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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环保型清花机。包括

机体外壳、进料口、出料口、弧形挡板、第一电机、

第二电机、支架、皮带，其特征在于所述机体外壳

内一端上部设置有清花机构、传送桨叶和直面挡

板，中部设置有过滤筛，底部设置有杂物收纳箱

和吸尘器，所述过滤筛一端与机体外壳内壁连

接，另一端与弧形挡板连接，弧形挡板的一端设

置有除铁屑机构，该除铁屑机构的另一端设置有

传输带，该传输带的上方设置有压棉辊，传输带

另一端与出料口连通，进料口与清花机构连通，

所述第一电机通过若干皮带分别给清花机构、传

送桨叶提供动力，所述第二电机通过若干皮带分

别给除铁屑机构、传输带提供动力。本实用新型

清花效率好，降低粉尘杂物对环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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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环保型清花机，包括机体外壳、进料口、出料口、清花机构、传送桨叶、直面挡板、

除铁屑机构、压棉辊、振动器、过滤筛、弧形挡板、铁屑收纳箱、传输带、杂物收纳箱、吸尘器、

软管、第一电机、第二电机、支架、皮带，其特征在于所述机体外壳内一端上部设置有清花机

构、传送桨叶和直面挡板，中部设置有具有振动器的过滤筛，底部设置有杂物收纳箱和吸尘

器，所述过滤筛一端与机体外壳内壁连接，另一端与弧形挡板连接，所述弧形挡板的一端设

置有除铁屑机构，该除铁屑机构的另一端设置有传输带，该传输带的上方设置有压棉辊，所

述传输带另一端与出料口连通，所述进料口设置在机体外壳顶部并与清花机构连通，所述

第一电机通过若干皮带分别给清花机构、传送桨叶提供动力，所述第二电机通过若干皮带

分别给除铁屑机构、传输带提供动力。

2.按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环保型清花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清花机构包括转轴，所述转轴

的侧面设有滚筒，所述滚筒的侧面设有均匀分布的打棉杆，所述转轴的一端与机体外壳的

轴承连接，另一端伸出机体外壳通过皮带与第一电机连接。

3.按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环保型清花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筛是长方形过滤筛，所述

振动器位于过滤筛的正下方，该过滤筛的前、后、左边与机体外壳内壁横向倾斜连接，右边

与弧形挡板的底部连接，所述弧形挡板的两侧与机体外壳前、后内壁纵向倾斜连接，所述直

面挡板两侧和顶部与机体外壳前、后、顶部内壁连接，弧形挡板和直面挡板之间留有间隙。

4.按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环保型清花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杂物收纳箱放置在过滤筛的

下方，杂物收纳箱和过滤筛之间通过软管与吸尘器连通。

5.按权利要求4所述一种环保型清花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除铁屑机构包括第二传送带、

第一传送带、主动轴、从动轴、转筒、第二电磁块、第一电磁块，所述主动轴、从动轴之间设有

转筒，该转筒两端分别与机体外壳的前、后内壁连接，所述主动轴、从动轴通过第二传送带、

第一传送带传动连接，所述第二传送带位于第一传送带外侧，该第一传送带表面均匀设置

有若干第一电磁块，所述转筒位于底部的第二传送带、第一传送带之间，该转筒的上表面与

第一传送带接触，所述转筒的下方设置有铁屑收纳箱，该铁屑收纳箱的表面设置有第二电

磁块，所述主动轴的一端伸出机体外壳通过皮带与第二电机连接，另一端通过轴承与机体

外壳连接，所述从动轴两端通过轴承与机体外壳连接。

6.按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一种环保型清花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传输带与压棉辊的

间距为3-6厘米，该压棉辊的两端分别与机体外壳的前、后两侧连接。

7.按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一种环保型清花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体外壳的底部四

角与支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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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保型清花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清花机，具体涉及一种环保型清花机。

背景技术

[0002] 清花是棉纺厂的第一道工序，清花是俗称，专业全称是开清棉工序，开清棉工序的

任务和目的是将原料棉花通过开清棉机械混合、开松和除杂后，生产加工成长度重量合格

的棉卷；一般情况下，清花机工作时产生的大量粉尘是被除尘风机吸走，进而把粉尘排放到

空气中，粉尘在空气中飞舞，对工作环境产生一定的空气污染，粉尘容易被人身呼吸吸入身

体内，对工人的身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需要对清花机的除尘系统进行改进，在加工的时

候难免会出现操作的问题，使铁屑等残渣在棉花内部难以清理，籽棉和铁屑一起被加工，使

籽棉在成品后会掺杂铁屑，影响工厂的成品率，并且影响人们的穿着和使用，使人们的安全

受到损害。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环保型清花机，使粉尘、杂

物、铁屑分别集中到相应的收纳箱里，降低粉尘对环境的污染。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技术解决方案是：一种环保型清花机，包括机体外

