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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布料清洗烘干一体机，包

括箱体；用于供布料上部分浮毛、颗粒漂浮于水

中的浸洗装置，该浸洗装置设于箱体内；对经浸

洗后的布料进行冲洗和刷动布料的冲洗装置，该

冲洗装置冲刷下的水进入到浸洗装置中以补充

浸洗装置内的水；位于所述箱体内的挤水装置，

该挤水装置挤出布料上的水，且挤出的水进入到

浸洗装置上；与布料相接触以烘干布料的烘干装

置。本发明通过设置浸洗装置，能保障布料表面

整洁无浮毛和颗粒残留，提高布料在后续印染过

程中布料的质量，避免对染液造成污染；而且用

水量少，可有效的减少水资源的利用，提高水的

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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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布料清洗烘干一体机，其特征在于：包括

箱体(1)；

用于供布料上部分浮毛、颗粒漂浮于水中的浸洗装置(2)，该浸洗装置(2)设于箱体(1)

内；

对经浸洗后的布料进行冲洗和刷动布料的冲洗装置(3)，该冲洗装置(3)冲刷下的水进

入到浸洗装置(2)中以补充浸洗装置(2)内的水；

位于所述箱体(1)内的挤水装置(4)，该挤水装置(4)挤出布料上的水，且挤出的水进入

到浸洗装置(2)上；

与布料相接触以烘干布料的烘干装置(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布料清洗烘干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浸洗装置(2)包

括设于所述箱体(1)内的浸洗槽(21)、可转动的设于所述浸洗槽(21)内的过布辊(22)及用

于滤除浸洗槽(22)内浮毛和颗粒的滤污部件(2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布料清洗烘干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滤污部件(23)包

括弯曲设置的第一滤网(231)、设于所述第一滤网(231)下方的第二滤网(232)及用于驱动

所述第一滤网(231)和第二滤网(232)前后动作的驱动件(233)，所述驱动件(233)通过一传

动结构(24)与所述第一、第二滤网相配合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布料清洗烘干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滤网(231)

上可拆卸连接有第一刷件(235)，所述第二滤网(232)上可拆卸连接有第二刷件(236)，所述

第一刷件(235)与布料上端面相接触，所述第二刷件(236)与布料下端面相接触。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布料清洗烘干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浸洗槽(21)上设

有与所述第一滤网(231)相配合的第一排污口(211)和与所述第二滤网(232)相配合的第二

排污口(212)。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布料清洗烘干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排污口

(211)处设有第一封堵门(215)，在所述第一滤网(231)运动到指定位置时打开第一封堵门

(215)以供部分污水排出。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布料清洗烘干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排污口

(212)处上设有第二封堵门(216)，在所述第二滤网(232)运动至指定位置时打开第二封堵

门(216)以供所述浸洗槽(21)下部部分水体流出。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布料清洗烘干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封堵门

(215)上连接有第一推动杆(217)，所述第一滤网(231)上设有与所述第一推动杆(217)相配

合的第一推动部(238)。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布料清洗烘干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封堵门

(216)上连接有第二推动杆(218)，所述第二滤网(232)上设有与所述第二推动杆(218)相配

合的第二推动部(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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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料清洗烘干一体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纺织印染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布料清洗烘干一体机。

背景技术

[0002] 在纺织印染的过程中，经过漂白的布料需要进行烘干定型，然后将布料放置到的

染缸内进行印染；现有布料通常为直接通过烘干之后放入到染缸当中直接进行印染，但是

因为布料所处的环境较为复杂，布料上还是会带有部分的浮毛和一些细小的颗粒，而这些

细小的颗粒若是不进行清理，随着布料一同进入到染缸当中，其一方面不易脱落的颗粒会

影响布料在印染过程中的质量，另一方面则会造成布料在印染过程中易脱落的颗粒会进入

到染液当中，对染液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0003] 中国专利CN106436092B公开了一种自动化布料清洗烘干机，该文件中虽然对布料

