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554035.5

(22)申请日 2020.06.17

(71)申请人 马鞍山极趣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 243000 安徽省马鞍山市慈湖高新区

霍里山大道北段1669号2栋

(72)发明人 孙晓竞　马旭东　钟磊　周原真　

张廉　

(74)专利代理机构 合肥正则元起专利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4160

代理人 韩立峰

(51)Int.Cl.

B08B 3/02(2006.01)

B08B 3/10(2006.01)

F26B 3/02(2006.01)

F26B 9/06(2006.01)

F26B 21/00(2006.01)

F26B 25/10(2006.01)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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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玩具生产加工用清洗干

燥设备，包括清洗机构、干燥机构、皮带输送机

构、第一辊轴输送机构、第二辊轴输送机构、载物

机构，第二辊轴输送机构一端连接有皮带输送机

构，皮带输送机构贯穿清洗机构，皮带输送机构

远离第二辊轴输送机构一端连接有第一辊轴输

送机构，第一辊轴输送机构贯穿干燥机构，第一

辊轴输送机构、皮带输送机构、第二辊轴输送机

构上放置有载物机构；该设备将装载有玩具的载

物箱自动输送，且在输送的过程中完成了自动清

洗和自动干燥过程，自动化程度高，提高了工作

效率，同时使得清洗、干燥一体化，减少设备的使

用，降低了生产成本；该设备将清洗用水加热以

及两次清洗，使得清洗效果好且减少水资源的浪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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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玩具生产加工用清洗干燥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清洗机构(100)、干燥机构

