔下方设置有位于

所述安装块内的且前后贯穿的贯穿腔，所述贯穿腔内转动的设置有转动板，所述转动板一

侧固设有用于将纺织布压紧的压块，所述开口腔前后侧设置有位于所述安装块内且上下贯

穿的滑腔，所述开口腔内固设有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的输出轴转动的贯穿所述开口腔

并伸入所述滑腔内与所述滑腔转动配合连接，所述滑腔内滑动的设置有滑移板，所述滑移

板与所述驱动电机的输出轴螺纹配合连接，位于前后侧的所述滑腔内的所述驱动电机输出

轴外表面的螺纹旋向相反，靠近所述驱动电机的所述滑移板端面固设有滑动轴，所述滑动

轴滑动的贯穿所述安装块并伸入所述开口腔内，前侧的所述滑动轴后端面固设有夹持块，

所述夹持块内固设有穿透腔，后侧的所述滑动轴前端面固设有卡块，所述卡块内固设有开

口的配合腔，所述滑移板下端面固设有相抵块，从而利用所述压块和底板对纺织布进行牵

引。

[0015]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驱动装置包括转动的设置于所述立柱一侧的皮带轮，所述皮

带轮由动力电机驱动转动，同侧的所述皮带轮之间通过皮带动力连接，所述凹腔与所述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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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装卡固定，所述凹腔与远离所述顶部支架的所述皮带一段固定，靠近所述顶部支架的所

述皮带一段位于所述配合腔和穿透腔之间，从而利用所述皮带使牵引装置和液体盛放装置

内相关结构实现联动。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设备采用了物理挤压装置、液体盛放装置、牵引装置和驱动

装置，实现了采用物理挤压的方式将纺织布的多余水液进行挤出并排出设备，在此过程中

利用液体盛放装置、牵引装置和驱动装置的联动，实现了纺织布的连续驱动及多余水液的

快速排出设备，提高了设备的工作效率，且采用物理挤压的方式防止了纺织布产生褶皱。

[0017] 上述优点具体表现为，采用了所述气缸带动所述推挤板进行上下移动，使所述推

挤板与所述平台板重合的方式使纺织布进行脱水，在此过程中所述开槽的设计有利于水液

的下落，所述圈型弹簧作为将所述升降板缓冲的结构，使所述推挤板上下移动过程更为顺

利，且防止所述气缸的载荷过大影响设备进行连续工作，利用所述动力电机驱动所述皮带

轮转动，使所述皮带进行移动，且由于所述凹腔与远离所述平台板的所述皮带一段固定，靠

近所述平台板的所述皮带一段位于所述卡块和夹持块之间，使得所述竖杆带动所述圆轴及

所述固定板移动的方向与所述安装块运动的方向相反，实现了联动功能，节约了电机的同

时，使设备的灵巧度上升，利用所述固定板带动所述推杆及所述排水板将所述空腔的水液

推动排出，使设备的排水速率上升，利用所述驱动电机带动所述滑移板同时移动，使所述夹

持块和卡块实现对所述皮带夹紧的同时，使所述相抵块的移动对所述转动板起着一个限位

作用，使所述夹持块和卡块将所述皮带夹紧时，所述相抵块刚好使所述压块靠近所述底板，

上述结构在联动时，使纺织布在所述压块和所述底板夹紧时，在所述皮带移动过程中，使纺

织布平铺于所述平台板上侧后，所述排水板加速水液排出，使设备的整体工作效率上升，且

上述结构设计具有很强的联动性，使设备的整体成本下降。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的设备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中图1中顶部支架的A方向的放大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发明设备后侧三维示意图；

