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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涉及包装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油

墨烘干系统，包括竹节废料储存装置、燃烧炉装

置、炉渣回收装置、进气装置和排气装置；所述竹

节废料储存装置的出料口与所述燃烧炉装置的

炉料进口连接，所述燃烧炉装置的炉料出口与所

述炉渣回收装置的炉渣进口连接；所述燃烧炉装

置的内腔包括呈上下设置的加热室和燃烧室，所

述加热室内设有加热介质，所述加热室的空气进

口与所述进气装置连接，所述加热室的空气出口

与所述排气装置连接，所述排气装置用以排出热

气对油墨进行烘干，所述炉料进口和炉料出口均

设置在所述燃烧室的侧壁上。本实用新型提供的

油墨烘干系统节省了大量的能源，符合绿色环保

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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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油墨烘干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竹节废料储存装置、燃烧炉装置、炉渣回收装

置、进气装置和排气装置；

所述竹节废料储存装置的出料口与所述燃烧炉装置的炉料进口连接，所述燃烧炉装置

的炉料出口与所述炉渣回收装置的炉渣进口连接；

所述燃烧炉装置的内腔包括呈上下设置的加热室和燃烧室，所述加热室内设有加热介

质，所述加热室的空气进口与所述进气装置连接，所述加热室的空气出口与所述排气装置

连接，所述排气装置用以排出热气对油墨进行烘干，所述炉料进口和炉料出口均设置在所

述燃烧室的侧壁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墨烘干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油墨烘干系统还包括送料装

置，所述竹节废料储存装置的出料口通过所述送料装置与所述燃烧炉装置的炉料进口连

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墨烘干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油墨烘干系统还包括加热介

质补充装置和加热介质回收装置，所述加热室的加热介质进口与所述加热介质补充装置的

出口连接，所述加热室的加热介质出口与所述加热介质回收装置的进口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墨烘干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油墨烘干系统还包括烟气净

化装置，所述烟气净化装置的进口与所述燃烧室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油墨烘干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油墨烘干系统还包括粉尘收

集装置、预处理装置和分配装置，所述粉尘收集装置的进口与所述烟气净化装置的出口连

接，所述粉尘收集装置、预处理装置、分配装置和炉渣回收装置依次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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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油墨烘干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包装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油墨烘干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油墨印刷机组是包装领域中常见的生产设备。现有的油墨印刷机组所用的热风烘

干系统一般是利用电加热方式加热气流，再利用加热后的气流吹干油墨。传统的烘干系统

设备成本高、能耗高，不符合节能降耗的发展理念。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节能

降耗的油墨烘干系统。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油墨烘干系统，包括

竹节废料储存装置、燃烧炉装置、炉渣回收装置、进气装置和排气装置；

[0005] 所述竹节废料储存装置的出料口与所述燃烧炉装置的炉料进口连接，所述燃烧炉

装置的炉料出口与所述炉渣回收装置的炉渣进口连接；

[0006] 所述燃烧炉装置的内腔包括呈上下设置的加热室和燃烧室，所述加热室内设有加

热介质，所述加热室的空气进口与所述进气装置连接，所述加热室的空气出口与所述排气

装置连接，所述排气装置用以排出热气对油墨进行烘干，所述炉料进口和炉料出口均设置

在所述燃烧室的侧壁上。

[0007] 在可选实施例中，所述油墨烘干系统还包括送料装置，所述竹节废料储存装置的

出料口通过所述送料装置与所述燃烧炉装置的炉料进口连接。

[0008] 在可选实施例中，所述油墨烘干系统还包括加热介质补充装置和加热介质回收装

置，所述加热室的加热介质进口与所述加热介质补充装置的出口连接，所述加热室的加热

介质出口与所述加热介质回收装置的进口连接。

[0009] 在可选实施例中，所述油墨烘干系统还包括烟气净化装置，所述烟气净化装置的

进口与所述燃烧室连通。

[0010] 在可选实施例中，所述油墨烘干系统还包括粉尘收集装置、预处理装置和分配装

置，所述粉尘收集装置的进口与所述烟气净化装置的出口连接，所述粉尘收集装置、预处理

装置、分配装置和炉渣回收装置依次连接。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提供一种油墨烘干系统，包括竹节废料储存装置、燃