(200)、皮带输送机构(300)、第一辊轴输送机构(400)、第二辊轴输送机构(500)、载物机构

(600)，所述第二辊轴输送机构(500)一端连接有皮带输送机构(300)，所述皮带输送机构

(300)贯穿清洗机构(100)，所述皮带输送机构(300)远离第二辊轴输送机构(500)一端连接

有第一辊轴输送机构(400)，所述第一辊轴输送机构(400)贯穿干燥机构(200)，所述第一辊

轴输送机构(400)、皮带输送机构(300)、所述第二辊轴输送机构(500)上放置有载物机构

(600)；

其中，所述清洗机构(100)包括清洗仓(101)、输送泵(102)、导流板(103)、过滤箱

(105)、加热管(107)、第一环绕管(111)、第二环绕管(117)，所述清洗仓(101)内腔底部两端

均竖直安装有安装板(109)，所述清洗仓(101)内腔底部一端安装有输送泵(102)，所述输送

泵(102)一端与其中一端安装板(109)连接，另一端安装板(109)接近输送泵(102)一侧上并

排安装有若干个加热管(107)，所述清洗仓(101)内腔中部两侧均倾斜安装有导流板(103)，

两侧导流板(103)组合形成漏斗状，两侧所述导流板(103)底部分别连接至两端安装板

(109)顶部连接，所述清洗仓(101)内腔中部纵向安装有安装槽(104)，所述安装槽(104)两

侧分别与两侧导流板(103)连接，所述安装槽(104)内腔中滑动安装有过滤箱(105)，其中一

侧导流板(103)顶部安装有第一环绕管(111)，另一侧导流板(103)顶部安装有第二环绕管

(117)，所述清洗仓(101)顶部于第一环绕管(111)、第二环绕管(117)之间安装有阻隔帘

(120)；

其中，所述干燥机构(200)包括干燥箱(201)、横杆(202)、翻盖板(203)、散热管(204)、

加热仓(205)、电热风机(206)、分热管(207)，所述干燥箱(201)底部两侧均安装有电热风机

(206)，所述电热风机(206)的出风口连通至干燥箱(201)的内腔中，所述干燥箱(201)的支

撑腿上安装有加热仓(205)，所述加热仓(205)内腔中安装有加热丝，所述加热仓(205)一端

通过管道连通至分热管(207)的一端，所述分热管(207)安装在干燥箱(201)一侧内壁上，所

述分热管(207)顶部、底部均安装有若干根散热管(204)，若干根散热管(204)上均开设有若

干个散热孔，所述干燥箱(201)内腔于散热管(204)的上方安装有横杆(202)，所述干燥箱

(201)顶部两侧均铰链连接有翻盖板(203)，两侧翻盖板(203)对称安装在横杆(202)的两

侧；

其中，所述皮带输送机构(300)包括输送皮带(301)、滑杆(302)、辊轮(303)、第一输送

电机(304)、张紧辊(305)、第一安装架(306)，所述第一安装架(306)顶部两侧均安装有滑杆

(302)，所述第一安装架(306)两端于滑杆(302)下方均通过转轴安装有辊轮(303)，两端辊

轮(303)套接同一根输送皮带(301)，所述输送皮带(301)顶部与滑杆(302)顶部位于同一平

面上，其中一端辊轮(303)通过转轴以及减速机连接至第一输送电机(304)的输出轴上，所

述输送皮带(301)下方接触有张紧辊(305)，所述张紧辊(305)两端通过轴承转动连接在第

一安装架(306)的内腔中；

其中，所述第一辊轴输送机构(400)包括第二安装架(401)、第二输送电机(402)、输送

辊轴(403)、电机箱(404)，所述第二安装架(401)一端侧面安装有电机箱(404)，所述电机箱

(404)内腔中安装有第二输送电机(402)，所述第二安装架(401)内腔顶部并排等距安装有

若干个输送辊轴(403)，若干个输送辊轴(403)一端均安装有链轮，第二输送电机(402)的输

出轴通过链轮与链条连接至输送辊轴(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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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述载物机构(600)包括载物箱(601)、通风口(602)、立板(603)、横板(604)、滤

水板(605)，所述载物箱(601)内腔安装有滤水板(605)，所述滤水板(605)上开设有若干个

滤水孔，所述滤水板(605)顶部竖直安装有若干个立板(603)，相邻立板(603)顶端之间均安

装有横板(604)，所述载物箱(601)侧面于滤水板(605)下方开设有通风口(60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玩具生产加工用清洗干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仓

(101)底部安装有排污管(106)，所述清洗仓(101)侧面上安装有第一清水管(108)、第二清

水管(110)，所述第一清水管(108)端部位于导流板(103)下方，所述第二清水管(110)端部

连通至第一环绕管(111)的底部，所述输送泵(102)的进水口安装有进水管(121)，所述进水

管(121)端部位于清洗仓(101)内腔底部，所述输送泵(102)的出水口安装有输送管(122)，

所述输送管(122)连通至第二环绕管(117)的底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玩具生产加工用清洗干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仓

(101)两侧顶部、底部均安装有导向杆(112)，两侧导向杆(112)的两端均安装有固定杆

(113)，两端固定杆(113)底端安装在两侧导流板(103)的顶部，两侧导向杆(112)之间的距

离大于载物箱(601)的宽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玩具生产加工用清洗干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仓

(101)两侧顶部内壁均安装有支撑杆(114)，所述第一环绕管(111)、第二环绕管(117)均套

设在输送皮带(301)、滑杆(302)上，所述第一环绕管(111)内腔顶部两侧均安装有第一支撑

板(116)，两侧第一支撑板(116)分别安装在两侧支撑杆(114)的顶部，所述第一环绕管

(111)的顶部两侧均安装有第一分流管(115)，所述第一环绕管(111)内腔顶部、底部、两侧

以及第一分流管(115)底部上均安装有若干个喷头，所述第二环绕管(117)内腔顶部两侧均

安装有第二支撑板(119)，两侧第二支撑板(119)分别安装在两侧支撑杆(114)的顶部，所述

第二环绕管(117)顶部、底部、两侧均安装有第二分流管(118)，所述第二分流管(118)上安

装有若干个喷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玩具生产加工用清洗干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箱

(105)底部安装有过滤网，所述过滤箱(105)一端连接有拉手，所述过滤箱(105)活动贯穿安

装在清洗仓(101)的一侧面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玩具生产加工用清洗干燥设备，其特征在于，该玩具生产

