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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履带带动布匹循环的气液染布机

(57)摘要

一种以履带带动布匹循环的气液染布机，其

特征在于：位于提布轮的前端串设一溢流式喷嘴

与一雾化式喷嘴，其后端则设置一气流式喷嘴，

一清水进水管与进入染液循环泵的染液输送管

相连接，以及一履带输送装置，设置于一储布槽

内；借此，经由启闭各管路上的开关阀，可切换进

行布匹的染布作业及水洗作业；由于本发明是以

履带输送装置强制性带动布匹循环移动，可避免

布匹因堆积与过度挤压而产生皱折，且在提布轮

前、后端配置不同功能的气液喷嘴，既可提升染

布质量与水洗作业效率，亦可有效减少染液耗

用、大幅降低浴比。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附图4页

CN 110144686 A

2019.08.20

CN
 1
10
14
46
86
 A



1.一种以履带带动布匹循环的气液染布机，包括：胴身、提布轮、导布管、储布槽、集液

管路、染液出水管、染液循环泵、热交换器、染液进水管、鼓风机、以及高压气流管；

其特征在于：

一溢流式喷嘴与一雾化式喷嘴串接该提布轮的前端，且一第一开关阀与一第二外关阀

则分别设置于该溢流式喷嘴、雾化式喷嘴与该染液及清水输送管的分流管路上；

一气流式喷嘴设于该提布轮的后端、及该导布管的前端，且该气流式喷嘴的进气口与

该高压气流管相连接；

一第三开关阀设置于该染液循环泵前端其染液输送管的管路上，且在该第三开关阀后

端至该染液循环泵入口之间的该染液输送管上连接一清水进水管；以及

一履带输送装置，设置于该储布槽内，借以强制性带动布匹循环移动，可避免布匹在循

环过程中因堆积与过度挤压而产生皱折；

借此，当开启该第二、第三开关阀并关闭该第一开关阀以进行布匹的染布作业，则染液

由该染液循环泵加压，自该雾化式喷嘴进入以喷染布匹，该提布轮则提升布匹并压挤染液，

再经该气流式喷嘴吹送布匹经过该导布管，进入该储布槽后，则由该履带输送装置将布匹

往该胴身的机头端输送，反复进行布匹的染布循环；另当开启该第一开关阀并关闭该第二、

第三开关阀以进行布匹的水洗作业，则清水由该染液循环泵加压，自该溢流式喷嘴进入以

水洗布匹上未附着的染液，该提布轮则提升并压挤布匹，其污水则自该提布轮下方流到该

胴身底部的排水口排出，布匹再经该气流式喷嘴吹送经过该导布管，进入该储布槽后，则由

该履带输送装置将布匹往该胴身前端输送，反复进行布匹的水洗循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以履带带动布匹循环的气液染布机，其特征在于，还在该导布

管进入该胴身的后端处设置一摆布装置，使布匹进行排列堆积时，得以形成连续性弯折且

不产生间隙，进而达到布满该储布槽的需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以履带带动布匹循环的气液染布机，其特征在于，还在该胴身

机头端设置一风管与该鼓风机的入风口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项其中任一项所述的以履带带动布匹循环的气液染布机，其特征

在于，所述清水进水管的前端还连接包括热水管路、冷水管路、以及热水备水桶的不同水

源，且其分别装有开关阀可供选择进入该清水进水管的水源。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以履带带动布匹循环的气液染布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胴身机

头端与尾端分别装置有一喷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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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履带带动布匹循环的气液染布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有关一种染布机结构，尤指应用履带输送装置及配置不同功能的气液喷

嘴，用以切换染布与水洗作业，并借以提升染布质量及大幅降低浴比的一种以履带带动布

匹循环的气液染布机。

背景技术

[0002] 染整业是属于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的产业，因此如何积极有效的节能减排，以