烧炉装置、炉渣回收装置、进气装置和排气装置，使用时，竹节废料储存装置将竹节废料输

送至燃烧炉装置的燃烧室中进行燃烧，利用燃烧产生的热能对加热室中的加热介质进行加

热，同时利用进气装置向加热室中通入空气，空气与加热介质进行热交换得到热风，热风在

排气装置的作用下排出加热室，对需要烘干的油墨进行烘干，而竹节废料燃烧后的碳渣输

送至炉渣回收装置进行回收，进行再加工或直接售卖。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油墨烘干系统利

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竹节废料作为燃料，配合燃烧炉以及进、排气装置组成热风烘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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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对油墨进行烘干，燃烧产生的碳渣可以重复利用，投入生产，这样相较于传统的热风烘

干系统，降低了20％以上的生产成本，节省了大量的能源，符合绿色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理

念。

附图说明

[0012] 图1所示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油墨烘干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3] 标号说明：

[0014] 1、竹节废料储存装置；

[0015] 2、燃烧炉装置；21、加热室；22、燃烧室；

[0016] 3、炉渣回收装置；

[0017] 4、进气装置；

[0018] 5、排气装置；

[0019] 6、送料装置；

[0020] 7、加热介质补充装置；

[0021] 8、加热介质回收装置；

[0022] 9、烟气净化装置；

[0023] 10、粉尘收集装置；

[0024] 11、预处理装置；

[0025] 12、分配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内容、所实现目的及效果，以下结合实施方式并配

合附图予以说明。

[0027] 请参照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油墨烘干系统，包括竹节废料储存装置、燃烧

炉装置、炉渣回收装置、进气装置和排气装置；

[0028] 所述竹节废料储存装置的出料口与所述燃烧炉装置的炉料进口连接，所述燃烧炉

装置的炉料出口与所述炉渣回收装置的炉渣进口连接；

[0029] 所述燃烧炉装置的内腔包括呈上下设置的加热室和燃烧室，所述加热室内设有加

热介质，所述加热室的空气进口与所述进气装置连接，所述加热室的空气出口与所述排气

装置连接，所述排气装置用以排出热气对油墨进行烘干，所述炉料进口和炉料出口均设置

在所述燃烧室的侧壁上。

[0030] 从上述描述可知，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提供一种油墨烘干系统，包括竹节

废料储存装置、燃烧炉装置、炉渣回收装置、进气装置和排气装置，使用时，竹节废料储存装

置将竹节废料输送至燃烧炉装置的燃烧室中进行燃烧，利用燃烧产生的热能对加热室中的

加热介质进行加热，同时利用进气装置向加热室中通入空气，空气与加热介质进行热交换

得到热风，热风在排气装置的作用下排出加热室，对需要烘干的油墨进行烘干，而竹节废料

燃烧后的碳渣输送至炉渣回收装置进行回收，进行再加工或直接售卖。本实用新型提供的

油墨烘干系统利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竹节废料作为燃料，配合燃烧炉以及进、排气装置组

成热风烘干系统，用以对油墨进行烘干，燃烧产生的碳渣可以重复利用，投入生产，这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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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于传统的热风烘干系统，降低了20％以上的生产成本，节省了大量的能源，符合绿色环保

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0031] 进一步的，所述油墨烘干系统还包括送料装置，所述竹节废料储存装置的出料口

