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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对纤维聚酰胺铺地

材料进行印像的方法。在不经历冲洗过程或排放

有害化学物的情况下通过压电数字手段在纤维

聚酰胺铺地材料上形成图像，该图像具有鲜艳的

色彩和色彩饱和度。所述节能且环境友好的方法

可以生产具有耐久性和长寿命的高分辨率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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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对铺地材料进行印像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接收所述铺地材料；

使用水性预处理剂对所述铺地材料进行预处理；

提供数字印花站，并借助于所述数字印花站的压电印头，使用墨水将图像印到所述铺

地材料的至少一部分,其中所述数字印花站包括用于彩色墨水的至少第一墨水通道和用于

无色墨水的至少第二墨水通道；

借助于蒸汽发生器，通过蒸汽处理所述铺地材料并向所述铺地材料施加洗脱液来固化

所述铺地材料，从而允许所述墨水中的着色剂穿透所述铺地材料的绒，其中所述洗脱液包

含至少一种可溶于水的或水溶性的酸度变化剂，其中所述固化所述铺地材料包括第一蒸汽

处理过程，之后是施加所述洗脱液，以及第二蒸汽处理过程；以及

对所述铺地材料进行干燥，从而产出干燥的、完成印像的铺地材料，其中所述干燥的、

完成印像的铺地材料在未经历将过量的未反应墨水成分清除的冲洗步骤的情况下产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印在所述铺地材料上的所述墨水具有50厘泊或更

小的粘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墨水是无浆体的酸性染料墨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借助于所述印头而印制的所述铺地材料上的所述

图像具有每英寸300点或更大的分辨率。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墨水以皮升水平从所述印头分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铺地材料是纤维铺地材料，其包含能够经历与

酸性染料墨水的化学反应的聚酰胺官能团。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借助于喷洒机构来施加所述洗脱液。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还包括使用调节辊，其被配置用于在所述喷洒机构下方

创造所述铺地材料的凸起位置。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在将所述图像数字地印到所述铺地材料上的同

时，使用具有突起销的传送带来传送所述铺地材料。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使用具有突起销的传送带将所述铺地材料从所

述数字印花发生的位置传送至所述蒸汽发生器。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接收关于所述铺地材料的一个或多个参数的信

息，以及基于所述一个或多个参数，借助于处理器确定在将所述图像数字地印到所述铺地

材料上时要使用的所述墨水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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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铺地材料的数字印像过程

[0001] 交叉引用

[0002] 本申请要求2013年9月9日提交的美国临时申请No.61/875,621的权益，该申请通

过引用而全文并入于此。

[0003] 发明背景

[0004] 如今，纤维地毯和/或小地毯广泛用于铺地材料。这些材料大部分都是由合成高分

子化合物构成，还有其他高端材料包含诸如羊毛和蚕丝等天然材料。美国地毯及小地毯产

业消费了全球总产量的近50％；其中约有一半是基于尼龙的材料。由于铺地材料的制造和

着色/印像都涉及到能量和化学物这一事实，因此能量和材料的有效利用对于环境影响而

言是一种重要的考虑。

[0005] 通常，使用三种不同的着色方法来为纤维型铺地材料带来色彩和/或图像：湿式染

色、原液染色和彩色印花，包括单色印花。在这些方法之中，湿式染色和印花更为常用，因为

它们更适合于多种颜色需求和图像。而且，印花过程可以按需操作，因而大幅降低库存负

担。

[0006] 诸如平板筛网印花等筛网印花(手动过程或自动过程)是用于纤维铺地材料印像

的主要和常用技术。要使用具有精心选择和定向的抖动(“dithering”)小孔的预制筛网，通

过机械处理色浆使其通过这些微孔抵达铺地材料的表面上，从而产生各种色彩图案。该过

程存在准备时间长和小批量成本高的缺点。如果需要不止一种颜色，则要使用多个制造筛

网和使这些色浆重叠的步骤。

[0007] 近年来，使用数控色浆泄出或喷射技术来生成彩色图像，从而制造铺地材料。这些

机械喷射或泄出技术的示例包括用于地毯和小地毯的 和 喷射

式染色。然而，这两种技术都遭受到使用高粘度“墨水”以及过量的着色剂和凝胶的弊端。结

果是，除了固色或固化能量需求之外，还需要过量的水和能量用于冲走过饱和的和未反应

的着色剂。在生产与以上印像方法相关联的地毯/小地毯的过程中，所关联的耗水量和废水

处理量达10至15加仑之多。此外，这些机械喷射技术通常遭受到具有小于100每英寸点数

(DPI)的低印花分辨率的弊端，而可能无法满足高质量图像应用的摄影图像需求。

[0008] 来自高粘度浆体过饱和染色或印花的化学物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常常释放

