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0024938.5

(22)申请日 2019.01.08

(73)专利权人 绍兴明宇印染有限公司

地址 312000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滨海工

业区二期南侧绍兴明宇印染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陈美群　金岳明　胡迪隆　周立峰　

(74)专利代理机构 浙江永鼎律师事务所 33233

代理人 陆永强

(51)Int.Cl.

D06B 1/02(2006.01)

D06B 23/2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新型印染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新型印染设备，涉及印

染设备领域。该新型印染设备，包括底座、印染装

置、传动装置和余料收集装置，底座的顶部固定

安装有印染装置，印染装置的右侧设置有传动装

置，传动装置的底部设置有余料收集装置，印染

装置包括储料箱、电机、搅拌杆、出料管、工作罩、

固定件、输出管和喷头。该新型印染设备，通过在

底座的顶部设置的储料箱以及搅拌杆使得该设

备在使用时不需要人工将原料混合，省时省力，

同时可以将各种原料充分搅拌，且搅拌杆采用特

殊的形状设计，使其在搅拌的同时将原料挤出，

通过设置特殊的喷头以及余料收集装置使得该

设备可以极大程度的节省用料，同时可以将产品

表面多余的原料收集，重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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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印染设备，包括底座(1)、印染装置(2)、传动装置(3)和余料收集装置(4)，

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的顶部固定安装有印染装置(2)，所述印染装置(2)的右侧设置有

传动装置(3)，所述传动装置(3)的底部设置有余料收集装置(4)；

所述印染装置(2)包括储料箱(201)、电机(202)、搅拌杆(203)、出料管(204)、工作罩

(205)、固定件(206)、输出管(207)和喷头(208)，所述底座(1)的顶部固定安装有储料箱

(201)，所述储料箱(201)的顶部固定安装有电机(202)，所述电机(202)的动力输出端固定

安装有搅拌杆(203)，所述储料箱(201)的右侧固定安装有出料管(204)，所述出料管(204)

的右端固定安装有工作罩(205)，所述工作罩(205)的内部固定安装有固定件(206)，所述固

定件(206)的内部固定安装有输出管(207)，所述输出管(207)的右侧固定安装有喷头

(208)；

所述喷头(208)包括外部套筒(2081)、喷嘴(2082)、调节固定块(2083)、活动杆(2084)、

推拉杆(2085)、限位块(2086)、弹簧(2087)、夹臂(2088)和卡头(2089)，所述输出管(207)的

右侧固定安装有外部套筒(2081)，所述外部套筒(2081)的右侧固定安装有喷嘴(2082)，所

述外部套筒(2081)的内部固定安装有调节固定块(2083)，所述调节固定块(2083)的顶部与

底部均活动连接有活动杆(2084)，所述调节固定块(2083)的内部活动连接有推拉杆

(2085)，所述活动杆(2084)相对的一侧固定安装有限位块(2086)，所述限位块(2086)的顶

部与底部均固定安装有弹簧(2087)，所述弹簧(2087)相背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夹臂(2088)，

所述夹臂(2088)的右端固定安装有卡头(2089)；

所述传动装置(3)包括传动电机(301)、传动轴(302)、双排同步带轮(303)、从动轴

(304)和单排同步带轮(305)，所述工作罩(205)的内部固定安装有传动电机(301)，所述传

动电机(301)的动力输出端固定安装有传动轴(302)，所述传动轴(302)的表面固定安装有

双排同步带轮(303)，所述传动电机(301)的顶部与底部均设置有从动轴(304)，所述从动轴

(304)的表面固定安装有单排同步带轮(305)；

所述余料收集装置(4)包括收集箱(401)、调节弹簧(402)、连接块(403)和刮片(404)，

所述底座(1)的内部固定安装有收集箱(401)，所述收集箱(401)的顶部固定安装有调节弹

簧(402)，所述调节弹簧(402)的顶部固定安装有连接块(403)，所述连接块(403)相对的一

侧固定安装有刮片(40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印染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料箱(201)的左右两侧设

置有进出料口，且储料箱(201)与工作罩(205)内部的输出管(207) 通过出料管(204)接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印染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固定块(2083)的顶部固

定安装有销钉，且活动杆(2084)与调节固定块(2083)通过销钉活动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印染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推拉杆(2085)相对的一侧均

固定安装有调节板，且调节板滑动连接于调节固定块(2083)的内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印染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夹臂(2088)相对的一侧固定

安装有弹簧(2087)，且推拉杆(2085)的内部开设有与夹臂(2088)和卡头(2089)相适配的卡

槽。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印染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双排同步带轮(303)与单排

同步带轮(305)之间通过皮带传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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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印染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印染设备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新型印染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印染，又称之为染整，是一种加工方式，也是前处理，染色，印花，后整理，洗水等的