进行清洗和烘干处理，但是其仍然存在诸多的缺陷，其一为该设备在对布料进行冲洗的时

候，因为采用直接冲洗的方式，其在实际使用的时候，需要的多次对布料进行冲洗，该过程

中所消耗的水量大，对水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另一方布料是由上往下运动，在进行冲洗和

洗刷的时候，冲刷下来的水会随着布料的表面向下运动，在此期间布料上的颗粒、浮毛等虽

然已经被刷动，其还是会随着布料的表面一同向下运动，其会造成仍有部分的颗粒、浮毛集

中到布料的一处，无法正真的向外排出，因为其所能达到的效果有限，还有就是该设备对经

过清洗的布料进行挤水的效果优有限，其会造成布料在烘干的时候，烘干的时间长，消耗的

能量多。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洗涤效果好、节约水资源的

布料清洗烘干一体机。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布料清洗烘干一体机，包括

[0006] 箱体；

[0007] 用于供布料上部分浮毛、颗粒漂浮于水中的浸洗装置，该浸洗装置设于箱体内；

[0008] 对经浸洗后的布料进行冲洗和刷动布料的冲洗装置，该冲洗装置冲刷下的水进入

到浸洗装置中以补充浸洗装置内的水；

[0009] 位于所述箱体内的挤水装置，该挤水装置挤出布料上的水，且挤出的水进入到浸

洗装置上；

[0010] 与布料相接触以烘干布料的烘干装置。

[0011] 本发明通过设置浸洗装置，布料在进入到浸洗装置当中之后，水会将布料实现浸

没，在该过程中布料上的颗粒和浮毛会悬浮在水中，该过程中能除去布料上大部分的浮毛

和颗粒，而且在该过程中还会对布料进行浸泡，部分与布料接触紧密的颗粒在水中浸泡的

过程中，颗粒会松动，因此在后续冲洗的时候，可更加完全的冲洗下来；而设置冲洗装置在

对布料进行冲洗的时候，则可对部分从残留到布料上的浮毛和颗粒冲刷下来，该过程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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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布料表面整洁无浮毛和颗粒残留，从而提高布料在后续印染过程中布料的质量，避免