[0021] 图4是本发明中图3中竖板的B方向的放大示意图；

[0022] 图5是本发明设备左侧三维示意图；

[0023] 图6是本发明设备仰视三维示意图；

[0024] 图7是本发明设备剖切结构示意图；

[0025] 图8是本发明中图7中底板110的C方向的示意图；

[0026] 图中，内腔102、空腔103、推杆104、竖板105、固定板106、储存箱107、立柱108、滑杆

109、底板110、开槽111、圆轴112、滑槽113、滑块114、竖杆115、凹腔116、顶部支架117、推挤

板118、顶板119、固定块120、气缸121、平台板122、皮带123、皮带轮124、升降板201、固定柱

202、圈型弹簧203、弹簧腔204、排出腔301、排水板601、动力电机602、安装块501、底板502、

贯穿腔503、转动板504、相抵块505、滑移板506、滑动轴507、夹持块510、穿透腔511、卡块

512、配合腔513、开口腔514、压块515、滑腔516、驱动电机517、物理挤压装置950、液体盛放

装置951、牵引装置952和驱动装置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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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如图1-图8所示，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为叙述方便，现对下文所说的方位规定

如下：下文所说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与图1本身投影关系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一致，本发明

的一种物理挤压型纺织布干燥设备，包括底板110，底板110上端面固设有若干环形阵列设

置的立柱108，立柱108设置有四个，立柱108上端面固设有框架式结构的顶部支架117，顶部

支架117内设置有用于将纺织布进行挤压脱水的物理挤压装置950，物理挤压装置950下方

设置有位于底板110内且用于盛放液体的液体盛放装置951，液体盛放设备前后侧设置有前

后对称且用于将纺织布进行牵引的牵引装置952，牵引装置952一侧设置有同时带动牵引装

置952和液体盛放装置951内相关部件进行移动的驱动装置953，从而利用上述装置实现了

物理挤压纺织布进行脱水并且将水液进行有效回收的功能。

[0028] 有益地，其中，物理挤压装置950包括固设于顶部支架117内的顶板119，顶板119为

若干十字型结构组成，顶板119的长度至少为2m，顶板119内固设有气缸121，气缸121至少设

置有三个，气缸121内的推杆下端面设置有用于对纺织布进行挤压的挤压组件，挤压组件下

方设置有位于立柱108内使推挤板118便于复位的复位组件，从而利用上述结构实现了纺织

布的高效物理挤压初步脱水。

[0029] 有益地，其中，挤压组件包括与气缸121推杆固定的固定块120，固定块120下端面

固设有推挤板118，固定块120与推挤板118固定的方式可采用螺栓固定，也可以采用焊接等

方式固定，推挤板118的长度和宽度均小于0.8倍顶部支架117的长度与宽度，推挤板118上

端面固设有环形阵列设置的升降板201，升降板201设置有四个，从而利用推挤板118对纺织

布进行挤压，同时利用升降板201与复位组件配合实现推挤板118在挤压后复位效率上升。

[0030] 有益地，其中，复位组件包括固设于立柱108内且开口的弹簧腔204，弹簧腔204下

端壁固设有固定柱202，固定柱202长度与弹簧腔204的深度相同，固定柱202的直径至少为

2cm，固定柱202与升降板201滑动配合连接，固定柱202外侧设置有对升降板201起着缓冲作

用的弹性结构，从而利用弹性结构对升降板201起着缓冲作用。

[0031] 有益地，其中，弹性结构包括设置于固定柱202外表面且缠绕设置若干圈的圈型弹

簧203，圈型弹簧203的有效长度与固定柱202的高度相同，从而利用圈型弹簧203对升降板

201进行回弹。

[0032] 有益地，其中，液体盛放装置951包括固设于底板110内且开口朝上的滑槽113，滑

槽113前后对称设置于底板110内，滑槽113之间设置有位于底板110上方且用于将纺织布进

行放置且便于将液体挤出的平台组件，平台组件内设置有便于将液体以推动方式排出设备

的推板组件，从而利用上述平台组件和推板组件便于将纺织布进行放置且便于将液体挤

出。

[0033] 有益地，其中，平台组件包括固设于底板110上端面的储存箱107，储存箱107内固

设有开口朝上的内腔102，内腔102的高度至少为5cm，内腔102右端壁内连通设置有排出腔

301，内腔102下端壁固设有竖板105，竖板105上端面固设有平台板122，平台板122和竖板

105之间组成开口的空腔103，平台板122内连通设置有若干与空腔103连通的开槽111，开槽

111至少设置有4组，开槽111的宽度至少为6cm，开槽111的长度小于平台板122的宽度，从而

利用平台板122放置纺织布以有利于纺织布的挤压脱水。

[0034] 有益地，其中，推板组件包括与空腔103滑动配合连接的排水板601，排水板601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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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腔103垂直，排水板601与空腔103端壁相抵，排水板601右端固设有前后对称的推杆104，

