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163910.X

(22)申请日 2018.02.2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63859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10.12

(73)专利权人 海宁天福经编涂层有限公司

地址 314400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宁经

济开发区袜业园区双园路2号

(72)发明人 薛六明　

(74)专利代理机构 嘉兴永航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33265

代理人 蔡鼎

(51)Int.Cl.

B32B 5/06(2006.01)

B32B 9/02(2006.01)

B32B 9/00(2006.01)

B32B 9/04(2006.01)

B32B 33/00(2006.01)

B32B 38/00(2006.01)

B32B 38/16(2006.01)

C09D 105/08(2006.01)

C09D 191/00(2006.01)

C09D 5/14(2006.01)

审查员 杨瑞

 

(54)发明名称

一种抗菌复合面料的生产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抗菌复合面料的生产工

艺。它解决了现有复合面料没有相应的生产方

法，无法快速批量生产，生产速度慢等技术问题。

本抗菌复合面料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a、

制作表层：按重量百分比，将40-50％的牛奶纤

维、30-40％的天丝纤维和10-20％的羊毛纤维混

纺编织成面料一；通过表面处理装置将抗菌液涂

覆在面料一的两表面上，涂覆好的面料一即为表

层；b、制作里层：按重量百分比，将40-60％的醋

酯纤维、20-30％的天丝纤维和10-20％的涤纶纤

维混纺编织成面料二，编织好的面料二即为里

层；c、缝制：将表层覆在里层的上面，通过缝纫设

备将两者缝制固定，制得抗菌复合面料。本发明

具有生产快速的优点。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5页

CN 108638596 B

2019.06.18

CN
 1
08
63
85
96
 B



1.一种抗菌复合面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a、制作表层：按重量百分比，将40-50%的牛奶纤维、30-40%的天丝纤维和10-20%的羊毛

纤维混纺编织成面料一；通过表面处理装置将抗菌液涂覆在面料一的两表面上，涂覆好的

面料一即为表层；所述步骤a中的表面处理装置包括机架，机架一端上设置有面料辊，机架

另一端上设置有收卷辊，收卷辊端部与一能带动其转动的伺服电机一相连，机架中部固定

有支架一，支架一上可拆卸设置有用于放置抗菌液的浸泡槽，浸泡槽包括侧板和具有弹性

的底板，支架一上设置有能使底板上下方向弹性变形的驱动机构，驱动机构包括上连接板、

下连接板、推杆电机、振动电机、指示杆和指针，上连接板固定在底板下侧中部，上连接板上

固定有铁片，推杆电机固定在支架一上，推杆电机的推杆竖直向上，下连接板固定在推杆电

机的推杆端部，下连接板上固定有电磁铁，且电磁铁能与铁片相接触，振动电机固定在下连

接板上，振动电机通过弹簧和振动块相连，且振动块能与底板相抵靠，指示杆竖直固定在支

架一上，指示杆上具有刻度线，指针通过连杆固定在下连接板上，且指针朝向指示杆，支架

一上还固定有支撑柱，支撑柱上设置升降架，升降架与一能带动其上下移动的移动结构相

连，升降架上设置有过料辊，过料辊端部与一能带动其转动的伺服电机二相连，且过料辊能

位于浸泡槽内；所述浸泡槽与收卷辊之间还设置有烘干机构；

b、制作里层：按重量百分比，将40-60%的醋酯纤维、20-30%的天丝纤维和10-20%的涤纶

纤维混纺编织成面料二，编织好的面料二即为里层；

c、缝制：将表层覆在里层的上面，通过缝纫设备将两者缝制固定，制得抗菌复合面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菌复合面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a中的抗菌

液由如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甲壳素20-40份、乳木果油4-12份、白芥末油6-16份、壳聚糖

18-24份和和去离子水60-100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抗菌复合面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a中的涂覆

厚度为0.12-0.26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菌复合面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c中的缝纫

设备为缝纫机。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菌复合面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结构包括气