壳、进料口、出料口、清花机构、传送桨叶、直面挡板、除铁屑机构、压棉辊、振动器、过滤筛、

弧形挡板、铁屑收纳箱、传输带、杂物收纳箱、吸尘器、软管、第一电机、第二电机、支架、皮

带，其特征在于所述机体外壳内一端上部设置有清花机构、传送桨叶和直面挡板，中部设置

有具有振动器的过滤筛，底部设置有杂物收纳箱和吸尘器，所述过滤筛一端与机体外壳内

壁连接，另一端与弧形挡板连接，所述弧形挡板的一端设置有除铁屑机构，该除铁屑机构的

另一端设置有传输带，该传输带的上方设置有压棉辊，所述传输带另一端与出料口连通，所

述进料口设置在机体外壳顶部并与清花机构连通，所述第一电机通过若干皮带分别给清花

机构、传送桨叶提供动力，所述第二电机通过若干皮带分别给除铁屑机构、传输带提供动

力。

[0005] 所述清花机构包括转轴，所述转轴的侧面设有滚筒，所述滚筒的侧面设有均匀分

布的打棉杆，所述转轴的一端与机体外壳的轴承连接，另一端伸出机体外壳通过皮带与第

一电机连接。

[0006] 所述过滤筛是长方形过滤筛，所述振动器位于过滤筛的正下方，该过滤筛的前、

后、左边与机体外壳内壁横向倾斜连接，右边与弧形挡板的底部连接，所述弧形挡板的两侧

与机体外壳前、后内壁纵向倾斜连接，所述直面挡板两侧和顶部与机体外壳前、后、顶部内

壁连接，弧形挡板和直面挡板之间留有间隙。

[0007] 所述杂物收纳箱放置在过滤筛的下方，杂物收纳箱和过滤筛之间通过软管与吸尘

器连通。

[0008] 所述除铁屑机构包括第二传送带、第一传送带、主动轴、从动轴、转筒、第二电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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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第一电磁块，所述主动轴、从动轴之间设有转筒，该转筒两端分别与机体外壳的前、后内

壁连接，所述主动轴、从动轴通过第二传送带、第一传送带传动连接，所述第二传送带位于

第一传送带外侧，该第一传送带表面均匀设置有若干第一电磁块，所述转筒位于底部的第

二传送带、第一传送带之间，该转筒的上表面与第一传送带接触，所述转筒的下方设置有铁

屑收纳箱，该铁屑收纳箱的表面设置有第二电磁块，所述主动轴的一端伸出机体外壳通过

皮带与第二电机连接，另一端通过轴承与机体外壳连接，所述从动轴两端通过轴承与机体

外壳连接。

[0009] 所述传输带与压棉辊的间距为3-6厘米，该压棉辊的两端分别与机体外壳的前、后

两侧连接。

[0010] 所述机体外壳的底部四角与支架连接。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清花机构的下方设置了带振动器的过滤

筛，在进行清花操作时，离心力将杂质甩出，并使杂质通过过滤筛进入到杂物收纳箱中，便

于对杂质进行收集，粉尘通过吸尘器吸走，防止粉尘污染空气，再将比较难去除的铁屑通过

除铁屑机构单独收集，可回收再利用，也使棉花更干净。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是图1的右视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是除铁屑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是第一传送带表面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是清花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中：1—机体外壳，2—进料口，3—出料口，4—清花机构，5—传送桨叶，  6—直面

挡板，7—除铁屑机构，8—压棉辊，9—振动器，10—过滤筛，11—弧形挡板，12—铁屑收纳

箱，13—传输带，14—杂物收纳箱，15—吸尘器，16—软管，17—第一电机，18—第二电机，

19—支架，20—皮带，71—第二传送带，  72—第一传送带，73—主动轴，74—从动轴，75—转

筒，76—第二电磁块，77 —第一电磁块，41—转轴，42—滚筒，43—打棉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及其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9] 参见图1-5，本实用新型包括机体外壳1，所述机体外壳1一端顶部设置有进料口2，

另一端一侧设置有出料口3，其特征在于所述机体外壳1内依次设置有由第一电机17驱动的

清花单元和第二电机18驱动的除铁屑单元、辗压输出单元，所述清花单元设置在进料口2的

下方，所述清花单元内部的上端设有两个对称设置的清花机构4和一个传送桨叶5，中部设

置有过滤筛10，底部设置有杂物收纳箱14，所述过滤筛10的一端下方通过软管16与吸尘器

15连通，该过滤筛的另一端设置有弧形挡板11，该弧形挡板11的斜上方设置有直面挡板6，

所述弧形挡板11和直面挡板6之间设有间隙，通过间隙与除铁屑单元连通，所述除铁屑单元

的一端设置在弧形挡板11的一侧下方，该除铁屑单元包括第二传送带71、第一传送带72、主

动轴73、从动轴74、转筒75、第二电磁块76、第一电磁块77、铁屑收纳箱12，所述主动轴73、从

动轴74之间设置有两个转筒  75，并且通过第一传送带72、第二传送带71传动连接，所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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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送带81位于第一传送带72的外侧，所述转筒75设置在底部的第一传送带72和第二传送

