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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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080401.5

(22)申请日 2019.01.2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82738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5.31

(73)专利权人 江苏华艺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 226600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海安镇

长江西路88号

(72)发明人 邰卫国　周莉　徐健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商专永信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11400

代理人 高之波　胡建锋

(51)Int.Cl.

F26B 5/14(2006.01)

F26B 25/0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307656 A,2001.08.08

CN 1307656 A,2001.08.08

CN 204039735 U,2014.12.24

CN 101008143 A,2007.08.01

CN 206989618 U,2018.02.09

CN 2630290 Y,2004.08.04

DE 69208323 D1,1996.03.28

US 4546625 A,1985.10.15

审查员 周茂蕾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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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面料脱水装置的拧挤式

脱水结构，包括拧挤式脱水组件，拧挤式脱水组

件包括依次设置的固定筒和旋转筒组件，面料能

够从固定筒和旋转筒组件中穿过，旋转筒组件包

括依次设置的多个旋转筒，每个旋转筒的旋转方

向一致，旋转筒能够使面料向一个方向被拧挤，

旋转筒的旋转速度沿面料前进的方向逐渐变大。

由此，能够实现对面料的多级拧挤，利用相邻的

两个旋转筒的转速不同，产生速度差，相邻的两

个旋转筒之间能够对面料进行拧挤，从而形成对

面料的多段拧挤，而速度逐渐变快的旋转筒能够

提高对面料的拧挤程度，使得拧挤效果更好，能

够提高面料脱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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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面料脱水装置的拧挤式脱水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拧挤式脱水组件(7)，所述

拧挤式脱水组件(7)包括依次设置的固定筒(701)和旋转筒组件，面料能够从所述固定筒

(701)和旋转筒组件中穿过，所述旋转筒组件包括依次设置的多个旋转筒(702)，每个所述

旋转筒(702)的旋转方向一致，所述旋转筒(702)能够使面料向一个方向被拧挤，所述旋转

筒(702)的旋转速度沿面料前进的方向逐渐变大；

相邻的所述旋转筒(702)之间均设置有轴承座(703)，所述轴承座(703)设置于第一机

架，每个旋转筒(702)均通过轴承安装于所述轴承座(703)；

还包括第一驱动装置，所述第一驱动装置能够驱动所述旋转筒组件旋转；

所述第一驱动装置包括设置于所述第一机架的第一电机(704)和第一传动轴(705)，所

述第一电机(704)驱动所述第一传动轴(705)转动，所述第一传动轴(705)沿轴线方向设置

有与所述旋转筒(702)一一对应的主动齿轮(706)，所述主动齿轮(706)的直径沿面料前进

的方向逐渐变大；每个所述旋转筒(702)外壁套设有与所述主动齿轮(706)一一对应配合的

从动齿轮(707)，所述从动齿轮(707)的直径沿面料前进的方向逐渐变小；

所述固定筒(701)和每个所述旋转筒(702)内壁均布满有弹性凸起(708)；

所述弹性凸起(708)为橡胶材质制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料脱水装置的拧挤式脱水结构，其特征在于：相邻的两

个所述旋转筒(702)中，位于前侧的旋转筒(702)的旋转速度比位于后侧的旋转筒(702)的

旋转速度快20-5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料脱水装置的拧挤式脱水结构，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

旋转筒(702)表面均布有多个第一漏水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料脱水装置的拧挤式脱水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电机(704)与所述第一传动轴(705)之间通过齿轮或皮带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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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面料脱水装置的拧挤式脱水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开幅机，尤其涉及一种面料脱水装置的拧挤式脱水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布料在印染加工时，常常需要进行湿加工和脱水处理，而现有的脱水装置具有拧