对染液造成污染；而且因为前期对布料进行过浸洗，因此在对布料进行冲洗的时候，只需要

对布料冲洗一次就能实现对布料清理完成，而且因为冲洗装置在对布料进行冲洗的时候，

冲洗下来的水会被重新利用到浸洗装置的当中去，因此对水能有效的进行利用，该过程中

用水量少，可有效的减少水资源的利用，提高水的利用率。

[0012] 所所述浸洗装置包括设于所述箱体内的浸洗槽、可转动的设于所述浸洗槽内的过

布辊及用于滤除浸洗槽内浮毛和颗粒的滤污部件；通过设置浸洗槽、过布辊一方面可对布

料进行浸洗，而设置过布辊不但可以对布料进行限位，而且还可对布料运动的方向进行调

节，该过程能有效的控制在后续布料冲洗的时候，对可持续带布料向下运动；而设置滤污部

件则可将浸洗槽内滤除下来浮毛和颗粒进行过滤，该过程中能保持水的清洁度，其能有效

的提高水可利用的次数，避免水中存在过多的浮毛和颗粒而导致这些浮毛和颗粒重新粘附

到布料上，其能保障布料在进行浸洗的时候，浸洗效果好，该过程还能提高对水的利用率，

降低水消耗，提高对布料进行清洗的效果，而且因为采用浸洗的方式，因此在该过程布料上

存在的残留物，比如未完全漂洗干净的漂白液、植物淀粉等进行再次清洗，提高布料整体效

果。

[0013] 所述滤污部件包括弯曲设置的第一滤网、设于所述第一滤网下方的第二滤网及用

于驱动所述第一滤网和第二滤网前后动作的驱动件，所述驱动件通过一传动结构与所述第

一、第二滤网相配合的；通过设置第一、第二滤网在对布料进行浸洗的时候，第一、第二滤网

可对布料进行浸洗的时候，同时对浸洗槽当中的水进行不断地过滤，从而可将水中漂浮的

浮毛和颗粒进行过滤，而且将第一、第二滤网设置成弯曲，其在对浮毛和颗粒进行过滤的时

候，能将浮毛和颗粒可以集中到一起去，从而便于将浮毛和颗粒集中排放掉。

[0014] 所述第一滤网上可拆卸连接有第一刷件，所述第二滤网上可拆卸连接有第二刷

件，所述第一刷件与布料上端面相接触，所述第二刷件与布料下端面相接触；通过设置第一

刷件和第二刷件可对布料进行有效的刷动，从而将布料上部分较为顽固的颗粒和浮毛进行

刷动，该过程提高对布料进行清洗的效果，其清洗效果好，保障布料端面的倾斜效果，而且

因为将第一刷件和第二刷件的原因，第一刷件和第二刷件与布料相接触，其在浸洗槽当中

实现两个区间，从而实现一侧具有较多浮毛和颗粒，另一侧基本没有浮毛和颗粒的情况。

[0015] 所述浸洗槽上设有与所述第一滤网相配合的第一排污口和与所述第二滤网相配

合的第二排污口；通过设置第一排污口和第二排污口，其可在第一、第二滤网对浸洗槽内的

浮毛和颗粒进行集中之后，通过第一、第二滤网的不断运动，将含有较多浮毛和颗粒的废水

连同废水一起排出浸洗槽，其一方面能时刻保障在不断地浸洗过程中，浸洗槽内的水会不

断地被更新，该过程中能有效的保障浸洗槽内的水体清洁度，另一方面也可维持浸洗槽内

的水体的量，实现冲洗布料的水进入到浸洗槽内的水体进行更换，避免浸洗槽内的水体长

时间不更换而发生腐坏等情况，可延长浸洗槽内水体的利用效率，节约水资源，降低水消

耗。

[0016] 所述第一排污口处设有第一封堵门，在所述第一滤网运动到指定位置时打开第一

封堵门以供部分污水排出；通过设置第一封堵门其可有效的对第一排污口进行封堵，因此

在对浮毛、颗粒等物质尽心滤除的时候，其所积压的水量大，能快速的将浮毛和颗粒迅速的

排出，其排放的效率高，而且因为第一排污口被堵住，因此浸洗箱内能存下的水体量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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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能提高对水体进行浸洗的效果。

[0017] 所述第二排污口处上设有第二封堵门，在所述第二滤网运动至指定位置时打开第

二封堵门以供所述浸洗槽下部部分水体流出；通过设置第二封堵门可避免浸洗槽底部的水

从浸洗槽流出，保障内部的水压不会发生变化，提高对水进行利用的效果。

[0018] 所述第一封堵门上连接有第一推动杆，所述第一滤网上设有与所述第一推动杆相

配合的第一推动部；通过设置第一推动杆可在第一滤网与所述第一推动杆相配合的时候，

将第一封堵门即时的打开，该过程能保障在封堵门打开的时候，水流能第一时间流出，从而

浮毛和颗粒能快速的排出。

[0019] 所述第二封堵门上连接有第二推动杆，所述第二滤网上设有与所述第二推动杆相

配合的第二推动部；通过设置第二推动杆可在第二滤网与所述第二推动杆相配合的时候，

将第二封堵门即时的打开，该过程能保障在封堵门打开的时候，水流能第二时间流出，从而

浮毛和颗粒能快速的排出。

[0020] 综上所述，本发明通过设置浸洗装置，能保障布料表面整洁无浮毛和颗粒残留，提

高布料在后续印染过程中布料的质量，避免对染液造成污染；而且用水量少，可有效的减少

水资源的利用，提高水的利用率。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的剖视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的局部结构示意图一。

[0024] 图4为本发明的局部剖视图。

[0025] 图5为本发明的局部结构示意图二。

[0026] 图6为本发明的局部结构示意图三。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如图1-6所示，一种布料清洗烘干一体机，包括箱体1、浸洗装置2、冲洗装置3、挤水

