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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具备自动供料的纺织生产

用印染设备。所述底座和熨烫板，所述熨烫板的

表面通过滑杆滑动连接有移动板，所述移动板的

顶部和底部均设置有齿条，所述熨烫板表面的顶

部和底部分别转动连接有主动齿轮和从动齿轮，

所述熨烫板的表面且位于主动齿轮和从动齿轮

相对的一侧之间转动连接有被动齿轮，所述主动

齿轮与被动齿轮相啮合，所述被动齿轮与从动齿

轮相啮合。本发明提供的具备自动供料的纺织生

产用印染设备及其使用方法，能够将纺织品预先

完成清洗，离水，并保持湿度，再通过水温熨烫的

方法将纺织品熨烫平整，能将纺织品的印染效果

大大提升，同时装置附带烘干和收卷功能，能够

将印染完成的纺织品烘干后自动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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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备自动供料的纺织生产用印染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1）和熨烫板

（2），所述底座（1）顶部的左侧固定连接有清洗箱（3），所述熨烫板（2）的表面通过滑杆滑动

连接有移动板（21），所述移动板（21）的顶部和底部均设置有齿条（22），所述熨烫板（2）表面

的顶部和底部分别转动连接有主动齿轮（23）和从动齿轮（24），所述熨烫板（2）的表面且位

于主动齿轮（23）和从动齿轮（24）相对的一侧之间转动连接有被动齿轮（25），所述主动齿轮

（23）与被动齿轮（25）相啮合，所述被动齿轮（25）与从动齿轮（24）相啮合，所述主动齿轮

（23）的表面固定连接有扇形齿轮（26），所述从动齿轮（24）的表面固定连接有扇形轮（27），

两个所述齿条（22）分别与扇形齿轮（26）和扇形轮（27）相啮合，所述移动板（21）底部的两侧

均固定连接有长杆（211），两个所述长杆（211）的底部之间固定连接有横杆（212），所述横杆

（212）的底部固定连接有熨烫单元（28），所述熨烫单元（28）内壁的两侧之间设置有电热管

（29），所述底座（1）的顶部固定有设备桌（4），所述设备桌（4）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印染单元

（5），所述设备桌（4）顶部的右侧固定连接有烘干箱（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备自动供料的纺织生产用印染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

箱（3）的顶部固定连接有低速电机（7），所述低速电机（7）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有主动皮带轮

（71），所述扇形齿轮（26）的顶部固定连接有从动皮带轮（72），所述主动皮带轮（71）通过皮

带与从动皮带轮（72）传动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备自动供料的纺织生产用印染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

箱（3）内壁的底部固定连接有高压水泵（31），所述高压水泵（31）的入水口连通有抽水件

（32），所述高压水泵（31）的出水口连通有出水管（33）。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具备自动供料的纺织生产用印染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

箱（3）内壁的左侧固定连接有双面喷水头（34），所述清洗箱（3）内壁的表面转动连接有转向

轮（35），所述清洗箱（3）内壁表面的右侧转动连接有离水轮（36），所述清洗箱（3）内壁顶部

的两侧设置有引导轮（37）。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备自动供料的纺织生产用印染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设备

桌（4）顶部的左侧固定连接有熨烫底板（281），所述熨烫底板（281）的顶部通过支架与熨烫

板（2）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熨烫板（2）底部的左侧设置有熨烫引轮（282）。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具备自动供料的纺织生产用印染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

（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热风机（8），所述热风机（8）的出风口连通有出风管（81），所述烘干箱

（6）内壁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双面出风头（61），所述出风管（81）的顶端依次贯穿底座（1）和烘

干箱（6）且延伸至烘干箱（6）的内部，所述出风管（81）位于烘干箱（6）内部的一端与双面出

风头（61）连通。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具备自动供料的纺织生产用印染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

（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加热箱（83），所述加热箱（83）左侧的顶部开设有进风口（84），所述加

热箱（83）内壁的顶部和底部之间设置有加热管（85），所述加热箱（83）的右侧连通有进风管

（82），所述进风管（82）的右端与热风机（8）的进风处连通。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备自动供料的纺织生产用印染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

（1）顶部的左侧固定连接有进料单元（10），所述底座（1）顶部的右侧固定连接有收卷电机

（9），所述底座（1）顶部的右侧且位于收卷电机（9）的右侧固定连接有收卷柱（91）。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具备自动供料的纺织生产用印染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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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9）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有主动收卷轮（92），所述收卷柱（91）表面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收