加工用清洗干燥设备的工作过程如下：

步骤一：将第一清水管(108)、第二清水管(110)接入清水，通过第一清水管(108)向清

洗仓(101)内腔中通入清水，启动加热管(107)，加热管(107)将清水加热；

步骤二：将需要清洗的玩具放置于载物箱(601)中，将载物箱(601)放置于第二辊轴输

送机构(500)上，启动第二辊轴输送机构(500)，第二辊轴输送机构(500)将载物箱(601)向

前输送；

步骤三：载物箱(601)输送至皮带输送机构(300)，启动第一输送电机(304)，第一输送

电机(304)运转带动辊轮(303)转动，从而带动输送皮带(301)转动，带动载物箱(601)向前

移动，经过导向杆(112)导向，进入清洗仓(101)内腔中；

步骤四：启动输送泵(102)，输送泵(102)运转通过进水管(121)将清洗仓(101)内腔中

的水抽出，经过输送管(122)输送至第二环绕管(117)中，从第二环绕管(117)以及第二分流

管(118)上的若干喷头释放喷淋水，喷淋水从载物箱(601)底部、顶部、侧面进入载物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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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内腔中，将玩具进行冲洗；

步骤五：载物箱(601)继续向前输送，经过第一环绕管(111)时，从第二清水管(110)向

第一环绕管(111)通入清水，从第一环绕管(111)以及第一分流管(115)上的若干喷头释放

喷淋水，喷淋水从载物箱(601)底部、顶部、侧面进入载物箱(601)内腔中，将玩具进行第二

次冲洗；

步骤六：载物箱(601)从清洗仓(101)一端输出经过皮带输送机构(300)端部进入第一

辊轴输送机构(400)一端顶部，启动第二输送电机(402)，第二输送电机(402)运转带动若干

个输送辊轴(403)转动，带动载物箱(601)进入干燥箱(201)中，关闭两侧翻盖板(203)，启动

加热仓(205)、电热风机(206)，加热仓(205)释放热量经过分热管(207)输送至若干根散热

管(204)中，从散热孔释放热量对干燥箱(201)内腔升温加热，电热风机(206)释放热风至干

燥箱(201)中，热风携带大量热量进入载物箱(601)中，对清洗完成的玩具进行干燥；

步骤七：载物箱(601)从干燥箱(201)一端输出，从第一辊轴输送机构(400)端部取下载

物箱(601)，倒出玩具收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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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玩具生产加工用清洗干燥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玩具生产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玩具生产加工用清洗干燥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玩具是每一代人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但玩具在生产过程中会沾染大量的细菌

以及灰尘，为了防止细菌、灰尘危害儿童的健康，在玩具包装前需要对玩具进行清洗、干燥

以达到卫生要求。

[0003] 申请号为CN201711272401.2的专利公开了一种玩具清洗装置，该玩具清洗装置结

构简单，将待清洗玩具置于传送带上，传送带将玩具带入工作箱内，利用刷毛对玩具进行清

洁，由于传送带与摩擦轮之间的摩擦力，带动摩擦轮转动，摩擦轮通过转筒带动L型杆转动，

对玩具进行翻转，实现对玩具的各个面进行清洁，同时，摩擦轮上的第一磁铁随其一起转

动，第一磁铁与第二磁铁相互吸引，并在第二弹簧的作用下，实现齿条往复移动，齿条与扇

形齿轮啮合，带动喷头作用摆动，对玩具从各个角度进行冲洗，提高清洁效果，而且风扇可

加快玩具残留水份的蒸发，避免细菌再次滋生，但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1)该玩具清洗

装置清洗单个玩具效率高，但是清理大量玩具时效率不高，不适用于玩具生产；(2)该玩具

清洗装置清洗效果不佳，不能水循环使用，浪费大量水资源，且其他清洗机进行水循环使用

时，循环水易于对玩具造成二次污染。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上述的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了一种玩具生产加工用清洗干