到环境中。例如，未反应的基于联苯胺的偶氮染料被认为是致癌的。排放到水系中的塑溶胶

化合物可能会永久污染环境。由于高粘度上浆技术，通常来自于过量的酸/碱中和的大量盐

对于废水处理也是个巨大的问题。用于冲洗过程的重型机械需求从成本效益来考虑也是一

种负担。

[0009] 需要在不产生或减少环境负担或能源负担的情况下生产具有高分辨率彩色印像

的纤维铺地材料。

发明内容

[0010]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提供了一种用于纤维铺地材料的印像方法及设备。过程

针对于将低粘度的含水酸性染料墨水使用到纤维铺地材料上。这样的材料能够与酸性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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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从而在不经过冲洗过程的情况下产生永久而鲜艳的彩色图像。

[0011] 本发明涉及对能够在水性介质的存在下与酸性染料墨水反应的纤维尼龙铺地材

料的印像。该印像过程可以由用酸性染料配制的低粘度数字印花墨水在印花机上的带式送

料型输送机构处执行，而没有过多的着色剂，从而省略掉后处理过程。该过程高效、节能且

成本低。

[0012] 压电型按需滴定印花，尤其是全彩印花技术，是使用低粘度墨水的高分辨率材料

印像方法。可以将各种类型的着色剂和化学物配制成这些墨水来满足不同的应用和化学需

求。针对墨水中的活性成分，可以有效地使用和调节化学物的近化学计量分配，所述活性成

分的量可以少至皮升级，从而允许高分辨率图像。

[0013] 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用于对铺地材料进行印像的多步骤方法，所述方法

包括：接收所述铺地材料；使用水性预处理剂来预处理所述铺地材料；借助于压电印头，使

用墨水将图像数字地印到所述铺地材料上；借助于蒸汽发生器，通过蒸汽处理所述铺地材

料并将洗脱液施加至所述铺地材料来固化所述铺地材料，从而允许所述墨水中的着色剂穿

透所述铺地材料的绒；以及对所述铺地材料进行干燥，从而产出完成印像的铺地材料。

[0014] 本发明的附加方面可以包括一种用于对铺地材料进行印像的装置，所述装置包

括：传送带，其包括一个或多个突起销，所述突起销被配置用于与所述铺地材料相接合；以

及压电印头，其被配置用于向所述铺地材料分配墨水，其中所述传送带位于所述压电印头

下方，以使得来自所述印头的墨水落向所述传送带，并且被配置用于相对于所述压电印头

纵向地传送所述铺地材料。

[0015] 从以下详细描述中，本公开内容的附加方面和优点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会变得

显而易见，其中仅仅通过设想到的实施本公开内容的最佳模式的示例说明的方式示出和描

述了仅仅本公开内容的示例性实施方式。应当意识到，本公开内容能够实现其他和不同的

实施方式，并且其若干细节全都能够在不偏离本公开内容的情况下在各个明显方面进行修

改。因此，附图和描述应被视为说明性的而不是限制性的。

[0016] 援引并入

[0017] 本说明书中所提及的所有出版物、专利和专利申请均通过引用而并入于此，程度

犹如具体地和个别地指出要通过引用而并入每一个别出版物、专利或专利申请。

附图说明

[0018] 在所附权利要求书中具体阐述了本发明的新颖特征。通过参考对在其中利用到本

发明原理的说明性实施方式加以阐述的以下详细描述和附图，将会对本发明的特征和优点

获得更好的理解；在附图中：

[0019] 图1演示了根据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对纤维铺地材料进行数字印花的印像设备工

作流程，其中列出了该设备的五个分段。

[0020] 图2图示了根据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在印像过程期间携带/输送铺地材料的带式送

料机构。

[0021] 图3演示了根据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经印花的纤维铺地材料的两阶段固色/固化。

具体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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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虽然本文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但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将显

而易见的是，这样的实施方式只是以示例的方式提供的。本领域技术人员现将在不偏离本

发明的情况下想到许多更改、改变和替代。应当理解，在实践本发明的过程中可以采用对本

文所描述的本发明实施方式的各种替代方案。

[0023] 应当理解，本文使用的术语只以描述特定的实施方式为目的而使用，并不旨在限

制本发明的范围。应当注意到，如本文所使用的单数形式“一个”、“一种”和“该”等包括复数

指代对象，除非上下文另有明确规定。本文对“或”的任何提及都旨在包含“和/或”，除非另

有说明。此外，除非另有定义，否则本文使用的所有技术及科学术语都具有与本发明所属领

域中的普通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相同的含义。

[0024] 本发明提供了用于对铺地材料进行印像的系统和方法。针对铺地材料的印像可以

包括对铺地材料进行染色或添加颜色。本文描述的本发明的各个方面均可适用于下文阐述

的任何特定应用或任何其他类型的材料印像。本发明可以作为单独的装置或方法或者作为

集成式数字印像系统的一部分而应用。应当明白，本发明的不同方面可以被单独地、共同地

或彼此结合地理解。

[0025] 提供了一种用于对适合与酸性染料反应的纤维铺地材料进行数字印像的方法。所

述方法包括多个使用低粘度彩色墨水的印花和处理步骤。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方法不