挤式和压挤式，而拧挤式的是整体向一个方向拧挤，而在拧挤的同时面料也会向前行进，会

导致拧挤时面料还没有充分拧挤，面料就过去了，无法达到很好的脱水效果。

[0003] 而压挤式的也只能两侧面进行挤压，也无法对面料进行较好的脱水。

[0004] 在布料进过脱水处理后，容易捻成一股绳状物，在进行下一道工序加工时，需要进

过一道退捻开幅工序，将布料展开成片状的布匹，对绳状布料的展开，这个过程，多采用开

幅机进行。

[0005] 专利号为201520082834.1的“一种开幅机”专利公开了包括退捻装置，包括中间杆

和三根展布杆，展布杆沿中间杆圆周设置，展布杆两端均设置有连接件，展布杆两端固定在

连接件上，所述连接件内设有用于控制展布杆与中间杆距离的顶出机构，所述顶出机构为

三爪卡盘，所述三爪卡盘包括小齿轮、大齿轮和卡爪，小齿轮和大齿轮啮合，卡爪连接于大

齿轮且与大齿轮传动连接，所述展布杆两端分别与两侧的卡爪固定连接且一一对应。在需

要改变展布杆对织物张力时，只需通过顶出机构来调整展布杆与中间杆之间的距离，顶出

机构为三爪卡盘。但是其只能沿中间杆径向方向调节退捻装置的展布杆，而无法沿轴线方

向进行调节，无法适应多种宽度尺寸的面料开幅工作。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在于提供一种面料脱水装置的拧挤式脱水结构，解决上述现有技

术问题中的一个或者多个。

[0007]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提供一种面料脱水装置的拧挤式脱水结构，包括拧挤式

脱水组件，拧挤式脱水组件包括依次设置的固定筒和旋转筒组件，面料能够从固定筒和旋

转筒组件中穿过，旋转筒组件包括依次设置的多个旋转筒，每个旋转筒的旋转方向一致，旋

转筒能够使面料向一个方向被拧挤，旋转筒的旋转速度沿面料前进的方向逐渐变大。

[0008] 本发明拧挤式脱水组件能够实现对面料的多级拧挤，利用相邻的两个旋转筒的转

速不同，产生速度差，相邻的两个旋转筒之间能够对面料进行拧挤，从而形成对面料的多段

拧挤，而速度逐渐变快的旋转筒能够提高对面料的拧挤程度，使得拧挤效果更好，能够提高

面料脱水效果。

[000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相邻的旋转筒之间均设置有轴承座，轴承座设置于第一机架，

每个旋转筒均通过轴承安装于轴承座。

[001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还包括第一驱动装置，第一驱动装置能够驱动旋转筒组件旋

转。

[001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一驱动装置包括设置于第一机架的第一电机和第一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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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第一电机驱动第一传动轴转动，第一传动轴沿轴线方向设置有与旋转筒一一对应的主

动齿轮，主动齿轮的直径沿面料前进的方向逐渐变大；每个旋转筒外壁套设有与主动齿轮

一一对应配合的从动齿轮，从动齿轮的直径沿面料前进的方向逐渐变小。

[0012]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相邻的两个旋转筒中，位于前侧的旋转筒的旋转速度比位于

后侧的旋转筒的旋转速度快20-50％。

[001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每个旋转筒表面均布有多个第一漏水孔。

[001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一电机与第一传动轴之间通过齿轮或皮带传动。

[001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固定筒和每个旋转筒内壁均布满有弹性凸起；

[001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弹性凸起为橡胶材质制成。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一种面料脱水装置的拧挤式脱水结构应用于脱水开幅系统中的脱水

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一种面料脱水装置的拧挤式脱水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是本发明一种面料脱水装置的拧挤式脱水结构的固定筒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是本发明一种面料脱水装置的拧挤式脱水结构的旋转筒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是本发明一种面料脱水装置的拧挤式脱水结构应用于脱水开幅系统中的压挤

式脱水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是本发明一种面料脱水装置的拧挤式脱水结构应用于脱水开幅系统中的挤压

辊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7是本发明一种面料脱水装置的拧挤式脱水结构应用于脱水开幅系统中的面料

推进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8是本发明一种面料脱水装置的拧挤式脱水结构应用于脱水开幅系统中的开幅

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5] 图9是本发明一种面料脱水装置的拧挤式脱水结构应用于脱水开幅系统中的开幅

装置的侧视图；

[0026] 图10是本发明一种面料脱水装置的拧挤式脱水结构应用于脱水开幅系统中的展

开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11是本发明一种面料脱水装置的拧挤式脱水结构应用于脱水开幅系统中的退

捻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9] 如图1-11所示，一种面料脱水装置的拧挤式脱水结构，该拧挤式脱水结构可以用