总称，本科的染整专业现在已经并入轻化工程专业，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

的祖先就能够用赤铁矿粉末将麻布染成红色，居住在青海柴达木盆地诺木洪地区的原始部

落，能把毛线染成黄、红、褐、蓝等色，织出带有色彩条纹的毛布，商周时期，染色技术不断提

高，宫廷手工作坊中设有专职的官吏"  染人"来"掌染草"，管理染色生产，染出的颜色也不

断增加，到汉代，染色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0003] 常用的印染设备，在工作时需要人工将原料混合搅拌，不间断往设备中添加，同时

在印染过程中会造成大量的原料浪费，降低了印染效率，同时提高了印染成本，不能适应现

代化生产的需要。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试图克服以上缺陷，因此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

种新型印染设备，以达到了节省原料，搅拌均匀的效果。

[0005]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实用新型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一种新型印染设备，包

括底座、印染装置、传动装置和余料收集装置，所述底座的顶部固定安装有印染装置，所述

印染装置的右侧设置有传动装置，所述传动装置的底部设置有余料收集装置。

[0006] 所述印染装置包括储料箱、电机、搅拌杆、出料管、工作罩、固定件、输出管和喷头，

所述底座的顶部固定安装有储料箱，所述储料箱的顶部固定安装有电机，所述电机的动力

输出端固定安装有搅拌杆，所述储料箱的右侧固定安装有出料管，所述出料管的右端固定

安装有工作罩，所述工作罩的内部固定安装有固定件，所述固定件的内部固定安装有输出

管，所述输出管的右侧固定安装有喷头。

[0007] 所述喷头包括外部套筒、喷嘴、调节固定块、活动杆、推拉杆、限位块、弹簧、夹臂和

卡头，所述输出管的右侧固定安装有外部套筒，所述外部套筒的右侧固定安装有喷嘴，所述

外部套筒的内部固定安装有调节固定块，所述调节固定块的顶部与底部均活动连接有活动

杆，所述调节固定块的内部活动连接有推拉杆，所述活动杆相对的一侧固定安装有限位块，

所述限位块的顶部与底部均固定安装有弹簧，所述弹簧相背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夹臂，所述

夹臂的右端固定安装有卡头。

[0008] 所述传动装置包括传动电机、传动轴、双排同步带轮、从动轴和单排同步带轮，所

述工作罩的内部固定安装有传动电机，所述传动电机的动力输出端固定安装有传动轴，所

述传动轴的表面固定安装有双排同步带轮，所述传动电机的顶部与底部均设置有从动轴，

所述从动轴的表面固定安装有单排同步带轮。

[0009] 所述余料收集装置包括收集箱、调节弹簧、连接块和刮片，所述底座的内部固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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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有收集箱，所述收集箱的顶部固定安装有调节弹簧，所述调节弹簧的顶部固定安装有连

接块，所述连接块相对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刮片。

[0010] 进一步，所述储料箱的左右两侧设置有进出料口，且储料箱与工作罩内部的输出

管通过出料管接通。

[0011] 进一步，所述调节固定块的顶部固定安装有销钉，且活动杆与调节固定块通过销

钉活动连接。

[0012] 进一步，所述推拉杆相对的一侧均固定安装有调节板，且调节板滑动连接于调节

固定块的内部。

[0013] 进一步，所述夹臂相对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弹簧，且推拉杆的内部开设有与夹臂和

卡头相适配的卡槽。

[0014] 进一步，所述双排同步带轮与单排同步带轮之间通过皮带传动连接。

[0015]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新型印染设备。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16] 1、该新型印染设备，通过在底座的顶部设置的储料箱以及搅拌杆使得该设备在使

用时不需要人工将原料混合，省时省力，同时可以将各种原料充分搅拌，且搅拌杆采用特殊

的形状设计，使其在搅拌的同时将原料挤出，该印染装置结构简单，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0017] 2、该新型印染设备，通过设置特殊的喷头以及余料收集装置使得该设备可以极大

程度的节省用料，同时可以将产品表面多余的原料收集，重复利用，节省了印染成本，提高

了印染效率，操作简单，对于人员的技术要求较低。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喷头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图2中A处放大图；

[0021] 图4为本实用新型传动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实用新型余料收集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1底座、2印染装置、201储料箱、202电机、203搅拌杆、204出料管、205工作罩、

206固定件、207输出管、208喷头、2081外部套筒、2082喷嘴、2083调节固定块、2084活动杆、

2085推拉杆、2086限位块、2087弹簧、  2088夹臂、2089卡头、3传动装置、301传动电机、302传

动轴、303双排同步带轮、304从动轴、305单排同步带轮、4余料收集装置、401收集箱、402调

节弹簧、403连接块、404刮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具体的说明。

[0025]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第一方面，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新型印染设备，如图1-5  所示，

