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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干燥和净化功能的

办公柜，包括壁壳，所述壁壳内设有工作腔，所述

工作腔下端壁固定设有电机，所述工作腔靠近所

述电机后端壁设有槽轮机构，所述槽轮机构用于

驱动装置传动切换，所述电机连接有电机轴，所

述电机轴上端固定设有行动锥齿轮，所述工作腔

左端壁内设有上升腔，所述上升腔内设有挡块，

所述上升腔上端壁内设有上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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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干燥和净化功能的办公柜，包括壁壳，其特征在于：

所述壁壳内设有工作腔，所述工作腔下端壁固定设有电机，所述工作腔靠近所述电机

后端壁设有槽轮机构，所述槽轮机构用于驱动装置传动切换，所述工作腔下端壁转动设有

输出轴，所述输出轴上固定设有输出齿轮，所述输出轴上端面固定设有动力锥齿轮，所述工

作腔下端壁转动设有旋转轴，所述旋转轴上固定设有旋转齿轮，所述旋转轴上端固定设有

输入锥齿轮，所述工作腔后端壁左端设有嵌合锥齿轮轴，所述嵌合锥齿轮轴前端固定设有

嵌合锥齿轮，所述输入锥齿轮与所述嵌合锥齿轮啮合，所述嵌合锥齿轮轴右侧设有与所述

工作腔后端壁固定连接的第一固定块，所述第一固定块内转动设有锥齿轮轴，所述锥齿轮

轴的左端固定设有连接锥齿轮，所述锥齿轮轴右端固定设有锥齿轮，所述第一固定块右侧

设有与所述工作腔后端壁转动连接的扇形齿轮轴，所述扇形齿轮轴上固定设有扇行锥齿轮

与扇形齿轮，所述扇行锥齿轮位于所述扇形齿轮前侧，所述扇形齿轮轴与所述锥齿轮啮合，

所述扇形齿轮轴右侧设有与所述工作腔后端壁转动连接的棘轮轴，所述棘轮轴上固定设有

齿轮盘，所述齿轮盘前端面固定设有推柱，所述齿轮盘与所述扇形齿轮啮合，靠近所述棘轮

轴设有与所述工作腔后端壁转动连接的槽轮轴，所述槽轮轴上固定设有棘轮与传动轮，所

述传动轮位于所述棘轮前侧，所述传动轮设有传动带，所述推柱转动可推动所述棘轮转动

带动传动轮转动所述传动带，所述传动带带动槽轮机构工作。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具有干燥和净化功能的办公柜，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

连接有电机轴，所述电机轴上端固定设有行动锥齿轮，所述电机轴上固定设有第一链轮，所

述电机轴左侧设有与所述工作腔下端壁转动连接的输出齿轮轴，所述输出齿轮轴上端固定

设有驱动锥齿轮，所述输出齿轮轴上固定设有输出齿轮，所述槽轮机构内设有棘轮块，所述

棘轮块前端面转动设有棘轮轴，所述棘轮轴上固定设有转轮与棘轮，所述棘轮位于所述转

轮前侧，所述棘轮前端面固定设有推力柱，靠近所述棘轮轴下侧设有与所述棘轮块前端面

转动连接的转心轴，所述推力柱与所述转心轴间连接有摆动块，靠近所述棘轮块下端面固

定设有齿条，所述摆动块与所述齿条啮合，通过所述棘轮带动所述推力柱转动，使摆动块推

动齿条左右移动。

3.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具有干燥和净化功能的办公柜，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