需要对经印像的铺地材料进行任何冲洗，并且不产生任何废水排放，从而提供了节能且环

境友好的过程。

[0026] 图1提供了用于对铺地材料进行印像的方法的示例。所述方法可以包括以下步骤

中的一个或多个或者两个或更多个步骤：预处理110、数字印花120、固化/固色130、后处理

140和干燥150。在一些情况下，固化/固色步骤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蒸汽处理132、136以及/

或者洗脱134步骤。可选地，在该过程中不提供任何冲洗步骤。所述步骤可以按图示的顺序

提供，或者可以可选地按不同的顺序进行。可以移除一个或多个步骤，或者可以提供额外的

中间步骤。在一些情况下，所述步骤中的一个或多个可以重复。所述一个或多个步骤的示例

在本文其他各处更详细描述。

[0027] 用于对铺地材料进行印像的方法可以包括提供原材料102。例如，可以提供所述原

材料用于预处理110。原材料可以是铺地材料，诸如纤维铺地材料。原材料可以包括尼龙或

另一具有酰胺基的材料。在一些情况下，原材料可以是还未印像的。例如，原材料尚未被施

加以染料。对可能的铺地材料的进一步描述可以提供于本文其他各处。

[0028] 在经受印像方法之后，可以提供成品160。所述成品可以包括已经被印像和/或着

色的铺地材料。经印像的铺地材料可以具有施加到该铺地材料的图像(例如，经由染料施

加)。所述铺地材料可以被印像成具有高分辨度。例如，铺地材料上的图像的分辨率可以大

于或等于约每英寸100点、每英寸200点、每英寸300点、每英寸400点、每英寸500点、每英寸

600点、每英寸800点、每英寸1000点或每英寸1200点。对每英寸点数的任何描述还可适用于

对应的每平方英寸点数。

[002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以在无需冲洗步骤的情况下创造铺地成品160。例如，在提

供原材料102与接收铺地成品之间可以不需要任何冲洗。可选地，在向铺地产品施加墨水/

染料/着色剂或其他印像材料与提供成品之间不提供或不需要任何冲洗步骤来清除多余的

墨水/染料/着色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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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在一些情况下，可以对整个铺地产品进行印像。整个小地毯或整套地毯可以在无

需分割或拆开该小地毯或地毯的情况下经受印像过程。在一些情况下，铺地材料可以具有

任何面积。例如，铺地材料可以具有大于约1平方米、2平方米、3平方米、4平方米、5平方米、7

平方米、10平方米、15平方米、20平方米、25平方米、30平方米、40平方米、50平方米、70平方

米、100平方米、150平方米或200平方米的面积。印像过程中所使用的设备可被配置成适应

具有在此描述的面积的铺地材料。

[0031] 在本发明的另一实施方式中，提供了一套设备，适合用于涉及多个操作阶段的、对

尼龙纤维铺地材料进行的数字印像。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设备可以允许以下操作中的

一个、两个或更多个：预处理、数字印花、固化/固色、后处理或干燥。各个操作阶段可以提供

于单件设备中，或者可以分布于多件设备中。在一些情况下，可以为每一阶段提供设备的专

用部分。或者，一件设备可能能够进行在此描述的操作中的两个或更多个。

[0032]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各个操作阶段可以借助于人为干预和/或手动操纵而进行。或

者，操作阶段中的一个或多个可以在无需人为干预或交互的情况下自动发生。在一些情况

下，可以使用自动操作和手动操作的组合。预处理、数字印花、固化/固色、后处理和/或干燥

阶段的一个或多个动作可以借助于可编程处理器而发生。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从一个阶段

到另一阶段的过渡可以借助于可编程处理器而实现。例如，可以提供自动化过程用于在操

作的不同阶段下，将铺地材料从一个站转移至另一站。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以提供一个或

多个装置用以协助管控铺地材料印像过程的实现。所述一个或多个装置可以包括存储器和

处理器。存储器可能能够储存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介质，该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介质可以