推杆104右端面固设有固定板106，固定板106与推杆104可采用螺栓固定，固定板106的宽度

至少为10cm，固定板106左端面固设有前后对称的圆轴112，圆轴112滑动的贯穿立柱108，圆

轴112的长度至少为1.8m，圆轴112左端面固设有与滑槽113滑动配合连接的滑块114，滑块

114上端面固设有竖杆115，竖杆115内固设有开口的且与驱动装置953进行配合连接的凹腔

116，从而利用凹腔116与驱动装置953配合连接使圆轴112左右移动，带动排水板601将液体

推动出设备。

[0035] 有益地，其中，牵引装置952包括固设于立柱108之间且上下对称设置的滑杆109，

滑杆109的直径至少为2cm，滑杆109外表面滑动的设置有安装块501，安装块501下端面固设

有底板502，底板502下端面与平台板122上端面齐平，安装块501内固设有开口的开口腔

514，开口腔514下方设置有位于安装块501内的且前后贯穿的贯穿腔503，贯穿腔503内转动

的设置有转动板504，转动板504一侧固设有用于将纺织布压紧的压块515，开口腔514前后

侧设置有位于安装块501内且上下贯穿的滑腔516，开口腔514内固设有驱动电机517，驱动

电机517的输出轴转动的贯穿开口腔514并伸入滑腔516内与滑腔516转动配合连接，滑腔

516内滑动的设置有滑移板506，滑移板506与驱动电机517的输出轴螺纹配合连接，位于前

后侧的滑腔516内的驱动电机517输出轴外表面的螺纹旋向相反，靠近驱动电机517的滑移

板506端面固设有滑动轴507，滑动轴507滑动的贯穿安装块501并伸入开口腔514内，前侧的

滑动轴507后端面固设有夹持块510，夹持块510内固设有穿透腔511，后侧的滑动轴507前端

面固设有卡块512，卡块512内固设有开口的配合腔513，卡块512的宽度与穿透腔511的宽度

相同，滑移板506下端面固设有相抵块505，其中靠近储存箱107的相抵块505长度比远离储

存箱107的相抵块505长度长，相抵块505与压块515相抵，从而利用压块515和底板502对纺

织布进行牵引。

[0036] 有益地，其中，驱动装置953包括转动的设置于立柱108一侧的皮带轮124，皮带轮

124由动力电机602驱动转动，同侧的皮带轮124之间通过皮带123动力连接，凹腔116与皮带

123装卡固定，凹腔116与远离顶部支架117的皮带123一段固定，靠近顶部支架117的皮带

123一段位于配合腔513和穿透腔511之间，从而利用皮带123使牵引装置952和液体盛放装

置951内相关结构实现联动。

[0037] 初始状态时，上述装置、组件和结构处于停止工作状态，在设备进行工作之前，纺

织布在外部空间的相关设备驱动进入设备内，且纺织布为连续进行运动，在纺织布进入设

备之前需要进行牵引，实现较为自动化的牵引过程。

[0038] 当设备进行工作时，首先需要将纺织布牵引进入设备，则首先将纺织布一头牵引

进入平台板122上端面，此时驱动电机517开始工作后驱动滑移板506同时靠近驱动电机

517，使滑移板506带动滑动轴507运动，使夹持块510和卡块512彼此靠近，且利用配合腔513

和穿透腔511将皮带123和安装块501间接固定，此时由于滑移板506之间彼此靠近，使相抵

块505带动转动板504进行摆动，使压块515逐渐下压，与底板502夹紧，且在此过程中，卡块

512和穿透腔511完全将皮带123夹紧后压块515与底板502刚好夹紧，此时动力电机602开始

工作后带动皮带轮124转动，皮带轮124转动后带动皮带123进行移动，使安装块501逐渐运

动到左侧，由于皮带123在运动后使竖杆115与皮带123进行同步运动使竖杆115和滑块114

带动圆轴112进行移动，将固定板106带动向右移动，此时固定板106带动推杆104和排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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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进行移动，使排水板601在空腔103内向右滑动，使空腔103内的水液推动后沿着内腔102