及如何降低染布机的浴比，便成为染整业最核心必须解决的问题。又者，布匹经由喷嘴带动

高速经由导布管进入储布槽后，即借由提布轮导引及布匹自身重力缓步往胴身前端推移，

其过程中往往因布匹堆叠与挤压而产生皱折，进而影响染布的质量；因此如何减少染布皱

折，也是染整业者极为困扰的问题。

[0003] 次者，中国台湾公告第M496656号，名称为『具有输送带带动的气流式染色机』的实

用新型专利案，如图1所示，其揭露一种以鼓风机76产生高压气流经由气雾式喷嘴75混合由

泵77输送至气雾式喷嘴75的染液，并将染液雾化以施染通过的布匹73，并在储布槽中应用

一输送带装置72带动布匹73循环移动，以达到大量节省耗水量、耗电量，并减少布匹产生皱

折的效果。该实用新型虽然可减少布匹皱折的问题，但，该气雾式喷嘴75中其染液要先经高

压空气吹散，然后再与气流一起通过气雾式喷嘴75之间隙均匀地喷出，并与布匹接触来染

色，这导致鼓风机76很大一部份的功率被消耗在使染液吹散成雾化的功用上，而较小一部

份的功率才用在带动布匹的运行上，因此，鼓风机76的功耗大。况且高压空气吹散染液时，

其过大的剪切力将会破坏分散剂对染液分子的保护作用，使染液发生凝聚而不能上染，因

而降低染布效率，也导致染液成本的提高。

[0004] 一般染布机在完成染布作业时，布匹上会残留未附着的染液及助剂，必须以水洗

作业将其驱除；通常染布机会装设水洗机构，但如何切换可使设备效能最佳，且可避免水洗

后的污水对布匹产生二次污染，却是染整业者极为重视的。有业者在一提布轮82前端装设

一水洗喷嘴84，如图2所示，且在该提布轮82周缘设置提一布轮室81，又在其下缘设置一回

水腔83，在进行水洗作业时，该提布轮82会挤压布匹使污水落入该提布轮室81，再自该回水

腔83流到胴身下方的集液管路上直接排掉，此设计降低了水洗时清洁的水与布匹接后，形

成次污浊的水不能淋洒在储布槽上含更污浊水的布匹上，以先行降低储布槽上布匹含污浊

水的浓度，大幅降低水洗效率。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主要技术问题在于，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缺陷，而提供一

种以履带带动布匹循环的气液染布机，其结合履带输送装置及不同功能的气液喷嘴于染布

机中，借以提升染布质量及大幅降低浴比；其结合染布作业与水洗作业于染布机中，借以提

升染布机效能。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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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一般染布机的机构包括有：胴身、提布轮、导布管、储布槽、集液管路、染液出水管、