包括底座1、印染装置2、传动装置3和余料收集装置4，底座1的顶部固定安装有印染装置2，

印染装置2的右侧设置有传动装置3，传动装置3的底部设置有余料收集装置4。

[0026] 印染装置2包括储料箱201、电机202、搅拌杆203、出料管204、工作罩  205、固定件

206、输出管207和喷头208，底座1的顶部固定安装有储料箱201，储料箱201的顶部固定安装

有电机202，电机202的动力输出端固定安装有搅拌杆203，储料箱201的右侧固定安装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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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管204，储料箱201的左右两侧设置有进出料口，且储料箱201与工作罩205内部的输出管

207通过出料管204接通，出料管204的右端固定安装有工作罩205，工作罩205的内部固定安

装有固定件  206，固定件206的内部固定安装有输出管207，输出管207的右侧固定安装有喷

头208。

[0027] 喷头208包括外部套筒2081、喷嘴2082、调节固定块2083、活动杆2084、推拉杆

2085、限位块2086、弹簧2087、夹臂2088和卡头2089，输出管207的右侧固定安装有外部套筒

2081，外部套筒2081的右侧固定安装有喷嘴2082，外部套筒2081的内部固定安装有调节固

定块2083，调节固定块2083的顶部与底部均活动连接有活动杆2084，调节固定块2083的顶

部固定安装有销钉，且活动杆2084与调节固定块2083通过销钉活动连接，调节固定块2083

的内部活动连接有推拉杆2085，推拉杆2085相对的一侧均固定安装有调节板，且调节板滑

动连接于调节固定块2083的内部，活动杆2084相对的一侧固定安装有限位块  2086，限位块

2086的顶部与底部均固定安装有弹簧2087，弹簧2087相背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夹臂2088，夹

臂2088的右端固定安装有卡头2089，夹臂2088相对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弹簧2087，且推拉杆

2085的内部开设有与夹臂2088和卡头2089相适配的卡槽，通过在底座1的顶部设置的储料

箱201以及搅拌杆203  使得该设备在使用时不需要人工将原料混合，省时省力，同时可以将

各种原料充分搅拌，且搅拌杆203采用特殊的形状设计，使其在搅拌的同时将原料挤出，该

印染装置2结构简单，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0028] 传动装置3包括传动电机301、传动轴302、双排同步带轮303、从动轴304  和单排同

步带轮305，工作罩205的内部固定安装有传动电机301，传动电机301 的动力输出端固定安

装有传动轴302，传动轴302的表面固定安装有双排同步带轮303，传动电机301的顶部与底

部均设置有从动轴304，从动轴304的表面固定安装有单排同步带轮305，双排同步带轮303

与单排同步带轮305之间通过皮带传动连接。

[0029] 余料收集装置4包括收集箱401、调节弹簧402、连接块403和刮片404，底座1的内部

固定安装有收集箱401，收集箱401的顶部固定安装有调节弹簧  402，调节弹簧402的顶部固

定安装有连接块403，连接块403相对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刮片404，通过设置特殊的喷头208

以及余料收集4装置使得该设备可以极大程度的节省用料，同时可以将产品表面多余的原

料收集，重复利用，节省了印染成本，提高了印染效率，操作简单，对于人员的技术要求较

低。

[0030] 该文中出现的电器元件均与外界的主控器及220V市电电连接，并且主控器可为计

算机等起到控制的常规已知设备。

[0031] 工作原理：使用时，通过电机202带动搅拌杆203转动，将原料混合的同时挤出原

料，经过出料管204左后到达喷头208，同构推拉杆2085调节原料的流量达到节流的目的，在

活动杆2084以及夹臂2088的作用下可以将调整好的推拉杆2085固定，同时在余料收集装置

4，在印染完成后将产品表面多余的原料通过刮片404收集到收集箱401内，实现了节省原

料，重复使用的效果。

[0032] 综上所述，该新型印染设备，通过在底座1的顶部设置的储料箱201以及搅拌杆203

使得该设备在使用时不需要人工将原料混合，省时省力，同时可以将各种原料充分搅拌，且

搅拌杆203采用特殊的形状设计，使其在搅拌的同时将原料挤出，该印染装置2结构简单，具

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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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并且，该新型印染设备，通过设置特殊的喷头208以及余料收集4装置使得该设备

可以极大程度的节省用料，同时可以将产品表面多余的原料收集，重复利用，节省了印染成

本，提高了印染效率，操作简单，对于人员的技术要求较低。

[0034] 最后，应当指出，以上实施例仅是本实用新型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显然，本实用新

型不限于上述实施例，还可以有许多变形。凡是依据本实用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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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应认为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09873331 U

6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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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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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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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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