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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高效环保的纺织物印花

工艺，包括布料放卷、布料预热、布料前导向、布

料印花、布料烘燥、布料后导向、布料冷却和布料

收卷等多个步骤，并通过印花设备进行，印花设

备包括预热辊组、前导向对辊、印花胶辊组件、烘

干组件、后导向对辊和冷却辊组，本发明条理清

洗，布料印花的精度高、效率高，纺织布料的预热

和冷却合理，有助于提高印花质量，印花图案可

随时调节，适用性高，且变化多样，烘干组件内热

风循环，烘燥能耗降低，由过滤器吸附油墨，防止

油墨随热风吹散在纺织布料上，确保印花品质，

印花环境清洁、无尘，保证了纺织布料的干净、无

污染，且印花过程中，无污染物产出，安全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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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环保的纺织物印花工艺，其特征在于，该工艺通过印花设备进行；

所述的印花设备包括预热辊组、前导向对辊、印花胶辊组件、烘干组件、后导向对辊和

冷却辊组；

其中，所述印花设备的工艺前端设有用于纺织布料放卷的放卷机，印花设备的工艺后

端设有用于纺织布料收卷的收卷机；

该工艺的步骤包括：(1)布料放卷；(2)布料预热；(3)布料前导向；(4)布料印花；(5)布

料烘燥；(6)布料后导向；(7)布料冷却；(8)布料收卷。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环保的纺织物印花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预热辊组由

3个呈倒三角分布的加热辊构成，3个所述的加热辊包括上方的第一加热辊和第二加热辊以

及下方的第三加热辊，所述第一加热辊和第二加热辊固定设置，所述第三加热辊由第一伸

缩装置控制，控制第三加热辊做竖直方向上的位移；

所述冷却辊组由3个呈倒三角分布的冷却辊构成，3个所述的冷却辊包括上方的第一冷

却辊和第二冷却辊以及下方的第三冷却辊，所述第一冷却辊和第二冷却辊固定设置，所述

第三冷却辊由第二伸缩装置控制，控制第三冷却辊做竖直方向上的位移；

所述前导向对辊与后导向对辊结构一致，由2个上下设置的圆辊构成，分别为上圆辊和

下圆辊，所述下圆辊固定设置，并自由转动，所述上圆辊由第三伸缩装置控制上下移动，并

自由转动；

所述印花胶辊组件的数量为多个，沿传送带方向等间隔均匀水平分布，印花胶辊组件

由多个印花胶辊构成，多个所述印花胶辊通过转动支架呈周向连接，所述转动支架的中部

连接转动主轴，所述转动主轴通过电机驱动，进而控制转动支架的转动，从而实现多个印花

胶辊的切换；

所述烘干组件包括烘干壳体、加热器、风机和过滤器，所述传送带自烘干壳体中部穿

过，烘干壳体的上端设有多个上循环口，其下端设有多个下循环口，所述上循环口和下循环

口一一对应，并通过循环风管相连通，所述循环风管呈C性圆滑设置，所述加热器、风机和过

滤器依次设置于循环风管内。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效环保的纺织物印花工艺，其特征在于，该工艺的具体步

骤如下：

(1)布料放卷：将绕卷有纺织布料的辊筒放置于放卷机中，进行放料；

(2)布料预热：纺织布料首先经过预热辊组，预热辊组表面温度控制在50℃～70℃，纺

织布料的通过速度控制在20M～30M/min，纺织布料出料温度控制在50℃～65℃；

同时，第三加热辊由第一伸缩装置控制升降，调节纺织布料的送料张力；

(3)布料前导向：经预热后的纺织布料由前导向对辊导向后，送入印花胶辊组件处准备

印花；

(4)布料印花：纺织布料进入印花胶辊组件后，由多个印花胶辊组件上的印花胶辊对纺

织布料进行阶段式印花；

(5)布料烘燥：当纺织布料完成印花后，随传送带进入烘干组件处，进行烘干，烘干热量

由加热器提供，并由风机推送热风，进行烘燥，控制热风温度在80℃～90℃，热风通过上循

环口和下循环口，在循环风管和烘干壳体内循环，并由过滤器吸附极少量的、蒸发的印花油

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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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布料后导向：待印花烘燥完成，纺织布料由后导向对辊导向后，送至冷却辊组；