燥设备：(1)通过将需要清洗的玩具放置于载物箱中，将载物箱放置于第二辊轴输送机构

上，第二辊轴输送机构将载物箱向前输送，载物箱输送至皮带输送机构，通过输送皮带转动

带动载物箱向前移动，经过导向杆导向，进入清洗仓内腔中，通过第二环绕管以及第二分流

管上的若干喷头释放喷淋水，喷淋水从载物箱底部、顶部、侧面进入载物箱内腔中，将玩具

进行冲洗，载物箱继续向前输送，经过第一环绕管时，第一环绕管以及第一分流管上的若干

喷头释放喷淋水，喷淋水从载物箱底部、顶部、侧面进入载物箱内腔中，将玩具进行第二次

冲洗，载物箱经过皮带输送机构端部进入第一辊轴输送机构，输送辊轴转动，带动载物箱进

入干燥箱中，关闭两侧翻盖板，通过加热仓释放热量经过分热管输送至若干根散热管中，从

散热孔释放热量对干燥箱内腔升温加热，电热风机释放热风至干燥箱中，热风携带大量热

量进入载物箱中，对清洗完成的玩具进行干燥，解决了现有的玩具清洗装置清洗单个玩具

效率高，但是清理大量玩具时效率不高，不适用于玩具生产的问题；(2)清洗前，通过第一清

水管向清洗仓内腔中通入清水，启动加热管，加热管将清水加热，将水加热，提高清洗效果，

同时，清洗时，首先通过输送泵运转通过进水管将清洗仓内腔中的水抽出，经从第二环绕管

以及第二分流管上的若干喷头释放喷淋水将玩具进行冲洗，然后载物箱继续向前输送，经

过第一环绕管时，从第二清水管向第一环绕管通入清水，从第一环绕管以及第一分流管上

的若干喷头释放喷淋水将玩具进行第二次冲洗，其中清洗的喷淋水经过导流板导流，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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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箱过滤去除固体杂质后回收至清洗仓内腔中，通过输送泵进行循环使用，同时第一环

绕管通入的是清水，不会使得回收的喷淋水污染玩具，解决了现有的玩具清洗装置清洗效

果不佳，不能水循环使用，浪费大量水资源，且其他清洗机进行水循环使用时，循环水易于

对玩具造成二次污染的问题。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6] 一种玩具生产加工用清洗干燥设备，包括清洗机构、干燥机构、皮带输送机构、第