腔左端壁内设有上升腔，所述上升腔内设有挡块，所述上升腔上端壁内设有上升机构，所述

上升机构可对挡块拉升，所述挡块上端面连接有提升绳，所述挡块上端壁设有定位销，所述

定位销与所述挡块间连接有定位弹簧，所述上升腔内靠近所述定位销腔壁设有卡位销轴，

所述卡位销轴内设有卡位销，所述卡位销与所述壁壳间连接有拉力弹簧，所述卡位销前端

面上侧固定设有拉绳柱，所述拉绳柱与拉绳一上端连接，所述拉绳一下端与左侧所述压位

块上端面连接，所述上升机构内设有线轮，所述线轮连接拉升轴左端，靠近所述线轮设有复

位块，所述复位块与所述拉升轴连接有拉升轴弹簧，所述拉升轴上固定设有旋轴锥齿轮，所

述旋轴锥齿轮与旋配锥齿轮啮合，靠近所述复位块设有与拉升轴配合连接的提升轮，所述

提升轮上端面连接有提升推块，所述提升推块上端面与所述壁壳固定。

4.根据权利要求  3所述的一种具有干燥和净化功能的办公柜，其特征在于：所述切换

机构内靠近右端设有驱动轴，所述驱动轴配合有输入锥齿轮与第二输入锥齿轮，所述输入

锥齿轮与第二输入锥齿轮之间固定有第二固定块，所述输入锥齿轮与第一锥齿轮啮合，所

述第一锥齿轮与第二锥齿轮配合有连接轴一，所述连接轴一连接有推杆，所述第二锥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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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输出锥齿轮啮合带动输出轴配合的动力锥齿轮转动带动所述动力轮轴和所述动力带轮

转动，从而带动传送带运动，所述切换机构内靠近所述第二输入锥齿轮上端设有第三锥齿

轮与第四锥齿轮配合有第二连接轴，所述第二连接轴连接有所述推杆，当右端所述压位块

收到压缩推动所述推杆下压，所述第一锥齿轮和所述第二锥齿轮脱离所述输入锥齿轮与所

述输出锥齿轮啮合，所述第三锥齿轮和所述第四锥齿轮与所述配合锥齿轮和所述第二输入

锥齿轮啮合。

5.根据权利要求  4所述的一种具有干燥和净化功能的办公柜，其特征在于：所述切换

机构内靠近所述配合锥齿轮设有拉块，所述拉块与支点轴连接有撬杆，所述支点轴后端设

有支点块，所述配合锥齿轮下端连接设有助推杆，所述助推杆与所述配合锥齿轮间设有第

一固定轴，靠近所述支点块设有助推杆，所述助推杆下端面连接所述助推杆，所述助推杆左

端连接有推杆锥齿轮，所述助推杆与所述助推杆间设有限位块，当所述挡块上升置顶时挤

压推动所述助拉杆拉动所述推杆上升拉动所述撬杆推动所述助推杆与所述助推杆，使所述

配合锥齿轮脱离所述衔接锥齿轮啮合，所述推杆锥齿轮啮合嵌合锥齿轮和连接锥齿轮使棘

轮机构运作。

6.根据权利要求3  所述的一种具有干燥和净化功能的办公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棘轮

机构内设有锥齿轮，所述连接锥齿轮与锥齿轮间连接有锥齿轮轴，所述锥齿轮轴上设有第

一固定块，所述锥齿轮啮合扇行锥齿轮，所述扇行锥齿轮啮合齿轮盘转动推柱，所述推柱推

动棘轮转四分之一带动传动轮带动传动带进而推动传动切换工作。

7.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具有干燥和净化功能的办公柜，其特征在于：所述切换

机构内靠近右端设有驱动轴，所述驱动轴配合有输入锥齿轮与第二输入锥齿轮，所述输入

锥齿轮与第二输入锥齿轮之间固定有第二固定块，所述输入锥齿轮与第一锥齿轮啮合，所

述第一锥齿轮与第二锥齿轮配合有连接轴一，所述连接轴一连接有推杆，所述第二锥齿轮

与输出锥齿轮啮合带动输出轴配合的动力锥齿轮转动带动所述动力轮轴和所述动力带轮

转动，从而带动传送带运动，所述切换机构内靠近所述第二输入锥齿轮上端设有第三锥齿

轮与第四锥齿轮配合有第二连接轴，所述第二连接轴连接有所述推杆，当右端所述压位块

收到压缩推动所述推杆下压，所述第一锥齿轮和所述第二锥齿轮脱离所述输入锥齿轮与所

述输出锥齿轮啮合，所述第三锥齿轮和所述第四锥齿轮与所述配合锥齿轮和所述第二输入

锥齿轮啮合。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干燥和净化功能的办公柜，其特征在于：所述行动锥