通过所述送料装置与所述燃烧炉装置的炉料进口连接。

[0032] 从上述描述可知，送料装置用以将竹节废料储存装置内的竹节废料输送给燃烧炉

装置进行燃烧，提高输送效率。

[0033] 进一步的，所述油墨烘干系统还包括加热介质补充装置和加热介质回收装置，所

述加热室的加热介质进口与所述加热介质补充装置的出口连接，所述加热室的加热介质出

口与所述加热介质回收装置的进口连接。

[0034] 从上述描述可知，加热介质补充装置用以补充加热介质，同时配合加热介质回收

装置可以达到节能、降耗、循环利用的目的。

[0035] 进一步的，所述油墨烘干系统还包括烟气净化装置，所述烟气净化装置的进口与

所述燃烧室连通。

[0036] 从上述描述可知，烟气净化装置用以净化燃烧室排出的烟气，符合环保理念。

[0037] 进一步的，所述油墨烘干系统还包括粉尘收集装置、预处理装置和分配装置，所述

粉尘收集装置的进口与所述烟气净化装置的出口连接，所述粉尘收集装置、预处理装置、分

配装置和炉渣回收装置依次连接。

[0038] 从上述描述可知，利用粉尘收集装置、预处理装置和分配装置的配合，将烟气中的

碳粒收集，与炉渣回收装置中的碳渣一并回收利用。

[0039] 请参照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一为：一种油墨烘干系统，包括竹节废料储

存装置1、燃烧炉装置2、炉渣回收装置3、进气装置4和排气装置5；

[0040] 所述竹节废料储存装置1的出料口与所述燃烧炉装置2的炉料进口连接，所述燃烧

炉装置2的炉料出口与所述炉渣回收装置3的炉渣进口连接；

[0041] 所述燃烧炉装置2的内腔包括呈上下设置的加热室21和燃烧室22，所述加热室21

内设有加热介质，所述加热室21的空气进口与所述进气装置4连接，所述加热室21的空气出

口与所述排气装置5连接，所述排气装置5用以排出热气对油墨进行烘干，所述炉料进口和

炉料出口均设置在所述燃烧室22的侧壁上。

[0042] 所述油墨烘干系统还包括送料装置6，所述竹节废料储存装置1的出料口通过所述

送料装置6与所述燃烧炉装置2的炉料进口连接。所述油墨烘干系统还包括加热介质补充装

置7和加热介质回收装置8，所述加热室21的加热介质进口与所述加热介质补充装置7的出

口连接，所述加热室21的加热介质出口与所述加热介质回收装置8的进口连接。所述油墨烘

干系统还包括烟气净化装置9，所述烟气净化装置9的进口与所述燃烧室22连通。所述油墨

烘干系统还包括粉尘收集装置10、预处理装置11和分配装置12，所述粉尘收集装置10的进

口与所述烟气净化装置9的出口连接，所述粉尘收集装置10、预处理装置11、分配装置12和

炉渣回收装置3依次连接。

[0043] 在本实施例中，竹节废料储存装置1采用防水阻燃性较好的储存箱，燃烧炉装置2

采用传统的加热炉，加热介质为水，炉渣回收装置3采用防水阻燃性较好的存料斗，进气装

置4和排气装置5均包括依次连接的风机、管道和滤网，排气装置5的管道内设有干燥层，如

活性炭层，用以吸附热风中的水分子，送料装置6采用送料绞龙，加热介质补充装置7和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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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回收装置8均包括依次连接的水箱、水管和泵机，烟气净化装置9包括管道以及设置在

管道内多级滤网，粉尘收集装置10包括收集袋，预处理装置11采用燃料预处理设备，分配装

置12采用输送带。本实施例中的上述装置均可采用现有技术中常用的设备，使用时将上述

设备连接，并根据实际需求调整，这样进一步降低了设备成本，提高了本系统的使用灵活

性。

[0044]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油墨烘干系统，包括竹节废料储存装置、燃烧炉装

置、炉渣回收装置、进气装置和排气装置，使用时，竹节废料储存装置将竹节废料输送至燃

烧炉装置的燃烧室中进行燃烧，利用燃烧产生的热能对加热室中的加热介质进行加热，同

时利用进气装置向加热室中通入空气，空气与加热介质进行热交换得到热风，热风在排气

装置的作用下排出加热室，对需要烘干的油墨进行烘干，而竹节废料燃烧后的碳渣输送至

炉渣回收装置进行回收，进行再加工或直接售卖。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油墨烘干系统利用生

产过程中产生的竹节废料作为燃料，配合燃烧炉以及进、排气装置组成热风烘干系统，用以

对油墨进行烘干，燃烧产生的碳渣可以重复利用，投入生产，这样相较于传统的热风烘干系

统，降低了20％以上的生产成本，节省了大量的能源，符合绿色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0045]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

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同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相关的技术领

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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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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