一辊轴输送机构、第二辊轴输送机构、载物机构，所述第二辊轴输送机构一端连接有皮带输

送机构，所述皮带输送机构贯穿清洗机构，所述皮带输送机构远离第二辊轴输送机构一端

连接有第一辊轴输送机构，所述第一辊轴输送机构贯穿干燥机构，所述第一辊轴输送机构、

皮带输送机构、所述第二辊轴输送机构上放置有载物机构；

[0007] 其中，所述清洗机构包括清洗仓、输送泵、导流板、过滤箱、加热管、第一环绕管、第

二环绕管，所述清洗仓内腔底部两端均竖直安装有安装板，所述清洗仓内腔底部一端安装

有输送泵，所述输送泵一端与其中一端安装板连接，另一端安装板接近输送泵一侧上并排

安装有若干个加热管，所述清洗仓内腔中部两侧均倾斜安装有导流板，两侧导流板组合形

成漏斗状，两侧所述导流板底部分别连接至两端安装板顶部连接，所述清洗仓内腔中部纵

向安装有安装槽，所述安装槽两侧分别与两侧导流板连接，所述安装槽内腔中滑动安装有

过滤箱，其中一侧导流板顶部安装有第一环绕管，另一侧导流板顶部安装有第二环绕管，所

述清洗仓顶部于第一环绕管、第二环绕管之间安装有阻隔帘；

[0008] 其中，所述干燥机构包括干燥箱、横杆、翻盖板、散热管、加热仓、电热风机、分热

管，所述干燥箱底部两侧均安装有电热风机，所述电热风机的出风口连通至干燥箱的内腔

中，所述干燥箱的支撑腿上安装有加热仓，所述加热仓内腔中安装有加热丝，所述加热仓一

端通过管道连通至分热管的一端，所述分热管安装在干燥箱一侧内壁上，所述分热管顶部、

底部均安装有若干根散热管，若干根散热管上均开设有若干个散热孔，所述干燥箱内腔于

散热管的上方安装有横杆，所述干燥箱顶部两侧均铰链连接有翻盖板，两侧翻盖板对称安

装在横杆的两侧；

[0009] 其中，所述皮带输送机构包括输送皮带、滑杆、辊轮、第一输送电机、张紧辊、第一

安装架，所述第一安装架顶部两侧均安装有滑杆，所述第一安装架两端于滑杆下方均通过

转轴安装有辊轮，两端辊轮套接同一根输送皮带，所述输送皮带顶部与滑杆顶部位于同一

平面上，其中一端辊轮通过转轴以及减速机连接至第一输送电机的输出轴上，所述输送皮

带下方接触有张紧辊，所述张紧辊两端通过轴承转动连接在第一安装架的内腔中；

[0010] 其中，所述第一辊轴输送机构包括第二安装架、第二输送电机、输送辊轴、电机箱，

所述第二安装架一端侧面安装有电机箱，所述电机箱内腔中安装有第二输送电机，所述第

二安装架内腔顶部并排等距安装有若干个输送辊轴，若干个输送辊轴一端均安装有链轮，

第二输送电机的输出轴通过链轮与链条连接至输送辊轴；

[0011] 其中，所述载物机构包括载物箱、通风口、立板、横板、滤水板，所述载物箱内腔安

装有滤水板，所述滤水板上开设有若干个滤水孔，所述滤水板顶部竖直安装有若干个立板，

相邻立板顶端之间均安装有横板，所述载物箱侧面于滤水板下方开设有通风口。

[0012]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清洗仓底部安装有排污管，所述清洗仓侧面上安

装有第一清水管、第二清水管，所述第一清水管端部位于导流板下方，所述第二清水管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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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通至第一环绕管的底部，所述输送泵的进水口安装有进水管，所述进水管端部位于清洗

仓内腔底部，所述输送泵的出水口安装有输送管，所述输送管连通至第二环绕管的底部。

[0013]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清洗仓两侧顶部、底部均安装有导向杆，两侧导向

杆的两端均安装有固定杆，两端固定杆底端安装在两侧导流板的顶部，两侧导向杆之间的

距离大于载物箱的宽度。

[0014]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清洗仓两侧顶部内壁均安装有支撑杆，所述第一

环绕管、第二环绕管均套设在输送皮带、滑杆上，所述第一环绕管内腔顶部两侧均安装有第

一支撑板，两侧第一支撑板分别安装在两侧支撑杆的顶部，所述第一环绕管的顶部两侧均

安装有第一分流管，所述第一环绕管内腔顶部、底部、两侧以及第一分流管底部上均安装有

若干个喷头，所述第二环绕管内腔顶部两侧均安装有第二支撑板，两侧第二支撑板分别安

装在两侧支撑杆的顶部，所述第二环绕管顶部、底部、两侧均安装有第二分流管，所述第二

分流管上安装有若干个喷头。

[0015]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过滤箱底部安装有过滤网，所述过滤箱一端连接

有拉手，所述过滤箱活动贯穿安装在清洗仓的一侧面上。

[0016]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该玩具生产加工用清洗干燥设备的工作过程如下：

[0017] 步骤一：将第一清水管、第二清水管接入清水，通过第一清水管向清洗仓内腔中通

入清水，启动加热管，加热管将清水加热；

[0018] 步骤二：将需要清洗的玩具放置于载物箱中，将载物箱放置于第二辊轴输送机构

上，启动第二辊轴输送机构，第二辊轴输送机构将载物箱向前输送；

[0019] 步骤三：载物箱输送至皮带输送机构，启动第一输送电机，第一输送电机运转带动

辊轮转动，从而带动输送皮带转动，带动载物箱向前移动，经过导向杆导向，进入清洗仓内

腔中；

[0020] 步骤四：启动输送泵，输送泵运转通过进水管将清洗仓内腔中的水抽出，经过输送

管输送至第二环绕管中，从第二环绕管以及第二分流管上的若干喷头释放喷淋水，喷淋水

从载物箱底部、顶部、侧面进入载物箱内腔中，将玩具进行冲洗；

[0021] 步骤五：载物箱继续向前输送，经过第一环绕管时，从第二清水管向第一环绕管通

入清水，从第一环绕管以及第一分流管上的若干喷头释放喷淋水，喷淋水从载物箱底部、顶

部、侧面进入载物箱内腔中，将玩具进行第二次冲洗；

[0022] 步骤六：载物箱从清洗仓一端输出经过皮带输送机构端部进入第一辊轴输送机构

一端顶部，启动第二输送电机，第二输送电机运转带动若干个输送辊轴转动，带动载物箱进

入干燥箱中，关闭两侧翻盖板，启动加热仓、电热风机，加热仓释放热量经过分热管输送至

若干根散热管中，从散热孔释放热量对干燥箱内腔升温加热，电热风机释放热风至干燥箱

中，热风携带大量热量进入载物箱中，对清洗完成的玩具进行干燥；

[0023] 步骤七：载物箱从干燥箱一端输出，从第一辊轴输送机构端部取下载物箱，倒出玩

具收集即可。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5] (1)本发明的一种玩具生产加工用清洗干燥设备，通过将需要清洗的玩具放置于