包含用于执行一个或多个步骤的代码、逻辑或指令。处理器可以执行由非暂时性计算机可

读介质指示出的一个或多个步骤，所述步骤可以影响由所使用的设备在操作的各个阶段下

进行的动作。

[0033] 所述设备可以使用数字印像彩色墨水，利用以上及本文其他各处所述的方法来获

得高分辨率且鲜艳的彩色图像，包括全彩摄影图像。墨水可以是无浆体的。墨水可以是水性

的或液体。墨水可以是可经由商用压电印头或印花机构而印花的，其中可以在不必经历冗

长的筛网制造过程的情况下，同时以高速和具有多色或全彩创作的高分辨率，在皮升水平

下分配小墨水滴。高速可以是每小时连续数百到数千平方米。印花墨水的高分辨率可以大

于或等于约每英寸100点、每英寸200点、每英寸300点、每英寸400点、每英寸500点、每英寸

600点、每英寸800点、每英寸1000点或每英寸1200点。所述设备可以包括在一个或多个操作

阶段中使用的印花组件。

[0034] 与筛网印花法和机械数字喷射法形成对比，本文所描述的系统和方法可以使用无

浆体的低粘度墨水，即，适合于喷墨应用，基本不含粘合剂、粘结剂或胶凝剂的彩色墨水。对

于本文的系统和方法尤其有用的是适合与包含酰胺官能团的材料反应的彩色墨水或墨水

组，所述包含酰胺官能团的材料诸如为尼龙(包括尼龙6和尼龙66)、羊毛和蚕丝等。包括这

样的合成材料、天然材料或其任何组合中的一种或多种的材料可以在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中

使用。用于铺地材料的优选材料可以是或者可以在化学组成中包括尼龙(例如，聚酰胺，尼

龙6或尼龙66(又名，尼龙6-6)或这两者的组合)。

[0035] 可以使用着色剂，该着色剂包括能够与酰胺和/或聚酰胺官能团反应的染色剂。所

述染色剂可以包括但不限于酸性染料、金属酸性染料、某些活性染料、诸如碱性染料等阳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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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染料或者它们的组合。这些着色剂可以在受控条件(例如，温度、湿度和/或酸度)下经历

与酰胺官能团的化学反应，并与包含酰胺官能团的材料形成永久结合，因此创造出化学上

稳定且永久的彩色图像。通常，可以优选地使用酸性染料。受控条件(例如，温度和湿度范

围)的示例提供于本文其他各处。

[0036] 铺地材料可以具有使用一个或多个印花装置施加于其上的图像。印花可以在数字

印花站处发生。这样的数字印花装置可以包括压电式按需滴定(DOD)印花机或某些连续喷

墨印花机。这些印花机可以配备印头或印花机构(例如，仅适合于从几厘泊至不超过100厘

泊的低粘度墨水)。这些类型的印头的制造商示例包括F u j i F u j i

等。在这

些DOD喷墨系统中，压电式致动器可以挤压由计算机或其他数字手段控制的墨水液体，迫使

微小的墨水滴通过抖动模式(“dithering  patterns”)从印头射出到衬底或印花介质上，从

而创造彩色图像。

[0037] 印花装置可以能够通过允许墨水滴落入铺地材料中而将墨水施加至铺地材料。印

花装置的印头可以相对于铺地材料移动。在一些情况下，当印头向铺地材料施加墨水时，该

铺地材料可以是静止的。或者，当印头施加墨水时，铺地材料可以处于运动中。例如，铺地材

料可能能够相对于印花装置纵向移动(例如，由带或其他机构携带)，而印头可以横向移动

以跨铺地材料分配墨水。印头可以在与传送带正在传送铺地材料的方向基本垂直的方向上

移动。当印头移动时，印头到铺地材料的距离可以保持基本不变。

[0038]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可以使用特殊类型的压电式DOD印头。可以紧接压电喷射

之前在印头或印花机构内建立内部墨水循环室。墨水流体独立于印花动作而在印头内循

环。这样的循环不仅为墨水流体提供搅动，从而提供防止不溶性成分沉淀的手段，而且还可

以提供相对高的剪应力(“sheer  force”)，尤其适合于伪牛顿(触变)墨水流体。在这样的流

体循环下，触变流体可以保持低粘度，并因此可以易于毫无问题地从DOD印头喷射出去。这

种类型的印头的制造商例如包括Fuji 和

[003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数字印花站可以包括用于彩色墨水的一个或多个墨水通道。

数字印花站可以包括用于无色墨水的一个或多个通道。可选地，数字印花站可以包括用于

彩色墨水的至少第一墨水通道和用于无色墨水的至少第二墨水通道。印头可以可选地包括

用于彩色墨水的第一墨水通道和用于无色墨水的第二墨水通道。

[004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以使用具有从2至100厘泊、5至50厘泊、7至30厘泊或优选地

10至20厘泊的粘度的墨水。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低粘度墨水可以为小于或等于100厘泊、75

厘泊、50厘泊、40厘泊、30厘泊、25厘泊、20厘泊或15厘泊。这些墨水的主要载体可以是水。可

以使用的其他成分包括物理性质调节化学物/剂，诸如表面活性剂、湿润剂、分散剂、渗透

剂、杀菌剂、酸度/pH调节化学物或缓冲化学物、保湿剂或乙二醇、pH调节剂或者螯合剂。还

可以根据在每种彩色墨水中使用的具体酸性染料而使用影响或控制酸性染料与酰胺官能

团的反应速率的化学物，以便可以实现不同颜色间的适当反应速度。

[0041] 一般而言，可以在本文描述的系统和方法中使用具有原色(即，青色、品红色、黄色

和黑色)的墨水组。这样的原色可以实现用于大多数应用的基本颜色范围。在一些情况下，

不需要使用除了一种、两种、三种或四种原色之外的其他墨水。然而，也可以使用其他颜色

来增强色彩覆盖范围和/或特殊图像色彩需求。常用的其他墨水颜色可以包括绿色、橙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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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蓝绿色、红色、灰色或每一种颜色的浅色。墨水可以混合或按层施加以创造期望的色