齿轮右端壁设有动力轮轴，所述动力轮轴带动动力带轮，所述壁壳伸出端设有输出带轮轴

和输入带轴，所述输出带轮轴和所述输入带轴上有输出带轮和输入带轮，所述输出带轮和

所述输入带轮端面上连接有传送带，所述传送带带动定位块运动，传送带上端面设有定位

机构，所述定位机构内设有压位块，所述压位块下压推动推杆，所述推杆推动切换机构切换

传动，所述切换机构传动切换后传动至所述上升机构，所述上升机构转动拉伸挡块置顶推

动助拉杆上拉推动助推杆，所述助推杆带动配合锥齿轮脱离第三锥齿轮啮合，所述助推杆

带动推杆锥齿轮与嵌合锥齿轮和连接锥齿轮同时啮合，所述连接锥齿轮带动棘轮机构转

动，所述棘轮机构带动槽轮机构进行切换传动，使所述传送带继续带动定位块运动，所述槽

轮机构内下端面靠近所述输出轴设有行动锥齿轮，所述行动锥齿轮与第一链轮连接有电

机，靠近所述行动锥齿轮上端设有棘轮块，所述棘轮块上设有棘轮、摆动块、转心轴、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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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棘轮上设有推力柱，所述推力柱跟随棘轮转动推动摆动块绕转心轴运动，所述转心轴

带动齿条左右推动，所述齿条上连接有行动轴，所述行动轴上连接有第一啮合锥齿轮、第三

切换锥齿轮、第二切换锥齿轮、第一切换锥齿轮，靠近所述第一切换锥齿轮啮合有与驱动轴

连接的第二啮合锥齿轮，所述棘轮块通过所述传动带带动运转进行传动切换，当所述棘轮

转动四分之一时，所述齿条带动行动轴左移使所述第三切换锥齿轮和所述第一切换锥齿轮

脱离所述行动锥齿轮和第二啮合锥齿轮啮合，此时通过所述行动锥齿轮带动所述电机通过

输入链条传递至旋转齿轮带动输入锥齿轮转动，从而使棘轮机构继续运作，当所述棘轮转

动下一个/时，所述第二切换锥齿轮和所述第一啮合锥齿轮与所述行动锥齿轮和所述驱动

锥齿轮啮合，所述驱动锥齿轮与输出齿轮间连接有输出齿轮轴，所述驱动锥齿轮带动所述

输出齿轮转动，所述输出齿轮带动输出链条带动输出齿轮转动，所述输出齿轮与所述输出

锥齿轮和所述动力锥齿轮间连接有所述输出轴，从而使带传动继续运作。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干燥和净化功能的办公柜，其特征在于：述定时感应

腔下端设定时器，当运输至此时，装置干燥和净化装置启动，动力源停止，所述拉升轴弹簧、

所述定时器、所述压力弹簧一、所述受力弹簧，处于正常状态，所述壁壳伸出的左端壁设有

触控开关，触碰时装置会停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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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干燥和净化功能的办公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办公领域,具体为一种具有干燥和净化功能的办公柜。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办公质量普遍提高，办公文件逐渐增多，较多使用办公柜对办公

文件文案进行存档，一般为木质或铁质的办公柜进行对文件存放，而传统的办公柜储存方

式容易在雨季等潮湿天气使文件湿润产生霉菌，对一些需要久放的文案存储不利，需要不

定期的做通风处理，减缓文件的存储时限过短。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具有干燥和净化功能的办公柜，克服在雨季

等潮湿天气使文件湿润产生霉菌等问题。

[0004]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5] 本发明的一种具有干燥和净化功能的办公柜，包括壁壳,所述壁壳内设有工作腔，