(7)布料冷却：送至冷却辊组的纺织布料，由冷却辊组进行冷却，冷却辊组表面温度控

制在10℃～15℃，纺织布料的通过速度控制在20M～30M/min，纺织布料出料温度控制在20

℃～30℃；

同时，第三冷却辊由第二伸缩装置控制升降，调节纺织布料的收卷张力；

(8)布料收卷：完成冷却后的纺织布料由收卷机进行收卷存储。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效环保的纺织物印花工艺，其特征在于，3个所述的加热

辊连接导热液供给管路。

5.如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一种高效环保的纺织物印花工艺，其特征在于，3个所述的冷

却辊连接冷却液供给管路。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高效环保的纺织物印花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4)在进行

布料印花时，印花图案可调节，通过多个印花胶辊组件上不同印花胶辊的转换得以实现。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高效环保的纺织物印花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导向对辊

的数量可以为多组，多组前导向对辊之间等间隔设置。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高效环保的纺织物印花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后导向对辊

的数量可以为多组，多组后导向对辊之间等间隔设置。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高效环保的纺织物印花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印花设备在

无尘车间中运行，该工艺在无尘环境下进行。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高效环保的纺织物印花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伸缩

装置、第二伸缩装置和第三伸缩装置为电动伸缩杆、气动伸缩杆、液压伸缩杆中的一种或多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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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环保的纺织物印花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纺织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高效环保的纺织物印花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纺织物印花是一种在纺织布料上，附着图形图案的放植物美化方式，普遍采用防

线印染、油墨印花、激光印花等多种方式进行，其中，油墨印花方式最为常见、常用。

[0003] 现下在进行无水纺织印花时，往往存在以下问题，其一，印花与布料的结合强度不

足，容易掉色；其二，印花完成后的烘燥过程，热量浪费严重，提高了印花成本。

[0004] 同时，一般的印花设备的印花图案不易跟换，当处理不同印花图案的纺织布料时，

往往需要频繁的更换印花胶辊，费时费力，且存在一定的污染物。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针对上述问题，公开了一种高效环保的纺织物印花工艺。

[0006] 具体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高效环保的纺织物印花工艺，其特征在于，该工艺通过印花设备进行；

