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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布料印花装置，包括机架、

第一驱动轴和第二驱动轴，第一驱动轴连接有第

一电机，第一驱动轴上连接有第一印版，第一印

版上设有第一印头和第二印头，第一印版上设有

第一连接柱，第一连接柱上连接有连接板；第二

驱动轴上连接有第二印版，第二印版上设有可与

第一印头相抵的第三印头和可与第二印头相抵

的第四印头，第二印版上还设有第二连接柱，连

接板远离第一连接柱的一端转动连接在第二连

接柱上；第一驱动轴和第二驱动轴的上方设有支

撑柱、下方设有转轴，转轴同轴固定连接有卷布

辊，卷布辊上设有布夹；第一驱动轴下方设有第

一色浆箱，第二驱动轴的下方设有第二色浆箱。

本装置实现了在双面印花的同时保证印花的质

量。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108297539 B

2020.04.07

CN
 1
08
29
75
39
 B



1.一种布料印花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和印刷机构，所述印刷机构转动连接在机

架上，印刷机构包括平行设置的第一驱动轴和第二驱动轴，所述第一驱动轴连接有第一电

机，所述第一驱动轴上连接有第一印版，第一印版的中部固定连接在第一驱动轴上，第一印

版的一端设有第一印头、另一端设有第二印头，第一印版上还设有第一连接柱，第一连接柱

上转动连接有连接板；所述第二驱动轴上连接有第二印版，第二印版的中部固定连接在第

二驱动轴上，第二印版的一端设有可与第一印头相抵的第三印头、另一端设有可与第二印

头相抵的第四印头，第二印版上还设有第二连接柱，所述连接板远离第一连接柱的一端转

动连接在第二连接柱上；第一驱动轴和第二驱动轴之间设有间隙，所述间隙的上方设有用

于悬挂布料筒的支撑柱，支撑柱固定连接在机架上，所述间隙的下方设有转轴，转轴转动连

接在机架上，且转轴连接有第二电机，所述转轴同轴固定连接有卷布辊，卷布辊上设有布

夹；所述第一驱动轴的下方设有上部开口的第一色浆箱，所述第二驱动轴的下方设有上部

开口的第二色浆箱，第一色浆箱和第二色浆箱均固定连接有支撑架，第一色浆箱设有倾斜

的用于刮落第一印版上的色浆的第一刮板，第一刮板的底端固定连接在第一色浆箱的顶

部，所述第二色浆箱设有倾斜的用于刮落第二印版上的色浆的第二刮板，第二刮板的底端

固定连接在第二色浆箱的顶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布料印花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转轴还同轴固定连接有

第一伞齿轮，第一伞齿轮分别啮合有第二伞齿轮和第三伞齿轮，第二伞齿轮同轴固定连接

有第一横轴，第一横轴的另一端同轴固定连接有第四伞齿轮，第四伞齿轮啮合有第六伞齿

轮，第六伞齿轮同轴固定连接有第一竖轴，第一竖轴的另一端穿过第一色浆箱的底部并铰

接有多个叶片；第三伞齿轮同轴固定连接有第二横轴，第二横轴的另一端同轴固定连接有

第五伞齿轮，第五伞齿轮啮合有第七伞齿轮，第七伞齿轮同轴固定连接有第二竖轴，第二竖

轴的另一端穿过第二色浆箱的底部并铰接有多个叶片。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布料印花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印头、第二印头、第

三印头、第四印头的端部均平滑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布料印花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印头与第三印头花

纹相同，所述第二印头与第四印头花纹相同。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布料印花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色浆箱底部与第一

竖轴的连接处设有第一密封圈，所述第二色浆箱的底部与第二竖轴的连接处设有第二密封

圈。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布料印花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印头与第二印头可

拆卸连接在第一印版上，所述第三印头与第四印头可拆卸连接在第二印版上。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8297539 B

2



一种布料印花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纺织品加工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布料印花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布料是装饰材料中常用的纺织材料。包括有化纤地毯、无纺壁布、亚麻布、尼龙布、

彩色胶布、法兰绒等各式布料。布料在装饰陈列中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常常是整个销售空间

中不可忽视的主要力量。大量运用布料进行墙面装饰、隔断、以及背景处理，同样可以形成

良好的商业空间展示风格。布料从织造方式上可以分为：梭织布和针织布二大类；从加工工

艺上可以分为：坯布、漂白布、染色布、印花布、色织布、混合工艺布(如在色织布上印花、复

合布、植绒布、仿皮毛布)等；还可以原材料来划分为：棉布、化纤布、麻布、毛纺布、丝绸、及

混纺织物等，布料纺织后统一绕卷在布料筒上。

[0003] 布料除了质地和材料的差别外，印花和图案是决定布料能否畅销以及布艺品外观

美感的关键。传统的布料印花方式包括：型版面料印花、铜辊面料印花、平板筛网面料印花、

圆筒筛网面料印花和转移面料印花五大类。但以上五种印花方式都只能对布料单面进行印

花处理，很难满足一些布料的双面印花需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意在提供一种布料印花装置，以实现在双面印花的同时保证印花的质量。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布料印花装置，包括机架和印刷机