卷盘（93），所述收卷盘（93）的表面固定连接有从动收卷轮（94），所述主动收卷轮（92）通过

收卷皮带与从动收卷轮（94）传动连接。

10.一种具备自动供料的纺织生产用印染设备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使用

步骤

S1：先将纺织品进行清洗，将纺织完成的布料牵引至本装置内，布料将通过引导轮（37）

进入清洗箱（3）内，穿插进入双面喷水头（34），此时启动高压水泵（31），水泵将清洗箱（3）内

的水抽出经过出水管（33）和双面喷水头（34），高速喷射在纺织品的两个面上，完成清洗，纺

织品通过转向轮（35），离水轮（36）与转向轮（35）挤压将纺织品内的水挤出，完成纺织品的

清洗；

S2：将纺织品进行熨烫整平，纺织品通过引导轮（37）脱离清洗箱（3），在熨烫引轮（282）

的作用下引导至熨烫单元（28）的下方，启动低速电机（7），低速电机（7）的输出轴通过主动

皮带轮（71）和皮带带动从动皮带轮（72），从而带动扇形齿轮（26）和主动齿轮（23），扇形齿

轮（26）将通过齿条（22）带动移动板（21）往右移动，由于被动齿轮（25）分别与主动齿轮（23）

和从动齿轮（24）啮合，从而带动扇形轮（27）转动，从而带动移动板（21）往左移动，移动板

（21）通过横杆（212）带动熨烫单元（28），熨烫单元（28）设置有进水口可加入水，保持电热管

（29）温度不会偏高伤害纺织品，又能达到均匀熨烫，使纺织品平整的效果；

S3：将纺织品进行印染并且烘干，带有一定湿度的纺织品进入印染单元（5）能够最大化

印染成功率和印染效果，印染完成过后进入红烘干箱（6）内，启动加热箱（83）内的加热管

（85），启动热风机（8），将加热后的空气通入烘干箱（6）的双面出风头（61）内，快速烘干，烘

干箱（6）设置有出风口，并且设置有空气滤网，此时纺织品完成烘干；

S4：将纺织品进行收卷，首先将固定收卷盘（93）上，此时启动收卷电机（9），通过主动收

卷轮（92）和从动收卷轮（94）将带动收卷盘（93）转动，此时纺织品将完成自动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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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备自动供料的纺织生产用印染设备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纺织品印染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具备自动供料的纺织生产用印染设备

及其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纺织品原意是取自纺纱品与织布品的总称，常常用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比如宾

馆、酒店、机关等许多场合，对于美化、改善环境、提高人们生活、工作的舒适性起到了很大

的作用。

[0003] 现有的纺织品印染设备一般不具备清除褶皱的功能，纺织品经过设备后常常会产

生褶皱，导致纺织品在印染时常常会出现印染不完全或者印染不清晰的情况，印染效果较

差。

[0004]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具备自动供料的纺织生产用印染设备及其使用方法解决上

述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一种具备自动供料的纺织生产用印染设备及其使用方法，解决了现有

的纺织品印染设备无法清除褶皱的问题。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的本发明提供一种具备自动供料的纺织生产用

印染设备，包括：底座和熨烫板，所述熨烫板的表面通过滑杆滑动连接有移动板，所述移动

板的顶部和底部均设置有齿条，所述熨烫板表面的顶部和底部分别转动连接有主动齿轮和

从动齿轮，所述熨烫板的表面且位于主动齿轮和从动齿轮相对的一侧之间转动连接有被动

齿轮，所述主动齿轮与被动齿轮相啮合，所述被动齿轮与从动齿轮相啮合，所述主动齿轮的

表面固定连接有扇形齿轮，所述从动齿轮的表面固定连接有扇形轮，两个所述齿条分别与

扇形齿轮和扇形轮相啮合，所述移动板底部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有长杆，两个所述长杆的底

部之间固定连接有横杆，所述横杆的底部固定连接有熨烫单元，所述熨烫单元内壁的两侧

之间设置有电热管。

[0007] 优选的，所述底座顶部的左侧固定连接有清洗箱，所述清洗箱的顶部固定连接有

低速电机，所述低速电机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有主动皮带轮，所述扇形齿轮的顶部固定连接