[0008] 所述的印花设备包括预热辊组、前导向对辊、印花胶辊组件、烘干组件、后导向对

辊和冷却辊组；

[0009] 其中，所述印花设备的工艺前端设有用于纺织布料放卷的放卷机，印花设备的工

艺后端设有用于纺织布料收卷的收卷机；

[0010] 该工艺的步骤包括：(1)布料放卷；(2)布料预热；(3)布料前导向；(4)布料印花；

(5)布料烘燥；(6)布料后导向；(7)布料冷却；(8)布料收卷。

[0011] 上述的一种高效环保的纺织物印花工艺，其中，所述预热辊组由3个呈倒三角分布

的加热辊构成，3个所述的加热辊包括上方的第一加热辊和第二加热辊以及下方的第三加

热辊，所述第一加热辊和第二加热辊固定设置，所述第三加热辊由第一伸缩装置控制，控制

第三加热辊做竖直方向上的位移；

[0012] 所述冷却辊组由3个呈倒三角分布的冷却辊构成，3个所述的冷却辊包括上方的第

一冷却辊和第二冷却辊以及下方的第三冷却辊，所述第一冷却辊和第二冷却辊固定设置，

所述第三冷却辊由第二伸缩装置控制，控制第三冷却辊做竖直方向上的位移；

[0013] 所述前导向对辊与后导向对辊结构一致，由2个上下设置的圆辊构成，分别为上圆

辊和下圆辊，所述下圆辊固定设置，并自由转动，所述上圆辊由第三伸缩装置控制上下移

动，并自由转动；

[0014] 所述印花胶辊组件的数量为多个，沿传送带方向等间隔均匀水平分布，印花胶辊

组件由多个印花胶辊构成，多个所述印花胶辊通过转动支架呈周向连接，所述转动支架的

中部连接转动主轴，所述转动主轴通过电机驱动，进而控制转动支架的转动，从而实现多个

印花胶辊的切换；

[0015] 所述烘干组件包括烘干壳体、加热器、风机和过滤器，所述传送带自烘干壳体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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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烘干壳体的上端设有多个上循环口，其下端设有多个下循环口，所述上循环口和下循

环口一一对应，并通过循环风管相连通，所述循环风管呈C性圆滑设置，所述加热器、风机和

过滤器依次设置于循环风管内。

[0016] 上述的一种高效环保的纺织物印花工艺，其中，该工艺的具体步骤如下：

[0017] (1)布料放卷：将绕卷有纺织布料的辊筒放置于放卷机中，进行放料；

[0018] (2)布料预热：纺织布料首先经过预热辊组，预热辊组表面温度控制在50℃～70

℃，纺织布料的通过速度控制在20M～30M/min，纺织布料出料温度控制在50℃～65℃；

[0019] 同时，第三加热辊由第一伸缩装置控制升降，调节纺织布料的送料张力；

[0020] (3)布料前导向：经预热后的纺织布料由前导向对辊导向后，送入印花胶辊组件处

准备印花；

[0021] (4)布料印花：纺织布料进入印花胶辊组件后，由多个印花胶辊组件上的印花胶辊

对纺织布料进行阶段式印花；

[0022] (5)布料烘燥：当纺织布料完成印花后，随传送带进入烘干组件处，进行烘干，烘干

热量由加热器提供，并由风机推送热风，进行烘燥，控制热风温度在80℃～90℃，热风通过

上循环口和下循环口，在循环风管和烘干壳体内循环，并由过滤器吸附极少量的、蒸发的印

花油墨；

[0023] (6)布料后导向：待印花烘燥完成，纺织布料由后导向对辊导向后，送至冷却辊组；

[0024] (7)布料冷却：送至冷却辊组的纺织布料，由冷却辊组进行冷却，冷却辊组表面温

度控制在10℃～15℃，纺织布料的通过速度控制在20M～30M/min，纺织布料出料温度控制

在20℃～30℃；

[0025] 同时，第三冷却辊由第二伸缩装置控制升降，调节纺织布料的收卷张力；

[0026] (8)布料收卷：完成冷却后的纺织布料由收卷机进行收卷存储。

[0027] 上述的一种高效环保的纺织物印花工艺，其中，3个所述的加热辊连接导热液供给

管路。

[0028] 上述的一种高效环保的纺织物印花工艺，其中，3个所述的冷却辊连接冷却液供给

管路。

[0029] 上述的一种高效环保的纺织物印花工艺，其中，步骤(4)在进行布料印花时，印花

图案可调节，通过多个印花胶辊组件上不同印花胶辊的转换得以实现。

[0030] 上述的一种高效环保的纺织物印花工艺，其中，所述前导向对辊的数量可以为多

组，多组前导向对辊之间等间隔设置。

[0031] 上述的一种高效环保的纺织物印花工艺，其中，所述后导向对辊的数量可以为多

组，多组后导向对辊之间等间隔设置。

[0032] 上述的一种高效环保的纺织物印花工艺，其中，所述印花设备在无尘车间中运行，

该工艺在无尘环境下进行。

[0033] 上述的一种高效环保的纺织物印花工艺，其中，所述第一伸缩装置、第二伸缩装置

和第三伸缩装置为电动伸缩杆、气动伸缩杆、液压伸缩杆中的一种或多种。

[003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35]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高效环保的纺织物印花工艺，包括布料放卷、布料预热、布料前