彩效果。除了本发明的主要教导之外，根据不同墨水印花通道中的应用需求，还可以为了添

加活性化学物的目的而使用白色墨水和/或无色墨水，所述活性化学物诸如为催化剂、渗透

剂、接枝化学物或高分子材料。还可以为了颜色调节和/或特殊印像效果的目的而使用无色

墨水。例如，可以使用原色墨水组(例如，青色、黄色、品红色和黑色)穿过四个墨水通道，而

另一通往四个墨水通道(可以提供在单独的印头或同一印头中)的墨水可以是无色墨水。组

合可以通过调节每种彩色墨水与一种或多种无色墨水之比而实现更宽阔的色彩效果。

[0042] 针对彩色墨水的典型墨水配方可以由以下示例所示：

[0043]

[0044] 墨水的表面张力可以在22至55mN/m的范围内，或者优选地在30至45mN/m的范围

内。根据具体的铺地构造和绒/纱密度，彩色墨水施加量的范围可以从每平方米25克至180

克，通常在每英寸300至1200点分辨率或本文其他各处描述的任何其他分辨率的图像印花

质量下。

[004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基于铺地材料的类型(例如，绒/纱密度)，可以确定一个或多

个印花设置。例如，可以基于一个或多个铺地材料参数来确定彩色墨水施加水平(例如，克/

平方米)。铺地材料参数可以由铺地印像系统接收。所述参数可以由用户输入，或者可以借

助于一个或多个传感器而确定。例如，可以借助于一个或多个传感器来感测铺地材料的重

量、面积、高度或类型。参数的示例可以包括但不限于绒/纱密度、纱高度/厚度、纱材料或铺

地材料的其他特性。对印花设置的确定可以借助于处理器来计算。例如，具有较大纱密度的

铺地材料相比于具有较小纱密度的铺地材料，可以具有较高的墨水施加量。在另一示例中，

根据铺地材料的纱高度或厚度，可以调节印头高度。

[0046] 在本文描述的墨水中还可以作为可选的成分而使用触变剂——有时亦称为增稠

剂、流变控制剂或胶凝剂。包含触变剂的墨水可以允许该墨水在印花之后仍保持在铺地材

料的表面上，直到在稍后阶段施加力为止。触变剂还可以通过限制微粒的布朗运动——已

知对墨水稳定性具有不利影响——来帮助稳定包含一种或多种不溶性成分的墨水。可以使

用各种触变剂，包括无机和/或有机/高分子触变剂。在一些情况下，可以使用不同触变剂的

组合。根据具体的印头和墨水施加量，可以使用按重量在0.1％至5％之间水平的触变剂(例

如，按重量可以具有大于、小于或等于约0.1％、0.3％、0.5％、1％、1.5％、2％、2.5％、3％、

3.5％、4％或5％的浓度)。

[0047]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可以在化学计量上调控墨水中活性成分的量，尤其是印

到铺地材料上的酸性染料的量。这种调节和调控可以在整个印像过程之后确保适当的呈色

而不浪费着色剂或化学物，从而获得高经济效率和效益。除此之外，调节和调控可以避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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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洗步骤的需要，这还可以提供环境效益。诸如筛网印花等基于浆状墨水的印花方法或者

传统机械喷射数字手段需要墨水浆体中过量的活性成分。在反应之后，大部分着色剂、VOC

成分和粘合剂/凝胶材料都被冲走，从而造成材料、机械、能量、时间效率和环境上的挑战。

[0048] 诸如酸性染料等着色剂相对于可反应/可固色的官能团位点可以在85％与110％

之间调控，并且优选地在95％与105％之间调控。按照百分比对具体效率的控制可以通过调

节墨水浓度和墨水印花密度来试错而获得。数字压电式DOD喷墨机构的增材性质和一致的

喷墨液滴大小/体积可以支持这样的调控。允许酸性染料墨水适当射出到铺地材料上的数

字喷墨印花机构可以作为用于该铺地材料的印像设备的一部分而提供。数字喷墨印花机构

可以包括至少一个压电式DOD印头和将该印头安装在送料输送带上方的托架机构。

[0049] 可以使用具有包含酰胺官能团的特性的、不同构造类型的铺地材料。可以使用各

种类型的地毯/小地毯，诸如具有三种基本构造——割绒(萨克森毛呢(Saxony)、有织纹的

和起绒粗呢(Frieze))、捻绒(起绒粗呢)和圈绒(层圈、多圈和割圈绒)——的地毯/小地毯。

这些构造结构提供了在纤维绒/纱之间具有通道或微通道的纤维构形，从而允许印花墨水

利用重力和/或毛细力而渗透。可以使用无涂覆绒质铺地材料，其具有1至15毫米之间的绒

高度，以及/或者每平方米150至1500克之间的绒重量。优选地，可以使用3至9毫米之间的绒

高度以及/或者每平方米300至1000克之间的绒重量。

[005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以使用一个或多个站来实现对材料进行印像的方法，诸如