有从动皮带轮，所述主动皮带轮通过皮带与从动皮带轮传动连接。

[0008] 优选的，所述清洗箱内壁的底部固定连接有高压水泵，所述高压水泵的入水口连

通有抽水件，所述高压水泵的出水口连通有出水管。

[0009] 优选的，所述清洗箱内壁的左侧固定连接有双面喷水头，所述清洗箱内壁的表面

转动连接有转向轮，所述清洗箱内壁表面的右侧转动连接有离水轮，所述清洗箱内壁顶部

的两侧设置有引导轮。

[0010] 优选的，所述底座的顶部固定连接有设备桌，所述设备桌顶部的左侧固定连接有

熨烫底板，所述熨烫底板的顶部通过支架与熨烫板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熨烫板底部的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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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设置有熨烫轮，所述设备桌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印染单元，所述设备桌顶部的右侧固定连

接有烘干箱。

[0011] 优选的，所述底座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热风机，所述热风机的出风口连通有出风管，

所述烘干箱内壁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双面出风头，所述出风管的顶端依次贯穿底座和烘干箱

且延伸至烘干箱的内部，所述出风管位于烘干箱内部的一端与双面出风头连通。

[0012] 优选的，所述底座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加热箱，所述加热箱左侧的顶部开设有进风

口，所述加热箱内壁的顶部和底部之间设置有加热管，所述加热箱的右侧连通有进风管，所

述进风管的右端与热风机的进风处连通。

[0013] 优选的，所述底座顶部的左侧固定连接有进料单元，所述底座顶部的右侧固定连

接有收卷电机，所述底座顶部的右侧且位于收卷电机的右侧固定连接有收卷柱。

[0014] 优选的，所述收卷电机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有主动收卷轮，所述收卷柱表面的顶部

固定连接有收卷盘，所述收卷盘的表面固定连接有从动收卷轮，所述主动收卷轮通过收卷

皮带与从动收卷轮传动连接。

[0015] 一种具备自动供料的纺织生产用印染设备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使用步骤：

S1：先将纺织品进行清洗，将纺织完成的布料牵引至本装置内，布料将通过引导轮进入

清洗箱内，穿插进入双面喷水头，此时启动高压水泵，水泵将清洗箱内的水抽出经过出水管

和双面喷水头，高速喷射在纺织品的两个面上，完成清洗，纺织品通过转向轮，离水轮与转

向轮挤压将纺织品内的水挤出，完成纺织品的清洗；

S2：将纺织品进行熨烫整平，纺织品通过引导轮脱离清洗箱，在熨烫轮的作用下引导至

熨烫单元的下方，启动低速电机，低速电机的输出轴通过主动皮带轮和皮带带动从动皮带

轮，从而带动扇形齿轮和主动齿轮，扇形齿轮将通过齿条带动移动板往右移动，由于被动齿

轮分别与主动齿轮和从动齿轮啮合，从而带动扇形轮转动，从而带动移动板往左移动，移动

板通过横杆带动熨烫单元，熨烫单元设置有进水口可加入水，保持电热管温度不会偏高伤

害纺织品，又能达到均匀熨烫，使纺织品平整的效果；

S3：将纺织品进行印染并且烘干，带有一定湿度的纺织品进入印染单元能够最大化印

染成功率和印染效果，印染完成过后进入红烘干箱内，启动加热箱内的加热管，启动热风

机，将加热后的空气通入烘干箱的双面出风头内，快速烘干，烘干箱设置有出风口，并且设

置有空气滤网，此时纺织品完成烘干；

S4：将纺织品进行收卷，将纺织品固定收卷盘上，此时启动收卷电机，通过主动收卷轮

和从动收卷轮将带动收卷盘转动，此时纺织品将完成自动收卷。

[0016]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发明提供的具备自动供料的纺织生产用印染设备及其使用

方法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1）、本装置设置有具有清洗效果的清洗箱，纺织品经过清洗箱内的双面喷水头能够将

纺织品两面的浮毛等杂物清除，同时离水轮和转向轮能够将水挤出，装置设置有可以自动

熨烫的熨烫单元，通过低速电机及各个齿轮的配合，熨烫单元能够在纺织品上方左右移动，

同时熨烫单元内部的电热管添加水，能使熨烫单元的温度稳定，不会伤害到纺织品，在熨烫

单元的熨烫作用下纺织品将变得平整，此时进入印染单元，带有一定湿度且平整的纺织品

进入印染单元能够最大化印染成功率和印染效果，通过热风机和加热箱内加热管的配合，

纺织品上下两个面同时被双面出风头烘干，收卷电机能够带动收卷盘完成自动收卷并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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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在装置内移动提供动力，本装置之能够将纺织品预先完成清洗，离水，并保持湿度，