缸、导轨和滑块，导轨竖直固定在支撑柱上，滑块设置在导轨上，气缸固定在支撑柱上，气缸

的活塞杆竖直向下，气缸的活塞杆端部和滑块相连，升降架固定在滑块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抗菌复合面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导轨两端还固定

有限位块。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菌复合面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烘干机构包括支

架二、烘筒、储油箱、输入管、输出管、环形管和若干辅助管，支架二固定在机架上，烘筒水平

设置在支架二上，烘筒与一能带动其转动的伺服电机三相连，烘筒内部具有工作腔，烘筒一

端具有与工作腔相连通的输入口，烘筒另一端具有与工作腔相连通的输出口，储油箱固定

在支架二上，储油箱内设置有若干电加热管，输入管一端和输入口相连通，输入管另一端和

储油箱上部相连通，输入管上设置有循环泵，输出管一端和输出口相连通，输出管另一端穿

过储油箱侧壁与环形管相连通，环形管与辅助管的上端相连通，辅助管下端为封闭端，辅助

管侧部开设有若干输出孔，且输出孔呈螺旋形分布。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抗菌复合面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油箱外还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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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层。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抗菌复合面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烘筒的数量至少

为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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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菌复合面料的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面料技术领域，涉及一种抗菌复合面料的生产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复合面料是将一层或多层纺织材料、无纺材料及其他功能材料经粘结贴合而成的

一种新型材料。适合做沙发，服装等纺织品，是人们居家生活不可缺少的面料之一。

[0003] 经检索，如中国专利文献公开了一种复合面料【申请号：201510949747.6；公开号：

CN  105346155A】。这种复合面料，包括表层和内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表层采用20-30％的

棉纤维和70-80％的涤纶纤维混纺织成；所述的内层由经纱和纬纱交织而成，所述的经纱由

30-40％的竹炭纤维和60-70％的黏胶纤维混纺而成，所述的纬纱为涤纶纤维。

[0004] 该专利中公开的复合面料虽然具有较好的防水性能，但是，该复合面料没有相应

的生产方法，无法快速批量生产，生产速度慢，因此，设计出一种抗菌复合面料的生产工艺

是很有必要的。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的技术存在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抗菌复合面料的生产

工艺，该生产工艺具有生产快速的特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可通过下列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抗菌复合面料的生产工艺，其特

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07] a、制作表层：按重量百分比，将40-50％的牛奶纤维、30-40％的天丝纤维和10-

20％的羊毛纤维混纺编织成面料一；通过表面处理装置将抗菌液涂覆在面料一的两表面

上，涂覆好的面料一即为表层；

[0008] b、制作里层：按重量百分比，将40-60％的醋酯纤维、20-30％的天丝纤维和10-

20％的涤纶纤维混纺编织成面料二，编织好的面料二即为里层；

[0009] c、缝制：将表层覆在里层的上面，通过缝纫设备将两者缝制固定，制得抗菌复合面

料。

[0010] 所述步骤a中的抗菌液由如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甲壳素20-40份、乳木果油4-12

份、白芥末油6-16份、壳聚糖18-24份和和去离子水60-100份。

[0011] 所述步骤a中的涂覆厚度为0.12-0.26mm。

[0012] 所述步骤c中的缝纫设备为缝纫机。

[0013] 所述步骤a中的表面处理装置包括机架，机架一端上设置有面料辊，机架另一端上

设置有收卷辊，收卷辊端部与一能带动其转动的伺服电机一相连，机架中部固定有支架一，

支架一上可拆卸设置有用于放置抗菌液的浸泡槽，浸泡槽包括侧板和具有弹性的底板，支

架一上设置有能使底板上下方向弹性变形的驱动机构，驱动机构包括上连接板、下连接板、

推杆电机、振动电机、指示杆和指针，上连接板固定在底板下侧中部，上连接板上固定有铁

片，推杆电机固定在支架一上，推杆电机的推杆竖直向上，下连接板固定在推杆电机的推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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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部，下连接板上固定有电磁铁，且电磁铁能与铁片相接触，振动电机固定在下连接板上，