于脱水开幅系统，该脱水开幅系统可以包括依次设置的脱水装置和开幅装置9；

[0030] 脱水装置包括第一机架和依次设置于第一机架的拧挤式脱水组件7、压挤式脱水

组件8和面料推进组件602；

[0031] 拧挤式脱水组件7包括依次设置的固定筒701和旋转筒组件，面料能够从固定筒

701和旋转筒组件中穿过，也就是说固定筒701和旋转筒组件均为两端开口的筒体结构，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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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筒701可以通过支架固定安装于第一机架，旋转筒组件包括依次设置的多个旋转筒702，

每个旋转筒702的旋转方向一致，旋转筒702能够使面料向一个方向被拧挤，旋转筒702的旋

转速度沿面料前进的方向逐渐变大。由此，利用相邻的两个旋转筒的转速不同，产生速度

差，相邻的两个旋转筒之间能够对面料进行拧挤，从而形成对面料的多段拧挤，而速度逐渐

变快的旋转筒能够提高对面料的拧挤程度，使得拧挤效果更好，能够提高面料脱水效果。

[0032] 压挤式脱水组件8包括筒体801和沿轴向方向依次设置于筒体801内的挤压环802，

筒体801可以通过支架固定安装于第一机架，面料能够从挤压环802内通过且被挤压，挤压

环802的直径沿面料前进的方向逐渐变小。由此，通过直径逐渐变小的挤压环，能够对面料

进行逐级挤压，提高挤压效果，进而提高面料脱水效果。

[0033] 面料推进组件602能够驱动面料向前移动；面料推进组件602包括上下设置的两个

推进辊603和驱动推进辊603转动的第二驱动装置604，面料从两个推进辊603之间通过，两

个推进辊603挤压面料，并推动面料向前移动。两个推进辊603均通过轴承安装于第一机架，

两个推进辊603之间通过齿轮传动，具体来说，每个推进辊603的端部均设置有一个齿轮，两

个齿轮相互啮合传动，能够使得两个推进辊603的转动方向相反，进而驱动面料向前移动。

第二驱动装置604为第二电机，第二驱动装置604可以通过齿轮或皮带驱动其中一个推进辊

603转动。

[0034] 相邻的旋转筒702之间均设置有轴承座703，轴承座703固定安装于第一机架，每个

旋转筒702均通过轴承安装于轴承座703。其中固定筒701与旋转筒702之间也设置有一个轴

承座，固定筒701与旋转筒702均可以通过轴承与该轴承座连接，实现固定筒701与旋转筒

702之间的紧凑连接。固定筒701能够对面料进入旋转筒702内起到导向作用，且使位于固定

筒701内的面料不会被前面的旋转筒702带动拧挤，提高固定筒701与旋转筒702之间对面料

的拧挤效果，提高面料脱水效果。

[0035] 还包括第一驱动装置，第一驱动装置能够驱动旋转筒组件旋转；第一驱动装置包

括设置于第一机架的第一电机704和第一传动轴705，第一电机704固定安装于第一机架，第

一传动轴705两端可以通过轴承与轴承座安装于第一机架，第一传动轴705与面料前进的方

向平行。第一电机704可以通过齿轮或皮带驱动第一传动轴705转动，第一传动轴705沿轴线

方向键连接有与旋转筒702一一对应的主动齿轮706，主动齿轮706的直径沿面料前进的方

向逐渐变大；每个旋转筒702外壁固定套设有与主动齿轮706一一对应啮合配合的从动齿轮

707，从动齿轮707的直径沿面料前进的方向逐渐变小。由此，能够驱动旋转筒702的旋转速

度沿面料前进的方向逐渐变大。

[0036] 相邻的两个旋转筒702中，位于前侧的旋转筒702的旋转速度比位于后侧的旋转筒

702的旋转速度快20-50％，在本实施例中快30％；其中前侧为朝向面料前进的方向。

[0037] 每个旋转筒702表面均布有多个第一漏水孔；由此，被挤出的水从第一漏水孔流

走。

[0038] 固定筒701和每个旋转筒702内壁均固定布满有弹性凸起708；弹性凸起708为橡胶

材质制成。

[0039] 挤压环802包括在筒体801内环向均匀设置的多个挤压辊组件803，挤压辊组件803

包括挤压主杆体804，挤压主杆体804沿筒体801径向设置于筒体801内壁，挤压主杆体804一

端固定连接于筒体801内壁。挤压主杆体804两侧对称设置有辊轴805，两个辊轴805呈倒V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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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由此，能够更好的对面料进行挤压，提高脱水效果。每个辊轴805均与挤压主杆体804

