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592985.4

(22)申请日 2019.07.03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239204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9.17

(73)专利权人 安福康路运动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343200 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工业园

区小微创业园A5栋

(72)发明人 刘鑫杰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昌金轩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6129

代理人 石红丽

(51)Int.Cl.

B41F 13/24(2006.01)

B41F 17/00(2006.01)

B41F 22/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8730549 U,2019.04.12

CN 108773715 A,2018.11.09

CN 205134002 U,2016.04.06

CN 208529717 U,2019.02.22

CN 204622792 U,2015.09.09

CN 206357779 U,2017.07.28

CN 206605893 U,2017.11.03

KR 200459613 Y1,2012.04.04

DE 4302149 A1,1994.07.28

审查员 向晨

 

(54)发明名称

一种舒适性网鞋面料生产印花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舒适性网鞋面料生产印

花装置，包括机架和印花装置，机架左侧两个支

撑柱之间转动连接有取料辊，取料辊上方设有去

毛辊，预热装置包括预热筒、预热导辊和加热机，

印花装置设置在预热装置的右侧，印花装置包括

印花辊筒调节装置、印花辊筒和上染料装置，印

花辊筒调节装置包括调节导杆、滑动轴承座、顶

盖和调节螺杆。本发明在取料辊上设有去毛辊，

能对面料的上表面的细毛杂质进行清理，设有印

花辊筒调节装置不仅能保证印花辊筒和印花支

撑辊对面料的紧密接触，还使得印花辊筒具有一

定的上弹能力，防止损坏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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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舒适性网鞋面料生产印花装置，包括机架(1)和印花装置(3)，其特征在于：所述

机架(1)由两对支撑柱通过两根横梁连接构成，机架(1)左侧两个支撑柱的左侧下方均设有

支撑座，两个支撑座转动连接有料辊(5)，机架(1)左侧两个支撑柱之间转动连接有取料辊

(6)，取料辊(6)上方设有去毛辊(7)，去毛辊(7)的两端与机架(1)左侧的两个支撑柱转动连

接，去毛辊(7)的左侧设有导毛板(8) ,所述机架(1)的两个横梁上设有两个预热装置支撑座

(9)，两个预热装置支撑座(9)之间设有预热装置(2)，预热装置(2)包括预热筒(10)、预热导

辊(11)和加热机(12)，所述预热筒(10)的两端与两个预热装置支撑座(9)转动连接，预热筒

(10)的两侧设有两个对称设置的预热导辊(11)，预热筒(10)的上方设有加热机(12)，加热

机(12)两端与两个预热装置支撑座(9)固定连接，所述印花装置(3)设置在预热装置(2)的

右侧，印花装置(3)包括印花辊筒调节装置(13)、印花辊筒(14)和上染料装置(15)，所述印

花辊筒调节装置(13)在机架(1)的两个横梁上对称设有两个，两个印花辊筒调节装置(13)

之间设有印花辊筒(14)，印花辊筒(14)的上方设有上染料装置(15)，印花辊筒(14)的正下

方设有印花支撑辊(16)，印花支撑辊(16)两端与机架(1)的两根横梁内壁转动连接，紧贴印

花支撑辊(16)的左侧设有去污板(17)，烘干机(4)设置在印花装置(3)的右侧，烘干机(4)固

定设置在机架(1)的两根横梁上方，所述机架(1)右侧两根支撑柱之前转动连接有出料辊

(18)；

所述取料辊(6)转轴的一端穿透出机架(1)的支撑柱，且穿透端设有驱动轮(19)，去毛

辊(7)转轴的一端穿透出机架(1)的支撑柱，且穿透端设有从动轮(20)，驱动轮(19)和从动

轮(20)之间啮合设有传动皮带；

所述去毛辊(7)的外壁设有毛刷层，导毛板(8)为倾斜的导板状，且导毛板(8)的上端紧

贴去毛辊(7)的下端左侧设置；

所述印花辊筒调节装置(13)包括调节导杆(21)、滑动轴承座(22)、顶盖(23)和调节螺

杆(24)，调节导杆(21)设有两根，且两根调节导杆(21)垂直且对称设置，滑动轴承座(22)设

置在两根调节导杆(21)之间，且与滑动轴承座(22)与调节导杆(21)滑动连接，顶盖(23)设

置在两根调节导杆(21)的上端，且调节导杆(21)和顶盖(23)通过螺栓固定，调节螺杆(24)