振动电机通过弹簧和振动块相连，且振动块能与底板相抵靠，指示杆竖直固定在支架一上，

指示杆上具有刻度线，指针通过连杆固定在下连接板上，且指针朝向指示杆，支架一上还固

定有支撑柱，支撑柱上设置升降架，升降架与一能带动其上下移动的移动结构相连，升降架

上设置有过料辊，过料辊端部与一能带动其转动的伺服电机二相连，且过料辊能位于浸泡

槽内；所述浸泡槽与收卷辊之间还设置有烘干机构。

[0014] 表面处理装置的工作原理如下：通过人工将抗菌液放入到浸泡槽内，然后将需要

处理的面料经过面料辊绕到过料棍上，通过移动结构带动升降架向下移动，升降架带动过

料辊向下移动至浸泡槽内，同时，控制伺服电机二带动过料辊转动，过料辊将浸泡槽内的抗

菌液涂覆在面料上，随后通过烘干机构把面料烘干，从而实现其对面料的表面处理；当需要

对大量面料进行处理时，控制推杆电机的推杆向下移动，推杆电机的推杆带动下连接板向

下移动，下连接板带动电磁铁向下移动，此时，铁片受到电磁铁吸引带动上连接板向下移

动，上连接板带动底板向下移动，底板带动指针向下移动，指针指向指示杆上的刻度线，则

对应显示出浸泡槽的体积大小，同时，控制振动电机振动，振动电机带动弹簧振动，弹簧带

动振动块振动，振动块带动与其抵靠的底板振动，底板带动浸泡槽内的抗菌液振动，使抗菌

液与面料混合均匀，以上过程处理效果明显，通用性好。

[0015] 所述移动结构包括气缸、导轨和滑块，导轨竖直固定在支撑柱上，滑块设置在导轨

上，气缸固定在支撑柱上，气缸的活塞杆竖直向下，气缸的活塞杆端部和滑块相连，升降架

固定在滑块上。

[0016] 当需要使升降架上下移动时，控制气缸的活塞杆上下移动，气缸的活塞杆带动滑

块上下移动，滑块带动升降架上下移动。

[0017] 所述导轨两端还固定有限位块。

[0018] 采用以上结构，通过限位块可对滑块移动时进行限位，限位可靠。

[0019] 所述烘干机构包括支架二、烘筒、储油箱、输入管、输出管、环形管和若干辅助管，

支架二固定在机架上，烘筒水平设置在支架二上，烘筒与一能带动其转动的伺服电机三相

连，烘筒内部具有工作腔，烘筒一端具有与工作腔相连通的输入口，烘筒另一端具有与工作

腔相连通的输出口，储油箱固定在支架二上，储油箱内设置有若干电加热管，输入管一端和

输入口相连通，输入管另一端和储油箱上部相连通，输入管上设置有循环泵，输出管一端和

输出口相连通，输出管另一端穿过储油箱侧壁与环形管相连通，环形管与辅助管的上端相

连通，辅助管下端为封闭端，辅助管侧部开设有若干输出孔，且输出孔呈螺旋形分布。

[0020] 当需要把面料烘干时，控制伺服电机三带动烘筒转动，同时，控制循环泵将储油箱

内的液体通过输入管送入烘筒的工作腔内，随后液体经过输出管流入与储油箱连通的环形

管内，环形管内的液体经过辅助管上螺旋分布的输出孔回流到储液箱内，经过输出孔的液

体呈螺旋形流出，使液体受热均匀，通过液体循环往复流动，从而将面料烘干。

[0021] 所述储油箱外还具有保温层。

[0022] 采用以上结构，通过保温层对储油箱内的液体进行保温，保温效果好。

[0023] 所述烘筒的数量至少为两个。

[0024] 所述输入管上还设置有流量调节阀。

[0025] 采用以上结构，通过流量调节阀对输入管的液体大小进行调节，调节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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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所述机架上还固定有控制器，伺服电机一、伺服电机二、伺服电机三、气缸和循环