再通过水温熨烫的方法将纺织品熨烫平整，此时纺织品将大大提升印染效果，同时装置附

带烘干和收卷功能，能够将印染完成的纺织品烘干后自动收卷；

（2）、通过S1、S2、S3和S4够先将纺织品完成清洗，其后纺织品会完成离水，将纺织品中

大量的水分分离出，并且纺织品中的水分能够再次被清洗箱3回收，节省大量的水，带有少

量水分的湿润纺织品在熨烫单元的作用下将变得平整，使得纺织品的印染效果大大提升，

双面出风头能大大提升烘干速度，同时收卷盘在收卷电机的带动下给纺织品的移动提供动

力，自动完成纺织品的清洗、离水、熨烫、印染、烘干和收卷。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具备自动供料的纺织生产用印染设备及其使用方法的一种较

佳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图1所示A处的局部放大图。

[0018] 图中标号：1、底座，2、熨烫板，21、移动板，211、长杆，212、横杆，22、齿条，23、主动

齿轮，24、从动齿轮，25、被动齿轮，26、扇形齿轮，27、扇形轮，28、熨烫单元，281、熨烫底板，

282、熨烫引轮，29、电热管，3、清洗箱，31、高压水泵，32、抽水件，33、出水管，34、双面喷水

头，35、转向轮，36、离水轮，37、引导轮，4、设备桌，5、印染单元，6、烘干箱，61、双面出风头，

7、低速电机，71、主动皮带轮，72、从动皮带轮，8、热风机，81、出风管，82、进风管，83、加热

箱，84、进风口，85、加热管，9、收卷电机，91、收卷柱，92、主动收卷轮，93、收卷盘，94、从动收

卷轮，10、进料单元。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0] 请结合参阅图1和图2，其中，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具备自动供料的纺织生产用印染

设备，的一种较佳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图2为图1所示A处的局部放大图。具备自动供料的

纺织生产用印染设备包括：底座1和熨烫板2，熨烫板2的表面通过滑杆滑动连接有移动板

21，移动板21的顶部和底部均设置有齿条22，熨烫板2表面的顶部和底部分别转动连接有主

动齿轮23和从动齿轮24，熨烫板2的表面且位于主动齿轮23和从动齿轮24相对的一侧之间

转动连接有被动齿轮25，主动齿轮23与被动齿轮25相啮合，被动齿轮25与从动齿轮24相啮

合，主动齿轮23的表面固定连接有扇形齿轮26，从动齿轮24的表面固定连接有扇形轮27，两

个齿条22分别与扇形齿轮26和扇形轮27相啮合，移动板21底部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有长杆

211，两个长杆211的底部之间固定连接有横杆212，横杆212的底部固定连接有熨烫单元28，

熨烫单元28内壁的两侧之间设置有电热管29，熨烫板2为一个具有一定厚度的板块，具有一

定稳定性，移动板21通过两个滑杆连接在熨烫板2上，同时移动板21的两侧设置有滑槽，可

以左右滑动，齿条22设置有两个，分别设置在移动板21的顶部和底部，移动板21位于被动齿

轮25 的上方，同时主动齿轮23上方的扇形齿轮26与移动板21顶部的齿条22啮合，从动齿轮

24上方的扇形轮27与移动板21上方齿条22啮合，同时扇形齿轮26的方向必须和扇形轮27方

向保持一致，意为扇形齿轮26和扇形轮27呈水平状态，才能够保证熨烫单元28均匀熨烫，长

杆211和横杆212具有一定机械强度，用于传输移动板21的机械能，熨烫单元28和熨烫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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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缝隙较小，同时滑杆具有微调移动板21高度的作用，也就能够间接的微调熨烫单元28的

熨烫效果，熨烫单元28设置有入水口，可添加水，电热管29为防水电热管29，能够在水中工

作，添加水能够保证熨烫单元28温度稳定，且不会因为电热管29的高温损伤纺织品。

[0021] 底座1顶部的左侧固定连接有清洗箱3，清洗箱3的顶部固定连接有低速电机7，低

速电机7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有主动皮带轮71，扇形齿轮26的顶部固定连接有从动皮带轮72，