所述工作腔下端壁固定设有电机，所述工作腔靠近所述电机后端壁设有槽轮机构，所述槽

轮机构用于驱动装置传动切换，所述工作腔下端壁转动设有输出轴，所述输出轴上固定设

有输出齿轮，所述输出轴上端面固定设有动力锥齿轮，所述工作腔下端壁转动设有旋转轴，

所述旋转轴上固定设有旋转齿轮，所述旋转轴上端固定设有输入锥齿轮，所述工作腔后端

壁左端设有嵌合锥齿轮轴，所述嵌合锥齿轮轴前端固定设有嵌合锥齿轮，所述输入锥齿轮

与所述嵌合锥齿轮啮合，所述嵌合锥齿轮轴右侧设有与所述工作腔后端壁固定连接的第一

固定块，所述第一固定块内转动设有锥齿轮轴，所述锥齿轮轴的左端固定设有连接锥齿轮，

所述锥齿轮轴右端固定设有锥齿轮，所述第一固定块右侧设有与所述工作腔后端壁转动连

接的扇形齿轮轴，所述扇形齿轮轴上固定设有扇行锥齿轮与扇形齿轮，所述扇行锥齿轮位

于所述扇形齿轮前侧，所述扇形齿轮轴与所述锥齿轮啮合，所述扇形齿轮轴右侧设有与所

述工作腔后端壁转动连接的棘轮轴，所述棘轮轴上固定设有齿轮盘，所述齿轮盘前端面固

定设有推柱，所述齿轮盘与所述扇形齿轮啮合，靠近所述棘轮轴设有与所述工作腔后端壁

转动连接的槽轮轴，所述槽轮轴上固定设有棘轮与传动轮，所述传动轮位于所述棘轮前侧，

所述传动轮设有传动带，所述推柱转动可推动所述棘轮转动带动传动轮转动所述传动带，

所述传动带带动槽轮机构工作。

[0006] 所述电机连接有电机轴，所述电机轴上端固定设有行动锥齿轮，所述电机轴上固

定设有第一链轮，所述电机轴左侧设有与所述工作腔下端壁转动连接的输出齿轮轴，所述

输出齿轮轴上端固定设有驱动锥齿轮，所述输出齿轮轴上固定设有输出齿轮，所述槽轮机

构内设有棘轮块，所述棘轮块前端面转动设有棘轮轴，所述棘轮轴上固定设有转轮与棘轮，

所述棘轮位于所述转轮前侧，所述棘轮前端面固定设有推力柱，靠近所述棘轮轴下侧设有

与所述棘轮块前端面转动连接的转心轴，所述推力柱与所述转心轴间连接有摆动块，靠近

所述棘轮块下端面固定设有齿条，所述摆动块与所述齿条啮合，通过所述棘轮带动所述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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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柱转动，使摆动块推动齿条左右移动。