泵通过线路均与该控制器相连。

[0027] 采用以上结构，通过控制器可控制伺服电机一、伺服电机二、伺服电机三、气缸和

循环泵动作，智能化程度高。

[0028] 所述机架上还设置有辅助结构，辅助结构包括气囊、进气管、出气管、单向阀一和

单向阀二，气囊设置在下连接板上，气囊上表面通过上连杆和振动块相连，气囊下表面通过

下连杆和下连接板相连，进气管一端和气囊下表面相连通，进气管另一端能与外界相连通，

单向阀一设置在进气管上，出气管一端和气囊上表面相连通，出气管另一端位于浸泡槽内，

单向阀二设置在出气管上。

[0029] 采用以上结构，在振动块上下振动的过程中，振动块与下连接板之间的距离会反

复增大和减小，气囊也会随之反复充气和放气，从而外界的空气随着气囊逐渐变大，从进气

管进入到气囊中，又随着气囊逐渐变小，从出气管进入到浸泡槽内，从而可避免浸轧槽内的

抗菌液出现沉淀，辅助效果好。

[0030] 通过推杆电机的推杆带动下连接板向下移动，下连接板带动电磁铁向下移动，电

磁铁吸引铁片带动上连接板向下移动，上连接板带动底板向下移动，底板带动指针向下移

动，指针指向指示杆上的刻度线，则对应显示出浸泡槽的体积大小，控制振动电机振动，振

动电机带动弹簧振动，弹簧带动振动块振动，振动块带动底板振动，底板带动浸泡槽内的抗

菌液振动，使抗菌液与面料混合均匀，以上过程处理效果明显，通用性好。

[003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该优点：通过制作表层、制作里层和缝制等操作，就

可实现抗菌复合面料的生产作业，无需人工过多操作，生产快速。

附图说明

[0032] 图1是表面处理装置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33] 图2是表面处理装置中烘干机构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34] 图3是图1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0035] 图4是表面处理装置中环形管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6] 图5是表面处理装置中拆去部分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37] 图中，1、机架；2、控制器；3、伺服电机一；4、收卷辊；5、烘筒；6、伺服电机三；7、支架

二；8、限位块；9、导轨；10、支撑柱；11、滑块；12、伺服电机二；13、升降架；14、气缸；15、过料

辊；16、浸泡槽；17、上连接板；18、铁片；19、电磁铁；20、振动块；21、弹簧；22、振动电机；23、

面料辊；24、下连接板；25、推杆电机；26、储油箱；26a、保温层；27、电加热管；28、辅助管；

28a、输出孔；29、输出管；30、环形管；31、输入管；32、流量调节阀；33、循环泵；34、连杆；35、

指针；36、指示杆；36a、刻度线；37、支架一；38、出气管；39、单向阀二；40、上连杆；41、气囊；

42、下连杆；43、进气管；44、单向阀一。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以下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描述，

但本发明并不限于这些实施例。

[0039] 本抗菌复合面料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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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a、制作表层：按重量百分比，将40-50％的牛奶纤维、30-40％的天丝纤维和10-

20％的羊毛纤维混纺编织成面料一；通过表面处理装置将抗菌液涂覆在面料一的两表面

上，涂覆好的面料一即为表层；在本实施例中，按重量百分比，将45％的牛奶纤维、35％的天

丝纤维和20％的羊毛纤维混纺编织成面料一；通过表面处理装置将抗菌液涂覆在面料一的

两表面上，涂覆好的面料一即为表层；

[0041] b、制作里层：按重量百分比，将40-60％的醋酯纤维、20-30％的天丝纤维和10-

20％的涤纶纤维混纺编织成面料二，编织好的面料二即为里层；在本实施例中，按重量百分

比，将55％的醋酯纤维、25％的天丝纤维和20％的涤纶纤维混纺编织成面料二，编织好的面

料二即为里层；

[0042] c、缝制：将表层覆在里层的上面，通过缝纫设备将两者缝制固定，制得抗菌复合面

料。

[0043] 步骤a中的抗菌液由如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甲壳素20-40份、乳木果油4-12份、白