载物箱中，将载物箱放置于第二辊轴输送机构上，启动第二辊轴输送机构，第二辊轴输送机

构将载物箱向前输送，载物箱输送至皮带输送机构，通过第一输送电机运转带动辊轮转动，

说　明　书 3/7 页

7

CN 111672806 A

7



从而带动输送皮带转动，带动载物箱向前移动，经过导向杆导向，进入清洗仓内腔中，通过

输送泵运转通过进水管将清洗仓内腔中的水抽出，经过输送管输送至第二环绕管中，从第

二环绕管以及第二分流管上的若干喷头释放喷淋水，喷淋水从载物箱底部、顶部、侧面进入

载物箱内腔中，将玩具进行冲洗，载物箱继续向前输送，经过第一环绕管时，从第二清水管

向第一环绕管通入清水，从第一环绕管以及第一分流管上的若干喷头释放喷淋水，喷淋水

从载物箱底部、顶部、侧面进入载物箱内腔中，将玩具进行第二次冲洗，载物箱从清洗仓一

端输出经过皮带输送机构端部进入第一辊轴输送机构一端顶部，通过第二输送电机运转带

动若干个输送辊轴转动，带动载物箱进入干燥箱中，关闭两侧翻盖板，通过加热仓释放热量

经过分热管输送至若干根散热管中，从散热孔释放热量对干燥箱内腔升温加热，电热风机

释放热风至干燥箱中，热风携带大量热量进入载物箱中，对清洗完成的玩具进行干燥；该清

洗干燥设备通过设置第二辊轴输送机构、皮带输送机构、第一辊轴输送机构，将装载有玩具

的载物箱自动输送，在载物箱输送的过程中完成了自动清洗和自动干燥过程，自动化程度

高，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使得清洗、干燥一体化，减少设备的使用，降低了生产成本；

[0026] (2)本发明的一种玩具生产加工用清洗干燥设备，清洗前，通过第一清水管向清洗

仓内腔中通入清水，启动加热管，加热管将清水加热，将水加热，提高清洗效果，同时，清洗

时，首先通过输送泵运转通过进水管将清洗仓内腔中的水抽出，经从第二环绕管以及第二

分流管上的若干喷头释放喷淋水将玩具进行冲洗，然后载物箱继续向前输送，经过第一环

绕管时，从第二清水管向第一环绕管通入清水，从第一环绕管以及第一分流管上的若干喷

头释放喷淋水将玩具进行第二次冲洗，其中清洗的喷淋水经过导流板导流，经过过滤箱过

滤去除固体杂质后回收至清洗仓内腔中，通过输送泵进行循环使用，同时第一环绕管通入

的是清水，不会使得回收的喷淋水污染玩具；该清洗干燥设备通过将清洗用水加热以及两

次清洗，使得清洗效果好且减少水资源的浪费。

附图说明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8] 图1是本发明中一种玩具生产加工用清洗干燥设备的立体图一；

[0029] 图2是本发明中一种玩具生产加工用清洗干燥设备的正视图；

[0030] 图3是本发明中一种玩具生产加工用清洗干燥设备的立体图二；

[0031] 图4是本发明中清洗机构、皮带输送机构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32] 图5是本发明中过滤箱的俯视图；

[0033] 图6是本发明中图4中A处的放大示意图；

[0034] 图7是本发明中图4中B处的放大示意图；

[0035] 图8是本发明中图4中C处的放大示意图；

[0036] 图9是本发明中清洗机构的内部正视图；

[0037] 图10是本发明中干燥机构的立体图；

[0038] 图11是本发明中干燥机构的正视图；

[0039] 图12是本发明中干燥机构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40] 图13是本发明中载物机构的立体图；

[0041] 图14是本发明中载物机构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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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图中：100、清洗机构；200、干燥机构；300、皮带输送机构；400、第一辊轴输送机构；