导向、布料印花、布料烘燥、布料后导向、布料冷却和布料收卷等多个步骤，并通过印花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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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印花设备包括预热辊组、前导向对辊、印花胶辊组件、烘干组件、后导向对辊和冷却辊

组，本发明条理清洗，布料印花的精度高、效率高，纺织布料的预热和冷却合理，有助于提高

印花质量，印花图案可随时调节，适用性高，且变化多样，烘干组件内热风循环，烘燥能耗降

低，由过滤器吸附油墨，防止油墨随热风吹散在纺织布料上，确保印花品质，印花环境清洁、

无尘，保证了纺织布料的干净、无污染，且印花过程中，无污染物产出，安全环保。

附图说明

[0036] 图1为本发明工艺示意图。

[0037] 图2为本发明的印花设备示意图。

[0038] 图3为烘干组件截面图。

[0039] 附图标号如下：1、放卷机；2、收卷机；3、预热辊组；4、前导向对辊；5、印花胶辊组

件；6、烘干组件；7、后导向对辊；8、冷却辊组；9、加热辊；10、第一加热辊；11、第二加热辊；

12、第三加热辊；13、第一伸缩装置；14、冷却辊；15、第一冷却辊；16、第二冷却辊；17、第三冷

却辊；18、第二伸缩装置；19、上圆辊；20、下圆辊；21、传送带；22、印花胶辊；23、转动支架；

24、转动主轴；25、烘干壳体；26、加热器；27、风机；28、过滤器；29、上循环口；30、下循环口；

31、循环风管；32、第三伸缩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为使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更加清晰明确，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描

述，任何对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进行等价替换和常规推理得出的方案均落入本发明

保护范围。

[0041] 实施例一

[0042] 本实施例的一种高效环保的纺织物印花工艺，其特征在于，该工艺通过印花设备

进行；

[0043] 所述的印花设备包括预热辊组、前导向对辊、印花胶辊组件、烘干组件、后导向对

辊和冷却辊组；

[0044] 其中，所述印花设备的工艺前端设有用于纺织布料放卷的放卷机，印花设备的工

艺后端设有用于纺织布料收卷的收卷机；

[0045] 该工艺的步骤包括：(1)布料放卷；(2)布料预热；(3)布料前导向；(4)布料印花；

(5)布料烘燥；(6)布料后导向；(7)布料冷却；(8)布料收卷。

[0046] 实施例二

[0047] 实施例一中所述的印花设备，其中，所述预热辊组由3个呈倒三角分布的加热辊构

成，3个所述的加热辊包括上方的第一加热辊和第二加热辊以及下方的第三加热辊，所述第

一加热辊和第二加热辊固定设置，所述第三加热辊由第一伸缩装置控制，控制第三加热辊

做竖直方向上的位移；

[0048] 所述冷却辊组由3个呈倒三角分布的冷却辊构成，3个所述的冷却辊包括上方的第

一冷却辊和第二冷却辊以及下方的第三冷却辊，所述第一冷却辊和第二冷却辊固定设置，

所述第三冷却辊由第二伸缩装置控制，控制第三冷却辊做竖直方向上的位移；

[0049] 所述前导向对辊与后导向对辊结构一致，由2个上下设置的圆辊构成，分别为上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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辊和下圆辊，所述下圆辊固定设置，并自由转动，所述上圆辊由第三伸缩装置控制上下移