主动皮带轮71通过皮带与从动皮带轮72传动连接，清洗箱3设置有进水口和出水口，方便更

换箱内的水，低速电机7转速较低，可以保证熨烫单元28平稳运行，同时通过从动皮带轮72

给几个齿轮提供动力。

[0022] 清洗箱3内壁的底部固定连接有高压水泵31，高压水泵31的入水口连通有抽水件

32，高压水泵31的出水口连通有出水管33，高压水泵31能产生具有一定压力的水流，抽水件

32的前端设置有过滤网，防止水中杂物进入高压水泵31内。

[0023] 清洗箱3内壁的左侧固定连接有双面喷水头34，清洗箱3内壁的表面转动连接有转

向轮35，清洗箱3内壁表面的右侧转动连接有离水轮36，清洗箱3内壁顶部的两侧设置有引

导轮37，纺织品将通过双面喷水头34的两个喷水头的中间，急速流动的水能将纺织品两个

面上的杂物同时清除，完成清洗的同时完成加湿，离水轮36和转向轮35距离较近，两者之间

的缝隙小于纺织品的厚度，能够将纺织品中大部分水挤压回收进入清洗箱3，引导轮37设置

有两个，分别在清洗箱3内壁的两侧，负责引导纺织品的移动方向。

[0024] 底座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设备桌4，设备桌4顶部的左侧固定连接有熨烫底板281，

熨烫底板281的顶部通过支架与熨烫板2的底部固定连接，熨烫板2底部的左侧设置有熨烫

引轮282，设备桌4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印染单元5，设备桌4顶部的右侧固定连接有烘干箱6，

熨烫底板281表面较平整，同时熨烫底板281设置在设备桌4上，同时熨烫底板281起到支撑

整个熨烫板2的作用，熨烫板2较重，增加设备稳定性，熨烫引轮282起到引导纺织品的效果，

印染单元5能够完成纺织品的印染，烘干箱6设置有出风口，同时内部设置有滤网，防止外界

杂物进入烘干箱6内。

[0025] 底座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热风机8，热风机8的出风口连通有出风管81，烘干箱6内

壁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双面出风头61，出风管81的顶端依次贯穿底座1和烘干箱6且延伸至烘

干箱6的内部，出风管81位于烘干箱6内部的一端与双面出风头61连通，热风机8产生气流，

出风管81能够将热气流传递进入双面出风头61内，纺织品会通过双面出风头61的两个出风

头中间，两个面同时烘干，烘干效果更佳。

[0026] 底座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加热箱83，加热箱83左侧的顶部开设有进风口84，加热箱

83内壁的顶部和底部之间设置有加热管85，加热箱83的右侧连通有进风管82，进风管82的

右端与热风机8的进风处连通，加热箱83的进风口84设置有滤网，内部的加热管85能够将空

气加热，使空气具有烘干效果，同时所有连接管道均具有耐高温作用。

[0027] 底座1顶部的左侧固定连接有进料单元10，底座1顶部的右侧固定连接有收卷电机

9，底座1顶部的右侧且位于收卷电机9的右侧固定连接有收卷柱91，收卷电机9转速较低，可

设置能够调节转速的电机，根据纺织品实际印染情况调节转速。

[0028] 收卷电机9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有主动收卷轮92，收卷柱91表面的顶部固定连接有

收卷盘93，收卷盘93的表面固定连接有从动收卷轮94，主动收卷轮92通过收卷皮带与从动

收卷轮94传动连接，收卷盘93与收卷电机9的配合能够完成自动收卷，同时给纺织品移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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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动力。

[0029] 一种具备自动供料的纺织生产用印染设备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使用步骤：