装置4及烘干装置5，其中所述箱体1为一金属箱，所述浸洗装置2、冲洗装置3、挤水装置4及

烘干装置5均设于所述箱体1内，并且所述浸洗装置2、冲洗装置3、挤水装置4及烘干装置5通

过一PLC控制系统进行统一控制协调；布料在进入到浸洗装置2当中之后，由于水的浮力作

用下，布料上浮毛、颗粒等会漂浮起来；具体的，所述浸洗装置2包括浸洗槽21、过布辊22及

滤污部件23，其中所述浸洗槽21为一金属槽，有部分的水直接存放到该浸洗槽21当中，所述

过布辊22为多个(具体排布的方式请参考附图)，该过布辊22在所述浸洗槽21内可转动，在

所述过布辊22的表面形成有多个弧形面的过布凸部221，该过布凸部221的设置减少过布辊

22与布料表面接触面积，从而减少部分的浮毛和颗粒在布料上被挤压而造成浮毛和颗粒不

易从布料上脱落；所述滤污部件23在所述浸洗槽21内，其实现对浸洗槽21内的布料进行集

中滤除。

[0028] 进一步的，所述滤污部件23包括第一滤网231、第二滤网232及驱动件233，所述第

一、第二滤网均为弯曲设置，而且所述第一、第二滤网均为的两个；具体的，所述第一滤网

231包括了第一框体201和具有密集孔的第一网体202，所述第一网体201与所述第一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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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相连；在所述第一滤网201的下部设有第一刷件235，所述第一刷件235为具有刷毛的塑

料刷，该第一刷件235通过高强度的塑料螺栓与所述第一框体202的下端相连，所述第二滤

网232包括了第二框体204和第二网体203，所述第二框体204为同样为金属框，所述第二网

体203为具有密集孔的金属网，所述第二网体203与所述第二框体204相连，该第二滤网232

设于所述第一滤网231的下方，布料位于所述第一滤网231和第二滤网232之间，在所述第二

框体204上端设有第二刷件236，所述第二刷件236为具有刷毛的塑料刷，并且第二刷件236

同样通过高强度的塑料螺钉与所述第二框体204相连；所述第一刷件235与布料的上端面相

接触，所述第二刷件236与布料的下端面相接触，因此所述第一、第二刷件可对布料上下端

面上的浮毛和颗粒进行刷动。

[0029] 具体的，所述驱动件233为一电机，该驱动件233的通过一传动结构24驱动所述第

一、第二滤网同步前后动作；具体的，所述传动结构24包括和驱动件233相连的转动齿轮241

和与所述转动齿轮241相配合的传动齿条242，具体的，在所述浸洗槽21的上端设有一活动

轨道210，所述传动齿条242位于所述活动轨道210上；所述传动齿条242与所述转动齿轮241

相啮合，因此所述传动齿条242会在所述活动轨道210上前后动作；所述传动结构24还包括

连接件243，该连接件243为一金属杆，所述连接件243下部与所述第二框体204通过螺钉相

连，连接件243上部与所述第一框体202通过螺钉相连，在所述连接件243上设有一倒钩设置

的插接部247，在所述传动齿条242上设有多个插接孔248，所述插接部247可选择任意一插

接孔248插入，通过该设置方式一方面是便于在使用过程中可以定期将第一、第二滤网取出

进行清理，另一方面则可根据水量的大小，对第一、第二滤网的位置进行调节。

[0030] 进一步的，在所述浸洗槽21的侧壁上设有第一排污口211和第二排污口212，所述

第一排污口211设于所述浸洗槽21的一端，在所述第一排污口211上设有第一封堵门215，所

述第一封堵门215为一金属门，在所述第一封堵门215上粘接有一圈第一密封圈281，所述第

一密封圈281为一橡胶圈；在所述浸洗槽21的外壁上设有第二密封圈282，所述第二密封圈

282同样为一橡胶圈，所述第二密封圈282的相较于第一密封圈281要更加宽，因此关闭第一

排污口211的时候，所述第一密封圈281和第二密封282圈会相接触，从而实现对第一排污口

211封堵；所述浸洗槽21的外壁上设有第一架体291，所述第一架体291为金属架，该第一架

体291上连接有第一弹性件293，所述第一弹性件293为弹簧，所述第一弹性件293一端与所

述第一封堵门215相连，第一弹性件293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一架体291相连，因此所述第一封