500、第二辊轴输送机构；600、载物机构；101、清洗仓；102、输送泵；103、导流板；104、安装

槽；105、过滤箱；106、排污管；107、加热管；108、第一清水管；109、安装板；110、第二清水管；

111、第一环绕管；112、导向杆；113、固定杆；114、支撑杆；115、第一分流管；116、第一支撑

板；117、第二环绕管；118、第二分流管；119、第二支撑板；120、阻隔帘；121、进水管；122、输

送管；201、干燥箱；202、横杆；203、翻盖板；204、散热管；205、加热仓；206、电热风机；207、分

热管；301、输送皮带；302、滑杆；303、辊轮；304、第一输送电机；305、张紧辊；306、第一安装

架；401、第二安装架；402、第二输送电机；403、输送辊轴；404、电机箱；601、载物箱；602、通

风口；603、立板；604、横板；605、滤水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

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

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44] 实施例1：

[0045] 请参阅图1-14所示，本实施例为一种玩具生产加工用清洗干燥设备，包括清洗机

构100、干燥机构200、皮带输送机构300、第一辊轴输送机构400、第二辊轴输送机构500、载

物机构600，第二辊轴输送机构500一端连接有皮带输送机构300，皮带输送机构300贯穿清

洗机构100，皮带输送机构300远离第二辊轴输送机构500一端连接有第一辊轴输送机构

400，第一辊轴输送机构400贯穿干燥机构200，第一辊轴输送机构400、皮带输送机构300、第

二辊轴输送机构500上放置有载物机构600；

[0046] 其中，清洗机构100包括清洗仓101、输送泵102、导流板103、过滤箱105、加热管

107、第一环绕管111、第二环绕管117，清洗仓101内腔底部两端均竖直安装有安装板109，清

洗仓101内腔底部一端安装有输送泵102，输送泵102一端与其中一端安装板109连接，另一

端安装板109接近输送泵102一侧上并排安装有若干个加热管107，清洗仓101内腔中部两侧

均倾斜安装有导流板103，两侧导流板103组合形成漏斗状，两侧导流板103底部分别连接至

两端安装板109顶部连接，清洗仓101内腔中部纵向安装有安装槽104，安装槽104两侧分别

与两侧导流板103连接，安装槽104内腔中滑动安装有过滤箱105，其中一侧导流板103顶部

安装有第一环绕管111，另一侧导流板103顶部安装有第二环绕管117，清洗仓101顶部于第

一环绕管111、第二环绕管117之间安装有阻隔帘120；

[0047] 其中，干燥机构200包括干燥箱201、横杆202、翻盖板203、散热管204、加热仓205、

电热风机206、分热管207，干燥箱201底部两侧均安装有电热风机206，电热风机206的出风

口连通至干燥箱201的内腔中，干燥箱201的支撑腿上安装有加热仓205，加热仓205内腔中

安装有加热丝，加热仓205一端通过管道连通至分热管207的一端，分热管207安装在干燥箱

201一侧内壁上，分热管207顶部、底部均安装有若干根散热管204，若干根散热管204上均开

设有若干个散热孔，干燥箱201内腔于散热管204的上方安装有横杆202，干燥箱201顶部两

侧均铰链连接有翻盖板203，两侧翻盖板203对称安装在横杆202的两侧；

[0048] 其中，皮带输送机构300包括输送皮带301、滑杆302、辊轮303、第一输送电机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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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紧辊305、第一安装架306，第一安装架306顶部两侧均安装有滑杆302，第一安装架306两