沿顶盖(23)中部垂直插入设置；

所述滑动轴承座(22)与印花辊筒(14)的转轴转动连接，调节螺杆(24)外壁设有外螺

纹，且调节螺杆(24)与顶盖(23)通过螺纹啮合，顶盖(23)下端转动连接设有顶块，顶块下端

与滑动轴承座(22)上端之间设有压紧弹簧，顶盖(23)与上染料装置(15)的亮度固定设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舒适性网鞋面料生产印花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机

(12)的下部为加热板，加热机(12)下部的加热板呈半圆弧板状，且加热机(12)下部的加热

板包围设置在预热筒(10)的上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舒适性网鞋面料生产印花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去污板

(17)的上端为切斜挂油刀片，去污板(17)的上端与印花支撑辊(16)的外壁接触，去污板

(17)的下部为废料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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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舒适性网鞋面料生产印花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印花装置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舒适性网鞋面料生产印花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鞋业的生产制造过程中，需要在网鞋面料上用染料调制成色浆直接印在白色或

浅色织物上形成花纹图案，使生产的鞋更为美观。在利用滚筒印花工艺对网鞋面料进行印

花时，图案通过雕刻铜滚筒(或辊筒)印在织物上。铜滚筒上可以雕刻出紧密排列的十分精

致的细纹，因而能印十分细致、柔和的图案，滚筒印花中，图案通过雕刻铜滚筒(或辊筒)印

在织物上。铜滚筒上可以雕刻出紧密排列的十分精致的细纹，因而能印十分细致、柔和的图

案。以达到便于操作的目的，但它在实际使用中仍存在以下弊端：

[0003] 1 .网鞋面料进行印花前，其表面通常残留有许多细毛废线等杂质，在进行印花时

容易造图案模糊，而且容易粘在印花辊筒上，影响印花的质量；

[0004] 2.通常在对网鞋面料进行印花前，没有对面料进行预热处理，容易造成染料不容

易沾染或者出现脱落的情况；

[0005] 3.由于滚筒印花通过两个辊筒对面料进行紧压接触滚动，两个辊筒对面料的紧压

压力过小时容易造成印染模糊，压力过大时，容易压坏面料，调节困难。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舒适性网鞋面料生产印花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

中提出的问题。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舒适性网鞋面料生产印花装置，

包括机架和印花装置，所述机架由两对支撑柱通过两根横梁连接构成，机架左侧两个支撑

柱的左侧下方均设有支撑座，两个支撑座转动连接有料辊，机架左侧两个支撑柱之间转动

连接有取料辊，取料辊上方设有去毛辊，去毛辊的两端与机架左侧的两个支撑柱转动连接，

去毛辊的左侧设有导毛板,所述机架的两个横梁上设有两个预热装置支撑座，两个预热装

置支撑座之间设有预热装置，预热装置包括预热筒、预热导辊和加热机，所述预热筒的两端

与两个预热装置支撑座转动连接，预热筒的两侧设有两个对称设置的预热导辊，预热筒的

上方设有加热机，加热机两端与两个预热装置支撑座固定连接，所述印花装置设置在预热

装置的右侧，印花装置包括印花辊筒调节装置、印花辊筒和上染料装置，所述印花辊筒调节

装置在机架的两个横梁上对称设有两个，两个印花辊筒调节装置之间设有印花辊筒，印花

辊筒的上方设有上染料装置，印花辊筒的正下方设有印花支撑辊，印花支撑辊两端与机架

的两根横梁内壁转动连接，紧贴印花支撑辊的左侧设有去污板，所述烘干机设置在印花装

置的右侧，烘干机固定设置在机架的两根横梁上方，所述机架右侧两根支撑柱之前转动连

接有出料辊。

[0008] 优选的，所述取料辊转轴的一端穿透出机架的支撑柱，且穿透端设有驱动轮，去毛

辊转轴的一端穿透出机架的支撑柱，且穿透端设有从动轮，驱动轮和从动轮之间啮合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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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动皮带。