在图1中图示的方法。所述站可以位于物理上不同的位置处，或者可以集成在单一位置处。

站的示例可以包括预处理站、数字印花站、固化/固色站、后处理站和/或干燥站。可选地，可

以提供自动化过程，其可以允许铺地材料在无需人为干预的情况下从一个站行进至另一

个，或者从站的一个部分行进至另一部分。

[0051] 可以提供铺地材料印像系统的设备中的预处理站。该预处理站可以允许在酸性染

料墨水的印花之前施加预处理。预处理站在整个设备链中可以提供对预处理流体/化学物

还有真空的施加，以及/或者迫使空气流(在周围温度下或在升高的温度下)清除多余的流

体和/或化学物。预处理可以帮助清除绒/纱之间的结构通道/微通道中的气泡，从而允许墨

水滴与构成衬底的酰胺官能团之间更好的表面接触，以及允许墨水更好地渗透到铺地材料

的下部中。除此之外，预处理流体还可以改变高分子绒/纱的表面能，从而改善酸性墨水到

铺地材料上的润湿性质。在一些情况下，预处理流体可以是水性预处理剂。典型的预处理方

法包括衬垫、喷洒、辊压或其他方法。还可以使用诸如喷墨印花等数字分配方法。

[0052] 一种优选的预处理方法可以使用各种类型的按需数字印花机构。除了避免多度施

加之外，这还可以允许精确而实时地控制预处理流体/化学物施加至铺地材料的必要区域

中但不施加至不需要处理的区域中，因此进一步提高了效率。可以在印花机构中使用各种

类型的按需数字印头技术，诸如热/气泡喷射、连续喷墨、压电喷墨和/或电磁阀喷射印花/

涂覆头。后者的制造商示例包括但不限于The  Lee  Company和

[0053] 铺地材料的预处理流体可以通过以下配方示例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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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0055] 预处理流体的表面张力优选地可以在35与66nN/m之间调节。

[0056] 对于长绒铺地材料，尤其是割绒地毯/小地毯，可以在施加预处理之后进行真空干

燥。从铺地材料的表面施加的真空帮助绒/纱维持统一、一致且竖直的位置，从而提高最终

印花图像的印花质量。预处理和真空干燥操作可以在整个印像过程期间施加为动态移动，

这是因为铺地材料可以在印花之前在预处理流体和真空干燥的施加间穿梭。

[0057] 诸如全展幅地毯等铺地材料可能非常重。因此，以稳定的移动来输送地毯对于统

一操作可能十分重要。尤其对于重的印花材料而言基于粘合剂的输送带具有许多缺点，并

且可能寿命较短。

[0058]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带式送料系统可以具有安装在输送带的表面处的刚性销，诸

如金属销。这些从铺地材料的背侧进行固定的销可以携带铺地材料连续贯穿印像设备，并

使之具有尺寸稳定性。铺地材料可能能够通过摊平在带上而经由带式送料系统进行输送。

[0059] 图2提供了使用销的带式送料系统的示例。带表面210可以具有提供于其上的一个

或多个销220。所述销可以覆盖带表面的至少一部分。所述销可以按一个或多个行以及/或

者一个或多个列提供。在一些情况下，所述销可以在带表面上布置成阵列或交错的行/列。

所述销可以按任何图案或以随机方式分布于带表面上。

[0060] 带210可以覆在一个或多个辊230上。所述辊可以转动，从而引起带的移动。销220

可以提供在与接触辊的带的表面相对的带表面上。销可被配置用于接触铺地材料240。当铺

地材料由带输送时，销可能能够戳入和/或夹住该铺地材料。销可以刺入铺地材料的一部

分。铺地材料可以搁置在带表面上，由销固定，并随着辊转动而被移动。

[006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销220可以由刚性材料形成。例如，销可以由金属或金属合金、