构，印刷机构转动连接在机架上，印刷机构包括平行设置的第一驱动轴和第二驱动轴，第一

驱动轴连接有第一电机，第一驱动轴上连接有第一印版，第一印版的中部固定连接在第一

驱动轴上，第一印版的一端设有第一印头、另一端设有第二印头，第一印版上还设有第一连

接柱，第一连接柱上转动连接有连接板；第二驱动轴上连接有第二印版，第二印版的中部固

定连接在第二驱动轴上，第二印版的一端设有可与第一印头相抵的第三印头、另一端设有

可与第二印头相抵的第四印头，第二印版上还设有第二连接柱，连接板远离第一连接柱的

一端转动连接在第二连接柱上；第一驱动轴和第二驱动轴之间设有间隙，间隙的上方设有

用于悬挂布料筒的支撑柱，支撑柱固定连接在机架上，间隙的下方设有转轴，转轴转动连接

在机架上，且转轴连接有第二电机，转轴同轴固定连接有卷布辊，卷布辊上设有布夹；第一

驱动轴的下方设有上部开口的第一色浆箱，第二驱动轴的下方设有上部开口的第二色浆

箱，第一色浆箱和第二色浆箱均固定连接有支撑架。

[0006]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一种布料印花装置，实际应用时，机架起到支撑和稳定设备连

接的作用，印刷机构对布料进行印花处理，第一驱动轴在第一电机的带动下转动，第一驱动

轴转动带动与之固定连接的第一印版转动，第一印版转动过程中通过连接板带动第二印版

转动；支撑柱起到悬挂布料筒的作用，将布料筒套设在支撑柱上，布料筒上的布料一端穿过

第一驱动轴和第二驱动轴之间的间隙并被布夹夹持，第一印版和第二印版在转动过程中，

当第一印头与第三印头相抵时或第二印头与第四印头相抵时，对布料进行双面的印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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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当第一印头与第三印头相抵或第二印头与第四印头相抵时，印头互为对方的印花过程