端于滑杆302下方均通过转轴安装有辊轮303，两端辊轮303套接同一根输送皮带301，输送

皮带301顶部与滑杆302顶部位于同一平面上，其中一端辊轮303通过转轴以及减速机连接

至第一输送电机304的输出轴上，输送皮带301下方接触有张紧辊305，张紧辊305两端通过

轴承转动连接在第一安装架306的内腔中；

[0049] 其中，第一辊轴输送机构400包括第二安装架401、第二输送电机402、输送辊轴

403、电机箱404，第二安装架401一端侧面安装有电机箱404，电机箱404内腔中安装有第二

输送电机402，第二安装架401内腔顶部并排等距安装有若干个输送辊轴403，若干个输送辊

轴403一端均安装有链轮，第二输送电机402的输出轴通过链轮与链条连接至输送辊轴403；

[0050] 其中，载物机构600包括载物箱601、通风口602、立板603、横板604、滤水板605，载

物箱601内腔安装有滤水板605，滤水板605上开设有若干个滤水孔，滤水板605顶部竖直安

装有若干个立板603，相邻立板603顶端之间均安装有横板604，载物箱601侧面于滤水板605

下方开设有通风口602。

[0051] 具体的，清洗仓101底部安装有排污管106，清洗仓101侧面上安装有第一清水管

108、第二清水管110，第一清水管108端部位于导流板103下方，第二清水管110端部连通至

第一环绕管111的底部，输送泵102的进水口安装有进水管121，进水管121端部位于清洗仓

101内腔底部，输送泵102的出水口安装有输送管122，输送管122连通至第二环绕管117的底

部。

[0052] 清洗仓101两侧顶部、底部均安装有导向杆112，两侧导向杆112的两端均安装有固

定杆113，两端固定杆113底端安装在两侧导流板103的顶部，两侧导向杆112之间的距离大

于载物箱601的宽度。

[0053] 清洗仓101两侧顶部内壁均安装有支撑杆114，第一环绕管111、第二环绕管117均

套设在输送皮带301、滑杆302上，第一环绕管111内腔顶部两侧均安装有第一支撑板116，两

侧第一支撑板116分别安装在两侧支撑杆114的顶部，第一环绕管111的顶部两侧均安装有

第一分流管115，第一环绕管111内腔顶部、底部、两侧以及第一分流管115底部上均安装有

若干个喷头，第二环绕管117内腔顶部两侧均安装有第二支撑板119，两侧第二支撑板119分

别安装在两侧支撑杆114的顶部，第二环绕管117顶部、底部、两侧均安装有第二分流管118，

第二分流管118上安装有若干个喷头。

[0054] 过滤箱105底部安装有过滤网，过滤箱105一端连接有拉手，过滤箱105活动贯穿安

装在清洗仓101的一侧面上。

[0055] 请参阅图1-14所示，本实施例中的一种玩具生产加工用清洗干燥设备的工作过程

如下：

[0056] 步骤一：将第一清水管108、第二清水管110接入清水，通过第一清水管108向清洗

仓101内腔中通入清水，启动加热管107，加热管107将清水加热；

[0057] 步骤二：将需要清洗的玩具放置于载物箱601中，将载物箱601放置于第二辊轴输

送机构500上，启动第二辊轴输送机构500，第二辊轴输送机构500将载物箱601向前输送；

[0058] 步骤三：载物箱601输送至皮带输送机构300，启动第一输送电机304，第一输送电

机304运转带动辊轮303转动，从而带动输送皮带301转动，带动载物箱601向前移动，经过导

向杆112导向，进入清洗仓101内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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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步骤四：启动输送泵102，输送泵102运转通过进水管121将清洗仓101内腔中的水

抽出，经过输送管122输送至第二环绕管117中，从第二环绕管117以及第二分流管118上的

若干喷头释放喷淋水，喷淋水从载物箱601底部、顶部、侧面进入载物箱601内腔中，将玩具

进行冲洗；

[0060] 步骤五：载物箱601继续向前输送，经过第一环绕管111时，从第二清水管110向第

一环绕管111通入清水，从第一环绕管111以及第一分流管115上的若干喷头释放喷淋水，喷

淋水从载物箱601底部、顶部、侧面进入载物箱601内腔中，将玩具进行第二次冲洗；

[0061] 步骤六：载物箱601从清洗仓101一端输出经过皮带输送机构300端部进入第一辊

轴输送机构400一端顶部，启动第二输送电机402，第二输送电机402运转带动若干个输送辊

轴403转动，带动载物箱601进入干燥箱201中，关闭两侧翻盖板203，启动加热仓205、电热风

机206，加热仓205释放热量经过分热管207输送至若干根散热管204中，从散热孔释放热量

对干燥箱201内腔升温加热，电热风机206释放热风至干燥箱201中，热风携带大量热量进入

载物箱601中，对清洗完成的玩具进行干燥；

[0062] 步骤七：载物箱601从干燥箱201一端输出，从第一辊轴输送机构400端部取下载物

箱601，倒出玩具收集即可。

[0063] 在本说明书的描述中，参考术语“一个实施例”、“示例”、“具体示例”等的描述意指

结合该实施例或示例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包含于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

例或示例中。在本说明书中，对上述术语的示意性表述不一定指的是相同的实施例或示例。

而且，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可以在任何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或示例中以合

适的方式结合。

[0064] 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本发明所作的举例和说明，所属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对所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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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不偏离发明或者超

越本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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