染液循环泵、热交换器、染液进水管、鼓风机、以及高压气流管；而本发明的特征在于：一溢

流式喷嘴与一雾化式喷嘴串按该提布轮的前端，且一第一开关阀与一第二开关阀则分别设

置于该溢流式喷嘴、雾化式喷嘴与该染液及清水输送管的分流管路上；一气流式喷嘴设于

该提布轮的后端、及该导布管的前端，且该气流式喷嘴的进气口与该高压气流管相连接；一

第三开关阀设置于该染液循环泵前端其染液输送管的管路上，且在该第三开关阀后端至该

染液循环泵入口之间的该染液输送管上连接一清水进水管；以及一履带输送装置，设置于

该储布槽内，借以强制性带动布匹循环移动，可避免布匹在循环过程中因堆积与过度挤压

而产生皱折。

[0008] 借此，当开启该第二、第三开关阀并关闭该第一开关阀以进行布匹的染布作业，则

染液由该染液循环泵加压，自该雾化式喷嘴进入以喷染布匹，该提布轮则提升布匹并压挤

染液，再经该气流式喷嘴吹送布匹经过该导布管，进入该储布槽后，则由该履带输送装置将

布匹往该胴身的机头端输送，反复进行布匹的染布循环；另当开启该第一开关阀并关闭该

第二、第三开关阀以进行布匹的水洗作业，则清水由该染液循环泵加压，自该溢流式喷嘴进

入以水洗布匹上未附着的染液，该提布轮则提升并压挤布匹，其污水则自该提布轮下方流

到该胴身底部的排水口排出，布匹再经该气流式喷嘴吹送经过该导布管，进入该储布槽后，

则由该履带输送装置将布匹往该胴身前端输送，反复进行布匹的水洗循环。

[0009] 依据前揭特征，本发明中还可在该导布管进入该胴身的后端处设置一摆布装置，

使布匹进行排列堆积时，得以形成连续性弯折且不产生间隙，进而达到布满该储布槽的需

求。

[0010] 依据前揭特征，本发明中还可在该胴身机头端设置一风管与该鼓风机的入风口连

接。

[0011] 依据前揭特征，本发明中该清水进水管的前端还可连接包括热水管路、冷水管路、

以及热水备水桶的不同水源，且其分别装有开关阀可供选择进入该清水进水管的水源。

[0012] 依据前揭特征，本发明中还可包括在该胴身机头端与尾端分别装置有喷淋装置，

当需清洗胴身时开启该喷淋装置，可达到快速清洗的效果。

[0013] 借助前揭特征，本发明以履带带动布匹循环的气液染布机具有如下的效益：

[0014] (1)本发明是以雾化式喷嘴进行染布作业，因该雾化式喷嘴是以形成雾化状的染

液喷淋布匹，因此仅耗用小量染液，故本发明可节省耗水量并具有大幅度降低浴比的功效。

再者，随布一起带上去的一部份染液经提布轮的挤压作用下而分离，并借由重力的作用下

淋落在位于导布轮下方履带式储布槽上的布匹上再一次进行移染，增加布匹与染液交换的

频率，达快速均匀染色的功效。

[0015] (2)本发明是以气流式喷嘴进行布匹吹送作业，由于只需小量的空气而非气雾式

喷嘴需要大量吹散染液，因此无须使用大风量的鼓风机，故本发明可减小风机功率降低耗

电量。

[0016] (3)本发明是于提布轮的前、后端分别装设雾化式喷嘴与气流式喷嘴，布匹上喷淋

的染液后先经提布轮压挤，再经高压空气的气压渗透作用使其快速渗透进入布匹的纤维

内，因此可提升染布效能；再者，气流式喷嘴只对布匹吹送空气，布匹将以松弛状态进入储

布槽内更可减少折痕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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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4)本发明中雾化式喷嘴与气流式喷嘴采取分离布置，可避免高压空气过大的剪

切力破坏分散剂对染液的保护作用，而使染液因凝聚而导致不能上染的现象，因此本发明

可提升染布效率，并有效降低染色成本。

[0018] (5)本发明于导布管后端设置摆布装置，可使布匹形成连续性弯折，且储布槽中装

设履带输送装置，借以强制性带动布匹循环移动，不但可加快布匹循环，也可避免布匹在循

环过程中因堆积与过度挤压而产生皱折，因此本发明具有提升染布质量与提升染布效率的

功效。

[0019] (6)本发明于提布轮前端装设有溢流式喷嘴，且染液循环泵前端亦连接有清水进

水管，因此方便切换进行水洗作业；再者，本发明并未设置提布轮室及回水腔，因此，水洗后

布匹经提布轮的挤压作用实现水布分离，其中水份借由重力淋落在堆叠于履带输送装置上

的布匹，可降低布匹含有染液的污浊度，大幅提升水洗效率，且其污水将自胴身底部的排水

口排出，不会因混入染液循环系统中对布匹产生二次污染，因此本发明可提升染布机的效

能。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其结合履带输送装置及不同功能的气液喷嘴于染布机中，

借以提升染布质量及大幅降低浴比；其结合染布作业与水洗作业于染布机中，借以提升染

布机效能。

附图说明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2] 图1是现有具有输送带带动的气流式染色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是现有装有水洗装置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是本发明进行染布作业的结构状态图。

[0025] 图4是本发明进行水洗作业的结构状态图。

[0026] 图中标号说明：

[0027] 10：胴身

[0028] 11：储布槽

[0029] 12：机头端

[0030] 13：机尾端

[0031] 14：提布轮

[0032] 15：导布管

[0033] 16：集液管路

[0034] 17：排水阀

[0035] 20：染液循环泵

[0036] 21：染液输送管

[0037] 22：热交换器

[0038] 23：染液及清水输送管

[0039] 31：溢流式喷嘴

[0040] 32：气雾式喷嘴

[0041] 33：气流式喷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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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41：第一开关阀