的支撑板，印花结束后，转轴在第二电机的带动下转动，带动与之同轴固定连接的卷布辊转

动，卷布辊转动过程中将印花后的布料缠绕在卷布辊上进行收集，第一印版和第二印版在

转动过程中，第一印头、第二印头、第三印头、第四印头会间歇性的与第一色浆箱和第二色

浆箱内的色浆接触，进行沾取补浆，避免因色浆不足而影响印花的质量，支撑架起到支撑第

一色浆箱和第二色浆箱的作用。

[0007] 本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在于：

[0008] 1 .本装置第一印版转动过程中，通过连接板带动第二印版转动，当第一印头与第

三印头转动到相抵时，两者对布料进行双面的印花处理，满足了布料双面印花的要求；当第

一印头与第三印头在对布料进行印花处理时，两者互为对方的支撑板，省去了传统印花装

置单独设置支撑板，简化了装置。

[0009] 2.本装置在第一印版与第二印版转动过程中，除了可对布料进行印花处理外，第

一印版与第二印版转动过程中产生的风也可加快四周的空气流速，加快布料上印花色浆的

干燥速度。

[0010] 优选的，作为一种改进，转轴还同轴固定连接有第一伞齿轮，第一伞齿轮分别啮合

有第二伞齿轮和第三伞齿轮，第二伞齿轮同轴固定连接有第一横轴，第一横轴的另一端同

轴固定连接有第四伞齿轮，第四伞齿轮啮合有第六伞齿轮，第六伞齿轮同轴固定连接有第

一竖轴，第一竖轴的另一端穿过第一色浆箱的底部并铰接有多个叶片；第三伞齿轮同轴固

定连接有第二横轴，第二横轴的另一端同轴固定连接有第五伞齿轮，第五伞齿轮啮合有第

七伞齿轮，第七伞齿轮同轴固定连接有第二竖轴，第二竖轴的另一端穿过第二色浆箱的底

部并铰接有多个叶片。转轴在第二电机的带动下转动，转轴转动带动与之同轴固定连接的

第一伞齿轮转动，第一伞齿轮转动带动与之啮合的第二伞齿轮及第三伞齿轮转动，第二伞

齿轮转动带动与之同轴固定连接的第一横轴转动，进而带动第四伞齿轮转动，第四伞齿轮

转动带动与之啮合的第六伞齿轮转动，进而带动第一竖轴以及第一竖轴顶端的叶片转动，

叶片转动会对第一色浆箱内的色浆进行搅拌，避免色浆沉淀和分层，进而避免因色浆沉淀

和分层而影响对布料的印花质量。

[0011] 优选的，作为一种改进，第一印头、第二印头、第三印头、第四印头的端部均平滑设

置。四个印头均平滑设置，相较于直角设置可避免在不了表面产生刮痕，影响布料的质量。

[0012] 优选的，作为一种改进，第一印头与第三印头花纹相同，第二印头与第四印头花纹

相同。当第一印头与第三印头相抵时，对布料两面进行第一种花纹的印花处理，当第二印头

与第四印头相抵时，对布料两面进行第二种花纹的印花处理，不仅实现了对布料的双面印

花处理，而且实现了对布料进行不同花纹的印花处理。

[0013] 优选的，作为一种改进，第一色浆箱底部与第一竖轴的连接处设有第一密封圈，第

二色浆箱的底部与第二竖轴的连接处设有第二密封圈。第一密封圈可增强第一色浆箱与第

一竖轴连接处的密封性，避免第一色浆箱内的色浆泄漏；第二密封圈可增强第二色浆箱与

第二竖轴连接处的密封性，避免第二色浆箱内的色浆泄漏。

[0014] 优选的，作为一种改进，第一色浆箱设有倾斜的用于刮落第一印版上的色浆的第

一刮板，第一刮板的底端固定连接在第一色浆箱的顶部，第二色浆箱设有倾斜的用于刮落

第二印版上的色浆的第二刮板，第二刮板的底端固定连接在第二色浆箱的顶部。当第一印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8297539 B

4



版转动时，第一印头和第二印头沾取色浆后，第一印版继续转动使得第一刮板刮落第一印

头和第二印头上多余的色浆，色浆被挂落后，沿第一刮板流至第一色浆箱内被收集，第二印

版转动时，第三印头和第四印头沾取色浆后，第二印版继续转动使第三印头和第四印头上

多余的色浆被第二刮板刮落，色浆被挂落后，沿第二刮板流至第二色浆箱内被收集，继续利

用，避免色浆的浪费。

[0015] 优选的，作为一种改进，第一印头与第二印头可拆卸连接在第一印版上，第三印头

与第四印头可拆卸连接在第二印版上。可拆卸的连接方式方便对印头的清洗、更换和维修。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一印版的侧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9] 说明书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包括：第一驱动轴1、第二驱动轴2、第一印版3、第一印头