芥末油6-16份、壳聚糖18-24份和和去离子水60-100份；在本实施例中，步骤a中的抗菌液由

如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甲壳素30份、乳木果油6份、白芥末油8份、壳聚糖19份和和去离子

水80份。

[0044] 步骤a中的涂覆厚度为0 .12-0 .26mm；在本实施例中，步骤a中的涂覆厚度为

0.18mm。

[0045] 步骤c中的缝纫设备为缝纫机；在本实施例中，。

[0046] 如图1-图5所示，步骤a中的表面处理装置包括机架1，机架1一端上设置有面料辊

23，机架1另一端上设置有收卷辊4，收卷辊4端部与一能带动其转动的伺服电机一3相连，机

架1中部固定有支架一37，在本实施例中，支架一37通过焊接的方式固定在机架1中部，支架

一37上可拆卸设置有用于放置抗菌液的浸泡槽16，浸泡槽16包括侧板和具有弹性的底板，

支架一37上设置有能使底板上下方向弹性变形的驱动机构，驱动机构包括上连接板17、下

连接板24、推杆电机25、振动电机22、指示杆36和指针35，上连接板17固定在底板下侧中部，

在本实施例中，上连接板17通过胶水固定在底板下侧中部，上连接板17上固定有铁片18，在

本实施例中，铁片18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上连接板17上，推杆电机25固定在支架一

37上，在本实施例中，推杆电机25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支架一37上，推杆电机25的推

杆竖直向上，下连接板24固定在推杆电机25的推杆端部，在本实施例中，下连接板24通过螺

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推杆电机25的推杆端部，下连接板24上固定有电磁铁19，在本实施例

中，电磁铁19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下连接板24上，且电磁铁19能与铁片18相接触，振

动电机22固定在下连接板24上，在本实施例中，振动电机22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下

连接板24上，振动电机22通过弹簧21和振动块20相连，且振动块20能与底板相抵靠，指示杆

36竖直固定在支架一37上，在本实施例中，指示杆36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支架一37

上，指示杆36上具有刻度线36a，指针35通过连杆34固定在下连接板24上，且指针35朝向指

示杆36，支架一37上还固定有支撑柱10，在本实施例中，支撑柱10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

在支架一37上，支撑柱10上设置升降架13，升降架13与一能带动其上下移动的移动结构相

连，升降架13上设置有过料辊15，过料辊15端部与一能带动其转动的伺服电机二12相连，且

过料辊15能位于浸泡槽16内；浸泡槽16与收卷辊4之间还设置有烘干机构。

[0047] 移动结构包括气缸14、导轨9和滑块11，导轨9竖直固定在支撑柱10上，在本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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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导轨9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支撑柱10上，滑块11设置在导轨9上，气缸14固定在支

撑柱10上，在本实施例中，气缸14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支撑柱10上，气缸14的活塞杆

竖直向下，气缸14的活塞杆端部和滑块11相连，升降架13固定在滑块11上，在本实施例中，

升降架13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滑块11上。

[0048] 导轨9两端还固定有限位块8，在本实施例中，限位块8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固定在