木材、塑料、矿物或者任何其他材料形成。销可以可选地具有尖的裸露端222。或者，销的末

端可以是扁平的或圆滑的。销远离带表面的远端可以可选地比该销更靠近带表面的近端具

有更小的横截面积。销的嵌入端224可以嵌入于带表面内。该嵌入端可以使销保持附接至带

表面。嵌入端可以可选地具有倒钩、挂钩或类似的可允许销插入到带表面中并继而保持附

接至带表面的形状。对倒钩或挂钩形状的任何描述可以包括这样的嵌入端：该嵌入端具有

的深入到传送带中的第一部分的横截面积大于不那么深入到传送带中的第二部分的横截

面积。所述横截面积可从第一部分到第二部分迅速减小。可以形成搁架或其他表面，以使得

嵌入端的较深部分可以勾到或抓到传送带上，以牢固地固定到该传送带上。可以使用或者

可以不使用粘合剂将销粘贴至传送带。销可被配置成保持从带表面突起。销的纵轴可以与

带表面保持基本正交。

[0062] 这可以允许在不同阶段，在铺地材料张力没有波动(影响移动速度)的情况下从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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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终有效输送铺地材料。这还可以维持平整表面和印头与铺地材料表面之间的恒定间距。

根据具体的铺地材料和背衬层(诸如聚丙烯或聚酯薄膜/膜)，输送带上的销(例如，金属销)

可以具有各种不同的厚度/直径和锐度。可以使用各种销尖端配置。金属销的优选高度可以

是在整个铺地材料的5％与75％之间。在一些情况下，金属销的高度可以大于、小于、等于或

介于以下比例中的两个或更多个之间：铺地材料的5％、10％、15％、20％、25％、30％、35％、

40％、45％、50％、55％、60％、65％、70％或75％。所述相对尺寸可以是指销的裸露长度相对

于铺地材料的厚度。

[0063] 可选地，可以提供印头或其他印花机构250。带210可以使铺地材料240相对于印花

机构保持移动。当铺地材料经过印花机构与带表面之间时，印花机构可以向铺地材料提供

染料。销230可以使铺地材料抵靠带保持适当平整，以提供铺地材料与印头之间的相对恒定

的距离。铺地材料可以与带基本平齐，从而防止可能干扰或接触印头的冲撞。在铺地材料上

印花可以根据如本文其他各处所述的各个实施方式和示例而发生。

[0064] 可以根据铺地材料的类型来选择一个或多个印花设置。例如，可以基于铺地材料

的类型而选择带速度、印头高度、所施加墨水的密度、所施加墨水的类型或混合。这样的设

置可以手动输入，或者可以响应于关于铺地材料的信息而借助处理器自动确定。

[006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以向印头提供具有类似配置的其他设备。例如，当铺地材料

位于带上时，可以在该铺地材料之上提供干燥机、蒸汽发生器、预处理装置或后处理装置。

在各个设备部件正在使用时，铺地材料可以是静止的，或者可以是移动的。

[0066] 可以提供印像设备的多步骤固色/固化部分，其中铺地材料可以经历固色和/或固

化过程。在一些情况下，固色/固化过程可以包括三个步骤。

[0067] 图3图示了多次固化/固色操作的原理。如关于图1所述，固化/固色操作可以包括

蒸汽处理310、洗脱320以及继而蒸汽处理330。三步过程是通过说明的方式而提供的，而不

应被认为是限制性的。例如，可以提供在蒸汽处理与洗脱之间交替的五步过程。可以提供任

何数目的步骤用于蒸汽处理和洗脱。所述步骤可以发生在蒸汽发生器内。在一些情况下，蒸

汽处理和洗脱步骤可以发生在同一蒸汽发生器内。

[0068] 在将期望的彩色图像印到表面上之后，可以经由有销的带式送料输送机构将铺地

材料输送到固化/固色站。例如，可以将铺地材料输送至蒸汽发生器。铺地材料可以在蒸汽

发生器中保持于有销的带式布置上。蒸汽发生器可以具有与外部条件隔离的封闭配置，或

者可以具有至少部分地暴露于外部条件下的开放配置。铺地材料可以摊平在固化/固色站

处。

[0069] 可以施加高温蒸汽(例如，大于、小于、等于以下温度中的一个或多个：约85度C、90

度C、100度C、110度C、120度C、130度C、140度C、150度C)。所述蒸汽可以可选地具有80％至

100％的湿度水平。在此步骤中，大部分酸性墨水可以保持在绒结构的上段处，从而允许在

酰胺官能团与酸性染料之间的化学反应过程期间有相对过饱和的墨水水平。同时，当酸性

染料墨水更深地迁移到材料下部中时，可以形成墨水浓度梯度315。可以使用从85℃至150

℃的蒸汽温度达优选地3分钟至10分钟。该条件确保了铺地材料的上段的颜色固化/固色的

相对完成，因此实现最有效的视觉颜色光密度。

[0070] 根据印像过程，继而可以施加水性渗透洗脱液，之后是先前的蒸汽处理步骤。可以

随可选的加压洗脱液使用喷洒方法，以便可以实现适当的渗透结果325。该步骤可以辅助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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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的酸性染料墨水快速迁移到绒/纱的更深段中。洗脱液可以允许或辅助染料墨水中的