堵门215在第一弹性件293的推动下，第一封堵门215会堵住所述第一排污口211。

[0031] 具体的，在所述浸洗槽21的下端具有第二排污口212，所述第二排污口212为一方

形的开口，浸洗槽21下部的水体会从所述第二排污口212当中流出，所述第二排污口212处

设有第二封堵门216，所述第二封堵门216同样为一金属门，所述第二封堵门216上设有第三

密封圈283，所述第三密封圈283为一橡胶圈，在所述浸洗槽21的下部设有第四密封圈284，

所述第四密封284圈为一橡胶圈；所述浸洗槽21的外壁上设有第二架体293，所述第二架体

293为金属架，该第二架体293上连接有一第二弹性件294，所述第二弹性件294为弹簧，所述

第二弹性件294一端与所述第二封堵门216相连，第二弹性件294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二架体

293相连，因此所述第二封堵门216在第二弹性件294的推动下，第二封堵门216会堵住所述

第二排污口212。

[0032] 进一步的，在所述第一封堵门215上连接有第一推动杆217，所述第一推动杆217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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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部设有第一滚动件271，所述第一框体202上设有第一推动部238，该第一推动部238为一

倾斜设置金属块，随着第一滤网231不断地运动，所述第一推动部238会推动所述第一推动

杆217运动，从而推动所述第一封堵门215运动；所述第二封堵门216上设有第二推动杆239，

所述第二推动杆218的端部设有第二滚动件272，所述第二框体204上设有第二推动部239，

所述第二推动部239为一金属板，在所述第二滤网232运动的时候，所述第二推动部239能推

动所述第二推动杆218运动，从而打开第二封堵门216。

[0033] 具体的，所述的冲洗装置3用于冲刷布料以去除残留在布料上少量的浮毛和颗粒，

所述冲洗装置3包括冲刷喷头31和冲刷管道32，所述冲刷喷头31为清洗设置，其在对布料进

行冲洗的时候，冲刷喷头由上至下喷洒水到布料上，而且所述冲刷喷头31为两个，两个冲刷

喷头31一个对布料的一个端面进行冲刷，另一个对布料的另一个端面进行冲刷；在所述浸

洗槽21上设有导流槽26，所述导流槽26为倾斜设置，该导流槽26与所述浸洗槽21相连通，所

述导流槽26位于布料的下方，因此冲洗喷头31上在对布料进行成功冲洗的时候，布料上流

下的水会流入到导流槽26上，然后沿着导流槽26流入到浸洗槽21内，进而实现对水资源再

利用。

[0034] 进一步的，所述挤水装置4对布料进行挤水操作，所述挤水装置4包括第一挤水辊

41、第二挤水辊42及驱动第一、第二挤水辊反向转动的驱动电机43，所述第一挤水辊41为一

金属辊，在所述第一挤水辊41上设有多个第一挤水凸部411；所述第一挤水凸部411为一弧

形的凸部，所述第一挤水凸部411之间的间距为2-3cm，所述第二挤水辊42同样为金属辊，所

述第二挤水辊42为金属辊，所述第二挤水辊42上设有第二挤水凸部421，所述第二挤水凸部

421为弧形面的金属凸部，所述的驱动电机通过金属齿轮带动所述第一、第二挤水辊转动；

同时上述导流槽26位于所述第一、第二挤水辊的下方，因此所述第一、第二挤水辊上挤出的

水会进入到导流槽当中，从而实现对挤出的水进行再利用。

[0035] 进一步的，所述烘干装置5包括多个烘干辊51和吹热风的吹干件52，所述烘干辊51

为内部设有电热丝的金属辊，布料在与所述烘干辊51相接触的时候，布料会迅速的升温；所

述吹干件52为吹热风的风机，该吹干件52可对布料进行及时的吹风，从而布料会被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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