导轨9上。

[0049] 采用以上结构，通过限位块8可对滑块11移动时进行限位，限位可靠。

[0050] 烘干机构包括支架二7、烘筒5、储油箱26、输入管31、输出管29、环形管30和若干辅

助管28，在本实施例中，辅助管28为八根，支架二7固定在机架1上，在本实施例中，支架二7

通过焊接的方式固定在机架1上，烘筒5水平设置在支架二7上，烘筒5与一能带动其转动的

伺服电机三6相连，在本实施例中，通过伺服电机6带动烘筒5转动采用的是现有技术；烘筒5

内部具有工作腔，烘筒5一端具有与工作腔相连通的输入口，烘筒5另一端具有与工作腔相

连通的输出口，储油箱26固定在支架二7上，在本实施例中，储油箱26通过螺栓连接的方式

固定在支架二7上，储油箱26内设置有若干电加热管27，在本实施例中，电加热管27为两个，

输入管31一端和输入口相连通，输入管31另一端和储油箱26上部相连通，输入管31上设置

有循环泵33，输出管29一端和输出口相连通，输出管29另一端穿过储油箱26侧壁与环形管

30相连通，环形管30与辅助管28的上端相连通，辅助管28下端为封闭端，辅助管28侧部开设

有若干输出孔28a，在本实施例中，输出孔28a为三十个，且输出孔28a呈螺旋形分布。

[0051] 储油箱26外还具有保温层26a。

[0052] 采用以上结构，通过保温层26a对储油箱26内的液体进行保温，保温效果好。

[0053] 烘筒5的数量至少为两个，在本实施例中，烘筒5为两个。

[0054] 输入管31上还设置有流量调节阀32。

[0055] 采用以上结构，通过流量调节阀32对输入管31的液体大小进行调节，调节方便。

[0056] 机架1上还固定有控制器2，在本实施例中，控制器2采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单片

机，单片机控制电机、气缸和泵的程序为现有，其程序不需要编辑，伺服电机一3、伺服电机

二12、伺服电机三6、气缸14和循环泵33通过线路均与该控制器2相连。

[0057] 采用以上结构，通过控制器2可控制伺服电机一3、伺服电机二12、伺服电机三6、气

缸14和循环泵33动作，智能化程度高。

[0058] 机架1上还设置有辅助结构，辅助结构包括气囊41、进气管43、出气管38、单向阀一

44和单向阀二39，气囊41设置在下连接板24上，气囊41呈环形；气囊41上表面通过上连杆40

和振动块20相连，气囊41下表面通过下连杆42和下连接板24相连，进气管43一端和气囊41

下表面相连通，进气管43另一端能与外界相连通，单向阀一44设置在进气管43上，出气管38

一端和气囊41上表面相连通，出气管38另一端位于浸泡槽16内，单向阀二39设置在出气管

38上；进气管43上还设置有过滤袋，通过过滤袋可对外界进入到进气管43中的气体进行过

滤；采用该结构，在振动块20上下振动的过程中，振动块20与下连接板24之间的距离会反复

增大和减小，气囊41也会随之反复充气和放气，从而外界的空气随着气囊41逐渐变大，从进

气管43进入到气囊41中，又随着气囊41逐渐变小，从出气管38进入到浸泡槽内，从而可避免

浸轧槽16内的抗菌液出现沉淀，辅助效果好。

[0059] 表面处理装置的工作原理如下：通过人工将抗菌液放入到浸泡槽16内，然后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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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处理的面料经过面料辊23绕到过料棍上，控制气缸14的活塞杆向下移动，气缸14的活塞

杆带动滑块11向下移动，滑块11带动升降架13向下移动，升降架13带动过料辊15向下移动

至浸泡槽16内，同时，控制伺服电机二12带动过料辊15转动，过料辊15将浸泡槽16内的抗菌

液涂覆在面料上，随后控制伺服电机三6带动烘筒5转动，同时，控制循环泵33将储油箱26内

的液体通过输入管31送入烘筒5的工作腔内，随后液体经过输出管29流入与储油箱26连通

的环形管30内，环形管30内的液体经过辅助管28上螺旋分布的输出孔28a回流到储液箱内，

经过输出孔28a的液体呈螺旋形流出，使液体受热均匀，通过液体循环往复流动，从而将面

料烘干，实现其对面料的表面处理；当需要对大量面料进行处理时，控制推杆电机25的推杆

向下移动，推杆电机25的推杆带动下连接板24向下移动，下连接板24带动电磁铁19向下移

动，此时，铁片18受到电磁铁19吸引带动上连接板17向下移动，上连接板17带动底板向下移

动，底板带动指针35向下移动，指针35指向指示杆36上的刻度线36a，则对应显示出浸泡槽

16的体积大小，同时，控制振动电机22振动，振动电机22带动弹簧21振动，弹簧21带动振动

块20振动，振动块20带动与其抵靠的底板振动，底板带动浸泡槽16内的抗菌液振动，使抗菌

液与面料混合均匀，以上过程处理效果明显，通用性好。

[0060]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

代，但并不会偏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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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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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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