[0043] 42：第二开关阀

[0044] 43：第三开关阀

[0045] 44：开关阀

[0046] 50：鼓风机

[0047] 51：风管

[0048] 52：高压气流管

[0049] 53：清水进水管

[0050] 54：热水管路

[0051] 55：冷水管路

[0052] 56：热水备水桶

[0053] 57：喷淋装置

[0054] 61：摆布装置

[0055] 62：履带输送装置

[0056] 63：履带

[0057] 91：染液

[0058] 92：布匹

[0059] 93：气流

[0060] 94：高压空气

具体实施方式

[0061] 首先，请参阅图3所示，为本发明以履带带动布匹循环的气液染布机的结构，包括：

一胴身10，其内缘为一储布槽11，其机头端12设有一提布轮14，其机头端12与机尾端13之间

设有一导布管15，该胴身10底部最低处则设有一集液管路16，一染液循环泵20前端有一染

液出水管21与该集液管路16相连，染液91经该染液循环泵20加压后流经一热交换器22进行

升温或降温，再经染液及清水输送管23流入胴身10内。

[0062] 本发明中是在该提布轮14的前端，串设一溢流式喷嘴31与一气雾式喷嘴32，且一

第一开关阀41与一第二开关阀42则分别设置于该溢流式喷嘴31、气雾式喷嘴32与该染液及

清水输送管23的分流管路上；一气流式喷嘴33设于该提布轮14的后端、及该导布管15的前

端；一风管51自该胴身机头端12将气流93导出后，经一鼓风机50加压形成高压空气94，再经

一高压气流管52与该气流式喷嘴33的进气口相通，则高压空气94在该气流式喷嘴33内一方

面转化成高速动能将布匹92推送进入该导布管15内，同时其具有的气压渗透功能将促使附

着于布匹92上的染液91快速渗透进入布匹92的纤维内。

[0063] 本发明中在该导布管15进入该胴身的机尾端13处设置一摆布装置61，其是以马达

带动一摇摆机构左右摆动，使通过的布匹92形成连续性弯折且不产生间隙，进而排列堆积

于该储布槽11内；一履带输送装置62，是以马达转动链轮再带动一履带63循环移动，其设置

于该储布槽11内，使布匹92通过该摆布装置61后落入该履带63上，并受其强制性带动而循

序往该胴身10的机头端12输送；一第三开关阀43，设置于该染液循环泵2( )前端其染液输

送管21的管路上，且在该第三关阀43后端至该染液循环泵20入口之间的该染液输送管2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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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一清水进水管53；本发明还进一步于该清水进水管53的前端连接包括热水管路54、冷

水管路55、以及热水备水桶56的不同水源，且其分别装有开关阀44可供使用者依据系统需

求选择进入该清水进水管53的水源；本发明还进一步在该胴身机头端12与机尾端13分别装

置一喷淋装置57，当需清洗胴身10时开启该喷淋装置57，即可达到快速清洗的效果。

[0064] 本发明进行染布作业时，如图3所示，须先开启第二、第三开关阀42、43，并关闭第

一开关阀41及该清水进水管53前端的开关阀44，则染液91由该染液循环泵20加压，自该雾

化式喷嘴32进入以喷染布匹92，该提布轮14则带动布匹92并压挤染液91，再经该气流式喷

嘴33吹送布匹92经过该导布管15，则松弛的布匹92由该摆布装置61将其形成连续性弯折，

并排列堆积于该储布槽11内，再由该履带输送装置62将其往该胴身10的机头端12输送，以

此反复进行布匹的染布循环。

[0065] 本发明进行水洗作业时，如图4所示，按，水洗之意，是在布匹完成染色之后，必须

以清水将未附着于布匹上的染料及助剂清洗掉；本作业须先开启该第一关断阀41及选择开

启该清水进水管53前端的开关阀44，并关闭该第二、第三开关阀42、43，则清水95由该染液

循环泵20加压，并自该溢流式喷嘴41进入以水洗布匹92，该提布轮14将带动并压挤布匹92，

且其挤压作用将实现水布分离，本实施例中，浊水则可自该提布轮14下方淋洒在该储布槽

11上含有更污浊水的布匹92上，以先行降低该储布槽上布匹92含污浊水的浓度之后，污水

则自该提布轮14下方流到该胴身10底部的一排水阀17排出，布匹92再经该气流式喷嘴33吹

送经过该导布管15，则松弛的布匹92由该摆布装置61将其形成连续性弯折，并排列堆积于

该储布槽11内，再由该履带输送装置62将其往该胴身10的机头端12输送，以此反复进行布

匹的水洗循环。

[0066] 由于本发明是以雾化式喷嘴32进行染布作业，因该雾化式喷嘴32是以形成雾化状

的染液91喷淋布匹92，因此仅耗用小量染液91，故本发明可节省耗水量并具有大幅度降低

欲比的功效。次者，本发明是以气流式喷嘴33进行布匹吹送作业，由于气流式喷嘴33只需小

量的空气，因此无须使用大风量的鼓风机50，故本发明可减小风机功率降低耗电量。又者，

本发明是于提布轮14的前、后端分别装设雾化式喷嘴32与气流式喷嘴33，布匹92上喷淋的

染液91先经提布轮14压挤，再经高压空气94的气压渗透作用使其快速渗透进入布匹92的纤

维内，因此可提升染布效能；而气流式喷嘴33只对布匹92吹送空气，布匹92将以松弛状态进

入储布槽11内更可减少其折痕的发生。续者，本发明于导布管15后端设置摆布装置61，可使

布匹92形成连续性弯折，且储布槽11中装设履带输送装置62，借以强制性带动布匹92循环

移动，不但可加快布匹92循环，也可避免布匹92在循环过程中因堆积与过度挤压而产生皱

折，因此本发明具有提升染布质量与提升染布效率的功效。再者，本发明于提布轮14前端装

设有溢流式喷嘴41，且染液循环泵20前端亦连接有清水进水管53，因此方便切换进行水洗

作业，而水洗后布匹92经提布轮14的挤压作用实现水布分离，其污水将自胴身10底部的排

水口排出，不会因混入染液循环系统中对布匹92产生二次污染，因此本发明可提升染布机

的效能。

[0067]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凡

是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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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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