[0009] 优选的，所述去毛辊的外壁设有毛刷层，导毛板为倾斜的导板状，且导毛板的上端

紧贴去毛辊的下端左侧设置。

[0010] 优选的，所述加热机的下部为加热板，加热机下部的加热板呈半圆弧板状，且加热

机下部的加热板包围设置在预热筒的上方。

[0011] 优选的，所述印花辊筒调节装置包括调节导杆、滑动轴承座、顶盖和调节螺杆，调

节导杆设有两根，且两根调节导杆垂直且对称设置，滑动轴承座设置在两根调节导杆之间，

且与滑动轴承座与调节导杆滑动连接，顶盖设置在两根调节导杆的上端，且调节导杆和顶

盖通过螺栓固定，调节螺杆沿顶盖中部垂直插入设置。

[0012] 优选的，所述滑动轴承座与印花辊筒的转轴转动连接，调节螺杆外壁设有外螺纹，

且调节螺杆与顶盖通过螺纹啮合，顶盖下端转动连接设有顶块，顶块下端与滑动轴承座上

端之间设有压紧弹簧，顶盖与上染料装置的亮度固定设置。

[0013] 优选的，所述去污板的上端为切斜挂油刀片，去污板的上端与印花支撑辊的外壁

接触，去污板的下部为废料槽。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结构设置合理，功能性强，具有以

下优点：

[0015] 1 .本发明在取料辊上设有去毛辊，去毛辊与取料辊之间通过传动皮带啮合传动，

去毛辊外壁设有毛刷层，当去毛辊转动时，且毛刷层能对面料的上表面的细毛杂质进行清

理，且将杂质扫入导毛板中；

[0016] 2 .本发明将清理完细毛杂质后的面料导入预热导辊和预热筒之间，加热机工作

时，对经过预热筒的面料进行预热，加热机下部的加热板呈半圆弧板状，且加热机下部的加

热板包围设置在预热筒的上方，能够保证面料的预热效果和效率；

[0017] 3.本发明通过对印花辊筒调节装置中的调节螺杆进行旋转，调节螺杆在与顶盖的

螺纹啮合下向下移动，调节螺杆下端转动连接设有顶块，顶块下端与滑动轴承座上端之间

设有压紧弹簧，压紧弹簧使滑动轴承座向下紧压，这样不仅能保证印花辊筒和印花支撑辊

对面料的紧密接触，还使得印花辊筒具有一定的上弹能力，防止损坏面料。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结构的正视剖面图；

[0020] 图3为图2中A‑A处的剖面图；

[0021] 图4为图2中B‑B处的剖面图；

[0022] 图5为图4中C处的放大图。

[0023] 图中：机架1、预热装置2、印花装置3、烘干机4、料辊5、取料辊6、去毛辊7、导毛板8、

预热装置支撑座9、预热筒10、预热导辊11、加热机12、印花辊筒调节装置13、印花辊筒14、上

染料装置15、印花支撑辊16、去污板17、出料辊18、驱动轮19、从动轮20、调节导杆21、滑动轴

承座22、顶盖23、调节螺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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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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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5] 请参阅图1至图5，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舒适性网鞋面料生产印花装置，