和排出腔301流出设备，当安装块501运动到设备左侧后，需要将纺织布牵引，则同时驱动电

机517工作后使滑移板506之间彼此远离，使压块515向上移动，使纺织布位于压块515和底

板502之间，此后，驱动电机517再工作后使压块515和底板502将纺织布夹紧，此时动力电机

602带动皮带轮124转动，使固定板106重新复位，且安装块501及相关结构带动纺织布运动

到右侧，使纺织布完全平铺于平台板122上方，此时需要利用推挤板118对纺织布进行挤压

脱水，则气缸121工作后驱动推挤板118向下移动，使推挤板118将纺织布挤压脱水，多余水

液由开槽111流入到空腔103内，且推挤板118和升降板201向下移动后使圈型弹簧203处于

压缩状态，在复位后，升降板201也得到缓冲，使气缸121承载的载荷下降，上述结构联动后

实现了纺织布连续的加工。

[003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此设备采用了物理挤压装置950、液体盛放装置951、牵引装

置952和驱动装置953，实现了采用物理挤压的方式将纺织布的多余水液进行挤出并排出设

备，在此过程中利用液体盛放装置951、牵引装置952和驱动装置953的联动，实现了纺织布

的连续驱动及多余水液的快速排出设备，提高了设备的工作效率，且采用物理挤压的方式

防止了纺织布产生褶皱。

[0040] 上述优点具体表现为，采用了气缸121带动推挤板118进行上下移动，使推挤板118

与平台板122重合的方式使纺织布进行脱水，在此过程中开槽111的设计有利于水液的下

落，圈型弹簧203作为将升降板201缓冲的结构，使推挤板118上下移动过程更为顺利，且防

止气缸121的载荷过大影响设备进行连续工作，利用动力电机602驱动皮带轮124转动，使皮

带123进行移动，且由于凹腔116与远离平台板122的皮带123一段固定，靠近平台板122的皮

带123一段位于卡块512和夹持块510之间，使得竖杆115带动圆轴112及固定板106移动的方

向与安装块501运动的方向相反，实现了联动功能，节约了电机的同时，使设备的灵巧度上

升，利用固定板106带动推杆104及排水板601将空腔103的水液推动排出，使设备的排水速

率上升，利用驱动电机517带动滑移板506同时移动，使夹持块510和卡块512实现对皮带123

夹紧的同时，使相抵块505的移动对转动板504起着一个限位作用，使夹持块510和卡块512

将皮带123夹紧时，相抵块505刚好使压块515靠近底板502，上述结构在联动时，使纺织布在

压块515和底板502夹紧时，在皮带123移动过程中，使纺织布平铺于平台板122上侧后，排水

板601加速水液排出，使设备的整体工作效率上升，且上述结构设计具有很强的联动性，使

设备的整体成本下降。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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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2] 尽管本文较多地使用了内腔102、空腔103、推杆104、竖板105、固定板106、储存箱

107、立柱108、滑杆109、底板110、开槽111、圆轴112、滑槽113、滑块114、竖杆115、凹腔116、

顶部支架117、推挤板118、顶板119、固定块120、气缸121、平台板122、皮带123、皮带轮124、

升降板201、固定柱202、圈型弹簧203、排出腔301、排水板601、动力电机602、安装块501、底

板502、贯穿腔503、转动板504、相抵块505、滑移板506、滑动轴507、夹持块510、穿透腔511、

卡块512、配合腔513、开口腔514、压块515、滑腔516、驱动电机517、物理挤压装置950、液体

盛放装置951、牵引装置952和驱动装置953等术语，但并不排除使用其它术语的可能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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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些术语仅仅是为了更方便地描述和解释本发明的本质，把它们解释成任何一种附加的

限制都是与本发明精神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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