S1：先将纺织品进行清洗，将纺织完成的布料牵引至本装置内，布料将通过引导轮37进

入清洗箱3内，穿插进入双面喷水头34，此时启动高压水泵31，水泵将清洗箱3内的水抽出经

过出水管33和双面喷水头34，高速喷射在纺织品的两个面上，完成清洗，纺织品通过转向轮

35，离水轮36与转向轮35挤压将纺织品内的水挤出，完成纺织品的清洗；

S2：将纺织品进行熨烫整平，纺织品通过引导轮37脱离清洗箱3，在熨烫引轮282的作用

下引导至熨烫单元28的下方，启动低速电机7，低速电机7的输出轴通过主动皮带轮71和皮

带带动从动皮带轮72，从而带动扇形齿轮26和主动齿轮23，扇形齿轮26将通过齿条22带动

移动板21往右移动，由于被动齿轮25分别与主动齿轮23和从动齿轮24啮合，从而带动扇形

轮27转动，从而带动移动板21往左移动，移动板21通过横杆212带动熨烫单元28，熨烫单元

28设置有进水口可加入水，保持电热管29温度不会偏高伤害纺织品，又能达到均匀熨烫，使

纺织品平整的效果；

S3：将纺织品进行印染并且烘干，带有一定湿度的纺织品进入印染单元5能够最大化印

染成功率和印染效果，印染完成过后进入红烘干箱6内，启动加热箱83内的加热管85，启动

热风机8，将加热后的空气通入烘干箱6的双面出风头61内，快速烘干，烘干箱6设置有出风

口，并且设置有空气滤网，此时纺织品完成烘干；

S4：将纺织品进行收卷，将纺织品固定收卷盘93上，此时启动收卷电机9，通过主动收卷

轮92和从动收卷轮94将带动收卷盘93转动，此时纺织品将完成自动收卷。

[0030] 本发明提供的具备自动供料的纺织生产用印染设备及其使用方法的工作原理如

下：

将纺织完成的布料牵引至本装置内，布料将通过引导轮37进入清洗箱3内，穿插进入双

面喷水头34，此时启动高压水泵31，水泵将清洗箱3内的水抽出经过出水管33和双面喷水头

34，高速喷射在纺织品的两个面上，完成清洗，纺织品通过转向轮35，离水轮36与转向轮35

挤压将纺织品内的水挤出，经过清洗箱3的回收可以再次利用，抽水件32能够起到过滤作

用，清洗箱3设置有进水口和出水口，可以换水和或添加净水，纺织品通过引导轮37脱离清

洗箱3，在熨烫引轮282的作用下引导至熨烫单元28的下方，启动低速电机7，低速电机7的输

出轴通过主动皮带轮71和皮带带动从动皮带轮72，从而带动扇形齿轮26和主动齿轮23，扇

形齿轮26将通过齿条22带动移动板21往右移动，由于被动齿轮25分别与主动齿轮23和从动

齿轮24啮合，从而带动扇形轮27转动，从而带动移动板21往左移动，移动板21通过横杆212

带动熨烫单元28，熨烫单元28设置有进水口可加入水，保持电热管29温度不会偏高伤害纺

织品，又能达到均匀熨烫，使纺织品平整的效果，带有一定湿度的纺织品进入印染单元5能

够最大化印染成功率和印染效果，印染完成过后进入红烘干箱6内，启动加热箱83内的加热

管85，启动热风机8，将加热后的空气通入烘干箱6的双面出风头61内，快速烘干，烘干箱6设

置有出风口，并且设置有空气滤网，将纺织品固定在收卷盘93上，此时启动收卷电机9，通过

主动收卷轮92和从动收卷轮94将带动收卷盘93转动，纺织品将完成印染和自动收卷。

[0031]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发明提供的具备自动供料的纺织生产用印染设备及其使用

方法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本装置设置有具有清洗效果的清洗箱3，纺织品经过清洗箱3内的双面喷水头34能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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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两面的浮毛等杂物清除，同时离水轮36和转向轮35能够将水挤出，装置设置有可以

自动熨烫的熨烫单元28，通过低速电机7及各个齿轮的配合，熨烫单元28能够在纺织品上方

左右移动，同时熨烫单元28内部的电热管29添加水，能使熨烫单元28的温度稳定，不会伤害

到纺织品，在熨烫单元28的熨烫作用下纺织品将变得平整，此时进入印染单元5，带有一定

湿度且平整的纺织品进入印染单元5能够最大化印染成功率和印染效果，通过热风机8和加

热箱83内加热管85的配合，纺织品上下两个面同时被双面出风头61烘干，收卷电机9能够带

动收卷盘93完成自动收卷并且为纺织品在装置内移动提供动力，本装置之能够将纺织品预

先完成清洗，离水，并保持湿度，再通过水温熨烫的方法将纺织品熨烫平整，此时纺织品将

大大提升印染效果，同时装置附带烘干和收卷功能，能够将印染完成的纺织品烘干后自动

收卷；

通过S1、S2、S3够先将纺织品完成清洗，其后纺织品会完成离水，将纺织品中大量的水

分分离出，并且纺织品中的水分能够再次被清洗箱3回收，节省大量的水，带有少量水分的

湿润纺织品在熨烫单元28的作用下将变得平整，使得纺织品的印染效果大大提升，双面出

风头61能大大提升烘干速度，同时收卷盘93在收卷电机9的带动下给纺织品的移动提供动

力，自动完成纺织品的清洗、离水、熨烫、印染、烘干和收卷。

[003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

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它相关的技

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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