着色剂渗透穿过铺地材料的绒。为了进一步辅助渗透，还可以使用喷洒机构下方的调节辊

来创造铺地材料的凸起位置，从而进一步敞开墨水迁移通道。铺地材料的凸起部分可以具

有纵轴，该纵轴可以平行于该铺地材料沿着传送带的运动方向。或者，铺地材料的凸起部分

的纵轴可以垂直于该铺地材料沿着传送带的运动方向。

[0071] 为了有效地加速墨水迁移并且还加速用剩余的酸性染料墨水进行一致固化/固

色，水性渗透洗脱液可以包含至少一种可溶于水的或水溶性的酸度变化剂。这些酸度变化

剂可以在周围温度下在水性环境中保持基本中性，但在升高的温度下可以通过氢键的离

解、化学结构的分解或水解而在性质上变成酸性。通常，这些剂是包含至少一种羟基官能团

和/或至少一种酯基官能团的有机物质，所述酯结构的酸性部分是低分子量的有机酸，诸如

甲酸、乙酸、乙醇酸、柠檬酸或乳酸。低分子有机酸可以在例如200℃的升高温度的干燥条件

下蒸发或分解。

[0072] 酸度变化剂的示例可以包括但不限于甘油乙酸酯、甘油二乙酸酯、柠檬酸铵、乳酸

铵和尿素●盐酸等。优选的渗透洗脱液可以由下表所示：

[0073]

[0074] 渗透洗脱液可以根据具体的铺地构造和绒重量/高度而施加绒重量的5％至35％。

通常，渗透洗脱液在经处理的铺地材料向下一蒸汽固化/固色步骤移动时，在周围温度下施

加。

[0075] 在施加渗透洗脱液之后，最初浓缩的酸性染料墨水可被移动至绒构形335的中段

和下段，如图3中所图示。可以将铺地材料输送至固化/固色过程的第三步骤。具有80％至

100％湿度水平的高温蒸汽再次在范围从85℃至150℃的温度下施加，优选地在100℃处施

加。在该步骤中，所有的或基本上所有的酸性染料分子可以与铺地材料之上或之内的酰胺

官能团进行反应。

[0076] 可选地，施加渗透洗脱液及随后的蒸汽固色/固化可以重复进行以对固化/固色加

以优化。这可以通过顺列插入印像设备的额外部分而实现，以根据需要提高质量，尤其是对

于长绒铺地地毯材料的质量。

[0077] 诸如地毯和小地毯等家居或商用铺地材料常常需要用化学物进行处理以提高色

牢度、耐污性和/或耐磨性，这通常称为后处理。可以提供顺列(“in-line”)的后处理以施加

和/或分配所需的化学物。这些化学物可以是可商购的，并且可以根据本领域技术人员已知

的配方、用量和组合而使用。一个实施方式提供了使用发泡机构来施加这些化学物，因此使

用了很少的过量化学物或者无过量的化学物。可以相应地顺列使用适当的发泡剂及发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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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外围设备。可以控制化学物的用量以使得只有少许过量或无过量的后处理化学物排放到

环境中。

[0078] 印像设备可以包括干燥箱。优选的干燥温度可以介于100℃与225℃之间，并且更

优选地介于185℃与205℃之间。这可以允许剩余的酸性染料反应完成，并且还在不破坏铺

地材料的化学结构或美观外形的情况下清除酸度变化剂。可以为了根据本领域一般教导的

目的而使用电、燃料(诸如丙烷气)、微波或其他加热机制(或它们的组合)。

[0079] 印像设备可以具有五个部分，包括预处理、数字印花、固化/固色、后处理和干燥。

这些部分可以连续安装，或者基于具体应用需求而分段安装。出于经济考虑，优选的操作可

以是连续操作。这样，可以不需要任何额外的输送成本或额外的外围部件。这对于在每一移

动操作中都期望重型机械的覆盖全室的或大尺寸的铺地材料可能是非常有益的。然而，对

于小型的按需应用，诸如门垫或小地毯而言，分段操作可能适合于占地面积小的目的。

[008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所述过程期间，连续操作和/或分段选择可以自动发生而需

要很少的人工干预或者无需人工干预。所述过程的一个或多个部分可以是自动化的，并且

可以借助于处理器来操作。

[0081] 从前文中应当理解，尽管已经说明和描述了特定实现方式，但可对其作出并在本

文中设想到各种修改。本发明也并不旨在由本说明书内提供的具体示例所限制。尽管已经

参考前述说明书描述了本发明，但本文的优选实施方式的描述和说明并不意在解释为限制

性含义。除此之外，应当理解，本发明的全部方面均不限于本文根据多种条件和变量所阐述

的具体描述、配置或相对比例。对本发明实施方式的形式和细节的各种修改对于本领域技

术人员将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设想本发明还应当覆盖任何这样的修改、改变和等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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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15

CN 105579638 B

15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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