带71之间，并且转筒75的表面上搭接在第一传送带72上，所述第一传送带72 的表面上固定

连接有第一磁铁块77，所述转筒75的下方对应设置有铁屑收纳箱  12，该铁屑收纳箱的表面

上固定连接有第二磁铁块76；所述辗压输出单元由若干压棉辊8和传输带13组成，所述传输

带13的上方设置有压棉辊8，一端位于主动轴73的下方，另一端与出料口3连通。

[0020] 所述清花机构4包括转轴41，所述转轴41的侧面设有滚筒42，所述滚筒  42的侧面

设有均匀分布的打棉杆43，所述转轴41的一端与机体外壳1的轴承连接，另一端伸出机体外

壳1通过皮带20与第一电机17连接，该清花机构对称设置有两个，使清花效率更高。

[0021] 所述过滤筛10是长方形过滤筛，所述振动器9位于过滤筛的正下方，该过滤筛的

前、后、左边与机体外壳1内壁水平连接，右边与弧形挡板11的底部连接，所述弧形挡板11的

两侧与机体外壳1前、后内壁倾斜连接，所述直面挡板  6两侧和顶部与机体外壳1前、后、顶

部内壁连接，弧形挡板11和直面挡板6  之间留有间隙，将清花室包围成倒梯开，并用传送桨

叶将棉花从上面刮至除铁屑机构，使棉花分散，使棉花内掺杂的铁屑更容易给吸附在第一

磁铁块吸附，清理铁屑的效果更好。

[0022] 所述杂物收纳箱14放置在过滤筛10的下方，杂物收纳箱14和过滤筛10  之间通过

软管16与吸尘器15连通，方便清理杂物和防止扬尘。

[0023] 所述除铁屑机构7包括第二传送带71、第一传送带72、主动轴73、从动轴  74、转筒

75、第二电磁块76、第一电磁块77，所述主动轴73、从动轴74之间设有转筒75，该转筒两端分

别与机体外壳1的前、后内壁连接，所述主动轴73、从动轴74通过第二传送带71、第一传送带

72传动连接，所述第二传送带71位于第一传送带72外侧，该第一传送带表面均匀设置有若

干第一电磁块77，所述转筒75位于底部的第二传送带71、第一传送带72之间，该转筒75的上

表面与第一传送带72接触，所述转筒75的下方设置有铁屑收纳箱12，该铁屑收纳箱  12的表

面设置有第二电磁块76，所述主动轴73的一端伸出机体外壳1通过皮带20与第二电机18连

接，另一端通过轴承与机体外壳1连接，所述从动轴74  两端通过轴承与机体外壳1连接；通

过设置第一传送带、第二传送带、转筒和第一磁铁块，在第二电机带动下使主动轴转动，从

而使第一传送带和第二传送带共同转动，使棉花可以从左向右运输，并且通过第一磁铁块

吸附，使一些混有的铁屑吸附在第二传送带上运动，棉花从右掉落到传输带上，混有的金属

继续运动至转筒处，由于第一磁铁块因距离磁性越来越远，使混有的铁屑掉落至铁屑收纳

箱，使该可以清理铁屑的清花机具有去除金属的功能。

[0024] 所述传输带13与压棉辊8的间距为3-6厘米，该压棉辊8的两端分别与机体外壳1的

前、后两侧连接，使清花后的棉花压平，方便制成棉卷。

[0025] 所述机体外壳1的底部四角与支架19连接，方便移动。

[0026] 工作原理和使用过程：本实用新型的第一电机17通过若干皮带20给清花机构4和

传送桨叶5提供动力，第二电机18通过若干皮带20给除铁屑机构7  和传输带13提供动力，在

使用时，棉花由进料口1进入清花室，通过打棉杆43  将棉花打散；棉花被打击的同时由上至

下向前滚动，棉花的子棉被开松，土块、碎石等杂质在重力、离心力和振动器9的振动作用下

通过过滤筛摩擦、撞击进入杂物收纳箱14；粉尘通过吸尘器15吸走，开松的棉花在清花机构

的滚动作用下向前移动，直到沿着弧形挡板11向上前面推进，被传送桨叶5刮到带入除铁屑

机构7的上方，直面挡板6挡住棉花直接甩出除铁屑机构7，并且直面挡板6  与除铁屑机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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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有间隙，用于预设棉卷的厚度，经传送桨叶5刮到除铁屑机构7上方的棉花经除铁屑后

传送带传输带13上，该传输带13上方设置有压棉辊8，将经过传输带13上的棉花压实经出料

口3传输出去即可与梳理机连接进入下一个工序，而土块及碎石等杂质收集在杂物收纳箱

14，铁屑金属内杂质收集在铁屑收纳箱12，粉尘收集在吸尘器内，方便集中处理回收，避免

了粉尘污染空气，防止杂质污染环境，便于棉花的后续加工处理，可以有效提高工作效率，

节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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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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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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