包括机架1和印花装置3，如图1所示，机架1由两对支撑柱通过两根横梁连接构成，机架1左

侧两个支撑柱的左侧下方均设有向左延伸的支撑座，两个支撑座转动连接有料辊5，机架1

左侧两个支撑柱之间转动连接有取料辊6，取料辊6上方设有去毛辊7，去毛辊7转轴的两端

与机架1左侧的两个支撑柱转动连接，去毛辊7的左侧设有导毛板8,机架1的两个横梁上设

有两个预热装置支撑座9，两个预热装置支撑座9之间设有预热装置2，结合图1和图2所示，

预热装置2包括预热筒10、预热导辊11和加热机12，预热筒10的两端与两个预热装置支撑座

9转动连接，预热筒10的两侧设有两个对称设置的预热导辊11，预热导辊11用于使面料与预

热筒10具有更大的接触面积，预热筒10的上方设有加热机12，加热机12两端与两个预热装

置支撑座9固定连接，印花装置3设置在预热装置2的右侧，印花装置3包括印花辊筒调节装

置13、印花辊筒14和上染料装置15，印花辊筒调节装置13在机架1的两个横梁上对称设有两

个，两个印花辊筒调节装置13之间设有印花辊筒14，印花辊筒14的上方设有上染料装置15，

印花辊筒14的正下方设有印花支撑辊16，印花支撑辊16两端与机架1的两根横梁内壁转动

连接，紧贴印花支撑辊16的左侧设有去污板17，烘干机4设置在印花装置3的右侧，烘干机4

固定设置在机架1的两根横梁上方，机架1右侧两根支撑柱之前转动连接有出料辊18，出料

辊18的转轴连接设有电机。

[0026] 结合如2和图3所示，取料辊6转轴的一端穿透出机架1的支撑柱，取料辊6的转轴连

接设有电机，且穿透端设有驱动轮19，去毛辊7转轴的一端穿透出机架1的支撑柱，且穿透端

设有从动轮20，驱动轮19和从动轮20之间啮合设有传动皮带，当电机带动取料辊6进行转动

时，同时可驱使去毛辊7进行转动去毛，减少动力装置的设置。

[0027] 如图2所示，去毛辊7的外壁设有毛刷层，毛刷层能对面料的上表面的细毛杂质进

行清理，导毛板8为倾斜的导板状，且导毛板8的上端紧贴去毛辊7的下端左侧设置，保证去

毛辊7可将杂质扫入导毛板8中。

[0028] 如图2所示，加热机12的下部为加热板，加热机12下部的加热板呈半圆弧板状，且

加热机12下部的加热板包围设置在预热筒10的上方，能够保证面料的预热效果和效率。

[0029] 结合图4和图5所示，印花辊筒调节装置13包括调节导杆21、滑动轴承座22、顶盖23

和调节螺杆24，调节导杆21设有两根，且两根调节导杆21垂直且对称设置，滑动轴承座22设

置在两根调节导杆21之间，两根调节导杆21内侧设有垂直的导槽，滑动轴承座22两侧设有

垂直的导块，且与滑动轴承座22与调节导杆21滑动连接，顶盖23设置在两根调节导杆21的

上端，且调节导杆21和顶盖23通过螺栓固定，调节螺杆24沿顶盖23中部垂直插入设置。

[0030] 滑动轴承座22与印花辊筒14的转轴转动连接，调节螺杆24外壁设有外螺纹，且调

节螺杆24与顶盖23通过螺纹啮合，顶盖23下端转动连接设有顶块，顶块下端与滑动轴承座

22上端之间设有压紧弹簧，对调节螺杆24进行旋转，调节螺杆24在与顶盖23的螺纹啮合下

向下移动，调节螺杆24下端转动连接设有顶块，顶块下端与滑动轴承座22上端之间设有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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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弹簧，压紧弹簧使滑动轴承座22向下紧压，顶盖23与上染料装置15的亮度固定设置。

[0031] 如图2所示，去污板17的上端为切斜挂油刀片，去污板17的上端与印花支撑辊16的

外壁接触，去污板17的下部为废料槽，能将渗透沾染到印花支撑辊16外壁的染料进行刮除

和收集。

[0032] 工作原理：本发明工作时，料辊5绕卷有未印花的网鞋面料，如图2所示，面料通过

沿取料辊6和去毛辊7之间穿入，取料辊6的转轴连接设有电机，在电机驱动下，取料辊6对料

辊5上的面料进行抽取，去毛辊7与取料辊6之间通过传动皮带啮合传动，去毛辊7外壁设有

毛刷层，当去毛辊7转动时，且毛刷层能对面料的上表面的细毛杂质进行清理，且将杂质扫

入导毛板8中，清理完的面料，通过预热导辊11和预热筒10之间，加热机12工作时，对经过预

热筒10的面料进行预热，预热完的面料经过印花辊筒14和印花支撑辊16之间，如图5所示，

通过印花辊筒调节装置13中对调节螺杆24进行旋转，调节螺杆24在与顶盖23的螺纹啮合下

向下移动，调节螺杆24下端转动连接设有顶块，顶块下端与滑动轴承座22上端之间设有压

紧弹簧，压紧弹簧使滑动轴承座22向下紧压，滑动轴承座22转动连接印花辊筒14的两端，这

样不仅能保证印花辊筒14和印花支撑辊16对面料的紧密接触，还使得印花辊筒14具有一定

的上弹能力，防止损坏面料，印花支撑辊16的左侧设有去污板17，去污板17的上端为切斜挂

油刀片与印花支撑辊16外壁接触，能将渗透沾染到印花支撑辊16外壁的染料进行刮除和收

集，印染后的面料经过烘干机4的下方，烘干机4下方的加热板对面料上的染料进行烘干，最

后面料由出料辊18绕卷出，进行收集。

[0033]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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