之间铰接，每个辊轴805与挤压主杆体804之间设有弹簧807，弹簧807能够起到缓冲效果，此

外，面料是拧挤在一起，表面凹凸不平，使辊轴805上下起伏，能够提高对面料的挤压效果。

每个辊轴805均设置有挤压辊806；挤压辊806与辊轴805之间通过轴承连接，挤压辊806为橡

胶辊。

[0040] 筒体801表面均布有第二漏水孔；由此，挤压出的水能够通过第二漏水孔排出。

[0041] 此外，还包括面料收集框605，面料收集框605可以固定安装于第一机架，面料收集

框605位于面料推进组件602出料的一侧，也就是位于压挤式脱水组件8与开服装置之间，能

够收集脱水后的面料。脱水后的面料再进入到开幅装置9中进行开幅。

[0042] 其中，开幅装置9包括第二机架1、以及从上到下依次设置于第二机架1的展开装置

2、退捻装置3和螺纹杆4；退捻装置3能够沿退捻装置的轴向方向调节长度。

[0043] 其中，展开装置2为弧形杆，弧形杆两端固定连接于第二机架1。由此，可以对面料

进行初步的展开工作，使得面料在退捻装置中进行更好的退捻工作。

[0044] 其中，退捻装置3至少为两个，在本实施例中威三个，且在竖直方向上交错设置。由

此，能够提高退捻工作的效果。

[0045] 其中，退捻装置3包括主杆31、第三驱动装置32和多个退捻杆33，主杆31靠近两端

处分别键连接有连接盘34，多个退捻杆33环向均布于主杆31周围，每个退捻杆33两端均固

定连接于连接盘34，第三驱动装置32驱动主杆31转动，主杆31两端分别通过可移动装置5安

装于第二机架1，可移动装置5能够沿主杆31轴线方向调节主杆31的长度，每个退捻杆33能

够调节两端的直线距离。由此，主杆和退捻杆的长度均可以调节，通过可移动装置来调节退

捻装置的整体长度，使得能够适应多种宽度尺寸的面料开幅工作。

[0046] 退捻杆33包括依次连接的多根第一杆体331，相邻的第一杆体331之间可以通过铰

接轴铰接连接。由此，退捻杆能够调节两端的直线距离，能够适应退捻装置整体长度的变

化。

[0047] 每个第一杆体331两端均设置有圆环凸起332，圆环凸起332一体成型于第一杆体

331。由此，能够防止第一杆体之间的铰接处直接接触面料，造成对面料的损坏。

[0048] 主杆31包括第二杆体311和第三杆体312，第二杆体311和第三杆体312同轴设置，

第二杆体311可轴向移动插设于第三杆体312，具体来说第三杆体312一端开口，且内部中

空，第二杆体311一端插入第三杆体312中空的内部，且可以轴向滑动。由此，主杆能够调节

整体长度。

[0049] 可移动装置5包括滑轨51、滑座52、轴承座53、调节螺杆54和螺母55，滑轨51固定安

装于第二机架1，滑座52滑动设置于滑轨51，轴承座53固定安装于滑座52，主杆31端部通过

轴承安装于轴承座53，调节螺杆54通过轴承可自转活动设置于第二机架1，螺母55固定设置

于滑座52，螺母55与调节螺杆54螺纹配合，形成丝杆结构。由此，通过转动调节螺杆54来调

节两个滑座52之间的相对距离，进而可移动装置能够调节主杆和退捻杆的长度。

[0050] 第三驱动装置32为第三电机，第三驱动装置32通过齿轮或皮带等传动件传动于主

杆31，第三驱动装置32固定安装于其中一个可移动装置5。

[0051] 由此，退捻装置能够沿退捻装置的轴向方向调节长度，能够适应多种宽度尺寸的

面料开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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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创造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相似的变形和改进，这些也应视为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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