动，并自由转动；

[0050] 所述印花胶辊组件的数量为多个，沿传送带方向等间隔均匀水平分布，印花胶辊

组件由多个印花胶辊构成，多个所述印花胶辊通过转动支架呈周向连接，所述转动支架的

中部连接转动主轴，所述转动主轴通过电机驱动，进而控制转动支架的转动，从而实现多个

印花胶辊的切换；

[0051] 所述烘干组件包括烘干壳体、加热器、风机和过滤器，所述传送带自烘干壳体中部

穿过，烘干壳体的上端设有多个上循环口，其下端设有多个下循环口，所述上循环口和下循

环口一一对应，并通过循环风管相连通，所述循环风管呈C性圆滑设置，所述加热器、风机和

过滤器依次设置于循环风管内。

[0052] 本实施例的印花设备，用于纺织布料的印花处理，具备放卷、预热、调节送料张力、

前导向、印花、烘燥、后导向、调节收卷张力和收卷的功能。

[0053] 实施三

[0054] 本实施例中，所述的一种高效环保的纺织物印花工艺的具体步骤如下：

[0055] (1)布料放卷：将绕卷有纺织布料的辊筒放置于放卷机中，进行放料；

[0056] (2)布料预热：纺织布料首先经过预热辊组，预热辊组表面温度控制在50℃～70

℃，纺织布料的通过速度控制在20M～30M/min，纺织布料出料温度控制在50℃～65℃；

[0057] 同时，第三加热辊由第一伸缩装置控制升降，调节纺织布料的送料张力；

[0058] (3)布料前导向：经预热后的纺织布料由前导向对辊导向后，送入印花胶辊组件处

准备印花；

[0059] (4)布料印花：纺织布料进入印花胶辊组件后，由多个印花胶辊组件上的印花胶辊

对纺织布料进行阶段式印花；

[0060] (5)布料烘燥：当纺织布料完成印花后，随传送带进入烘干组件处，进行烘干，烘干

热量由加热器提供，并由风机推送热风，进行烘燥，控制热风温度在80℃～90℃，热风通过

上循环口和下循环口，在循环风管和烘干壳体内循环，并由过滤器吸附极少量的、蒸发的印

花油墨；

[0061] (6)布料后导向：待印花烘燥完成，纺织布料由后导向对辊导向后，送至冷却辊组；

[0062] (7)布料冷却：送至冷却辊组的纺织布料，由冷却辊组进行冷却，冷却辊组表面温

度控制在10℃～15℃，纺织布料的通过速度控制在20M～30M/min，纺织布料出料温度控制

在20℃～30℃；

[0063] 同时，第三冷却辊由第二伸缩装置控制升降，调节纺织布料的收卷张力；

[0064] (8)布料收卷：完成冷却后的纺织布料由收卷机进行收卷存储；

[0065] 其中，3个所述的加热辊连接导热液供给管路，3个所述的冷却辊连接冷却液供给

管路。

[0066] 本实施例的纺织布料在经过预热、调节送料张力、前导向后，进行印花和烘燥，纺

织布料预热可有效提高印花时，印花油墨与纺织布料的结合速率，配合前导向，对印花精度

提供保障；

[0067] 在印花完成后，对纺织布料进行烘燥，可有效提高印花油墨与纺织布料的结合强

度，确保纺织布料的印花质量，随着，进行布料的冷却，可再次提高印花油墨与纺织布料的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110641174 A

7



结合强度，保证产品质量。

[0068] 实施例四

[0069] 本实施例中，步骤(4)在进行布料印花时，印花图案可调节，通过多个印花胶辊组

件上不同印花胶辊的转换得以实现。

[0070] 实施例五

[0071] 本实施例中，所述前导向对辊的数量可以为多组，多组前导向对辊之间等间隔设

置，所述后导向对辊的数量可以为多组，多组后导向对辊之间等间隔设置，可有效保障纺织

布料在印花前后的输送导向，提高纺织布料印花精度和收卷精度。

[0072] 实施例六

[0073] 本实施例中，所述印花设备在无尘车间中运行，该工艺在无尘环境下进行，防止纺

织布料被污染，确保成品质量。

[0074] 综上述实施例所述，本发明条理清洗，布料印花的精度高、效率高，纺织布料的预

热和冷却合理，有助于提高印花质量，印花图案可随时调节，适用性高，且变化多样，烘干组

件内热风循环，烘燥能耗降低，由过滤器吸附油墨，防止油墨随热风吹散在纺织布料上，确

保印花品质，印花环境清洁、无尘，保证了纺织布料的干净、无污染，且印花过程中，无污染

物产出，安全环保。

[007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

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书的保护范围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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