4、第二印头5、第一连接柱6、连接板7、第二印版8、第三印头9、第四印头10、第二连接柱11、

支撑柱12、卷布辊13、布夹14、第一色浆箱15、第二色浆箱16、支撑架17、第一伞齿轮18、第二

伞齿轮19、第三伞齿轮20、第一横轴21、第四伞齿轮22、第六伞齿轮23、第一竖轴24、叶片25、

第一刮板26、第二刮板27、布料28。

[0020] 如图1、图2所示：一种布料印花装置，包括机架和印刷机构，印刷机构转动连接在

机架上，印刷机构包括平行设置的第一驱动轴1和第二驱动轴2，第一驱动轴1连接有第一电

机，第一驱动轴1上连接有第一印版3，第一印版3的中部固定连接在第一驱动轴1上，第一印

版3的一端螺纹连接有第一印头4、另一端螺纹连接有第二印头5，第一印版3上还设有第一

连接柱6，第一连接柱6上转动连接有连接板7；第二驱动轴2上连接有第二印版8，第二印版8

的中部固定连接在第二驱动轴2上，第二印版8的一端螺纹连接有可与第一印头4相抵的第

三印头9、另一端螺纹连接有可与第二印头5相抵的第四印头10，第一印头4、第二印头5、第

三印头9、第四印头10的端部均平滑设置，第一印头4与第三印头9花纹相同，第二印头5与第

四印头10花纹相同，第二印版8上还设有第二连接柱11，连接板7远离第一连接柱6的一端转

动连接在第二连接柱11上，第一连接柱6位于第一印版3上靠近第一印头4的一侧，第二连接

柱11位于第二印版8上靠近第四印头10的一侧；第一驱动轴1和第二驱动轴2之间设有间隙，

间隙的上方设有用于悬挂布料筒的支撑柱12，支撑柱12固定连接在机架上，间隙的下方设

有转轴，转轴转动连接在机架上，且转轴连接有第二电机，第二电机为步进电机，转轴同轴

固定连接有卷布辊13，卷布辊13上设有布夹14；第一驱动轴1的下方设有上部开口的第一色

浆箱15，第二驱动轴2的下方设有上部开口的第二色浆箱16，第一色浆箱15和第二色浆箱16

均固定连接有支撑架17，转轴还同轴固定连接有第一伞齿轮18，第一伞齿轮18分别啮合有

第二伞齿轮19和第三伞齿轮20，第二伞齿轮19同轴固定连接有第一横轴21，第一横轴21的

另一端同轴固定连接有第四伞齿轮22，第四伞齿轮22啮合有第六伞齿轮23，第六伞齿轮23

同轴固定连接有第一竖轴24，第一竖轴24的另一端穿过第一色浆箱15的底部并铰接有多个

叶片25；第三伞齿轮20同轴固定连接有第二横轴，第二横轴的另一端同轴固定连接有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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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齿轮，第五伞齿轮啮合有第七伞齿轮，第七伞齿轮同轴固定连接有第二竖轴，第二竖轴的

另一端穿过第二色浆箱16的底部也铰接有多个叶片25，第一色浆箱15底部与第一竖轴24的

连接处设有第一密封圈，第二色浆箱16的底部与第二竖轴的连接处设有第二密封圈，第一

色浆箱15设有倾斜的第一刮板26，第一刮板26的底端固定连接在第一色浆箱15的顶部，第

二色浆箱16设有倾斜的第二刮板27，第二刮板27的底端固定连接在第二色浆箱16的顶部。

[0021] 本实施例中，实际应用时，将布料筒套设在支撑柱12上，并将布料筒上的布料28一

端下拉至卷布辊13处，将布料28的底端夹持在布夹14内，使布料28位于第一驱动轴和第二

驱动轴之间，开启第二电机，转轴在第二电机的带动下转动，转轴转动带动与之同轴固定连

接的卷布辊13转动，卷布辊13转动时，布料28的底端受到布夹14的夹持力和卷布辊13向下

并转动的拉力，使得布料28缠绕在卷布辊13上。

[0022] 开启第一电机，第一驱动轴1在第一电机的带动下顺时针转动，第一驱动轴1顺时

针转动，第一驱动轴1顺时针转动带动第一印头4及第二印头5顺时针转动，第一驱动轴1顺

时针转动还会带动第一连接柱6顺时针转动，第一连接柱6转动过程中通过连接板7带动第

二连接柱11逆时针转动，进而带动第二印版8及第三印头9、第四印头10逆时针转动，当第一

印头4转动到与第三印头9相抵时，第一印头4和第三印头9对布料28的左右两侧进行印花处

理，印第一种花纹，此时，第二电机处于停机状态，第一印版3和第二印版8继续转动，第二电

机重新启动，将布料28向下拉动，并使布料28缠绕在卷布辊13上，当第二印头5与第四印头

10相抵时，第二印头5和第四印头10对布料28左右两侧进行印花处理，印第二种花纹，此时，

第二电机再次处于停机状态，第一印版3和第二印版8转动过程中产生的风还可加速布料28

上色浆的干燥速度。

[0023] 当第一印版3转动过程中，第一印头4与第二印头5会间歇性的沾取第一色浆箱15

内的色浆，第一印头4和第二印头5沾取色浆后，第一印版3继续转动使得第一刮板26刮落第

一印头4和第二印头5上多余的色浆，色浆被刮落后，沿第一刮板26流至第一色浆箱15内，第

二印版8转动时，第三印头9和第四印头10沾取色浆后，第二印版8继续转动使第三印头9和

第四印头10上多余的色浆被第二刮板27刮落，色浆被刮落后，沿第二刮板27流至第二色浆

箱16内，避免色浆的浪费。

[0024] 同时，转轴的转动还会带动与之同轴固定连接的第一伞齿轮18转动，第一伞齿轮

18转动带动与之啮合的第二伞齿轮19及第三伞齿轮20转动，第二伞齿轮19转动带动与之同

轴固定连接的第一横轴21转动，进而带动第四伞齿轮22转动，第四伞齿轮22转动带动与之

啮合的第六伞齿轮23转动，进而带动第一竖轴24以及第一竖轴24顶端的叶片25转动，叶片

25转动会对第一色浆箱15内的色浆进行搅拌，避免色浆沉淀和分层，进而避免因色浆沉淀

和分层而影响对布料28的印花质量。

[0025]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实施例，方案中公知的具体技术方案和/或特性等常识

在此未作过多描述。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前

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也应该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这些都不会影响本

发明实施的效果和专利的实用性。本申请要求的保护范围应当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

说明书中的具体实施方式等记载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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