[0007] 优选地，所述工作腔左端壁内设有上升腔，所述上升腔内设有挡块，所述上升腔上

端壁内设有上升机构，所述上升机构可对挡块拉升，所述挡块上端面连接有提升绳，所述挡

块上端壁设有定位销，所述定位销与所述挡块间连接有定位弹簧，所述上升腔内靠近所述

定位销腔壁设有卡位销轴，所述卡位销轴转动连接设有卡位销，所述卡位销与所述壁壳间

连接有拉力弹簧，所述卡位销前端面上侧固定设有拉绳柱，所述拉绳柱与拉绳一上端连接，

所述拉绳一下端与左侧所述压位块上端面连接，所述上升机构内设有线轮，所述线轮连接

拉升轴左端，靠近所述线轮设有复位块，所述复位块与所述拉升轴连接有拉升轴弹簧，所述

拉升轴上固定设有旋轴锥齿轮，所述旋轴锥齿轮与旋配锥齿轮啮合，靠近所述复位块设有

与拉升轴配合连接的提升轮，所述提升轮上端面连接有提升推块，所述提升推块上端面与

所述壁壳固定。

[0008] 优选地，所述切换机构内靠近右端设有驱动轴，所述驱动轴配合有输入锥齿轮与

第二输入锥齿轮，所述输入锥齿轮与第二输入锥齿轮之间固定有第二固定块，所述输入锥

齿轮与第一锥齿轮啮合，所述第一锥齿轮与第二锥齿轮配合有连接轴一，所述连接轴一连

接有推杆，所述第二锥齿轮与输出锥齿轮啮合带动输出轴配合的动力锥齿轮转动带动所述

动力轮轴和所述动力带轮转动，从而带动传送带运动，所述切换机构内靠近所述第二输入

锥齿轮上端设有第三锥齿轮与第四锥齿轮配合有第二连接轴，所述第二连接轴连接有所述

推杆，当右端所述压位块收到压缩推动所述推杆下压，所述第一锥齿轮和所述第二锥齿轮

脱离所述输入锥齿轮与所述输出锥齿轮啮合，所述第三锥齿轮和所述第四锥齿轮与所述配

合锥齿轮和所述第二输入锥齿轮啮合。

[0009] 优选地，所述切换机构内靠近所述配合锥齿轮设有拉块，所述拉块与支点轴连接

有撬杆，所述支点轴后端设有支点块，所述配合锥齿轮下端连接设有助推杆，所述助推杆与

所述配合锥齿轮间设有固定轴，靠近所述支点块设有助推杆，所述助推杆下端面连接所述

助推杆，所述助推杆左端连接有推杆锥齿轮，所述助推杆与所述助推杆间设有限位块，当所

述挡块上升置顶时挤压推动所述助拉杆拉动所述推杆上升拉动所述撬杆推动所述助推杆

与所述助推杆，使所述配合锥齿轮脱离所述衔接锥齿轮啮合，所述推杆锥齿轮啮合嵌合锥

齿轮和连接锥齿轮使棘轮机构运作。

[0010] 优选地，所述棘轮机构内设有锥齿轮，所述连接锥齿轮与锥齿轮间连接有锥齿轮

轴，所述锥齿轮轴上设有第一固定块，所述锥齿轮啮合扇行锥齿轮，所述扇行锥齿轮啮合齿

轮盘转动推柱，所述推柱推动棘轮转四分之一带动传动轮带动传动带进而推动传动切换工

作。

[0011] 优选地，所述行动锥齿轮右端壁设有动力轮轴，所述动力轮轴带动动力带轮，所述

壁壳伸出端设有输出带轮轴和输入带轴，所述输出带轮轴和所述输入带轴上有输出带轮和

输入带轮，所述输出带轮和所述输入带轮端面上连接有传送带，所述传送带带动定位块运

动，传送带上端面设有定位机构，所述定位机构内设有压位块，所述压位块下压推动推杆，

所述推杆推动切换机构切换传动，所述切换机构传动切换后传动至所述上升机构，所述上

升机构转动拉伸挡块置顶推动助拉杆上拉推动助推杆，所述助推杆带动配合锥齿轮脱离第

三锥齿轮啮合，所述助推杆带动推杆锥齿轮与嵌合锥齿轮和连接锥齿轮同时啮合，所述连

接锥齿轮带动棘轮机构转动，所述棘轮机构带动槽轮机构进行切换传动，使所述传送带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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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带动定位块运动，所述槽轮机构内下端面靠近所述输出轴设有行动锥齿轮，所述行动锥

齿轮与第一链轮连接有电机，靠近所述行动锥齿轮上端设有棘轮块，所述棘轮块上设有棘

轮、摆动块、转心轴、齿条，所述棘轮上设有推力柱，所述推力柱跟随棘轮转动推动摆动块绕

转心轴运动，所述转心轴带动齿条左右推动，所述齿条上连接有行动轴，所述行动轴上连接

有第一啮合锥齿轮、第三切换锥齿轮、第二切换锥齿轮、第一切换锥齿轮，靠近所述第一切

换锥齿轮啮合有与驱动轴连接的第二啮合锥齿轮，所述棘轮块通过所述传动带带动运转进

行传动切换，当所述棘轮转动四分之一时，所述齿条带动行动轴左移使所述第三切换锥齿

轮和所述第一切换锥齿轮脱离所述行动锥齿轮和第二啮合锥齿轮啮合，此时通过所述行动

锥齿轮带动所述电机通过输入链条传递至旋转齿轮带动输入锥齿轮转动，从而使棘轮机构

继续运作，当所述棘轮转动下一个/时，所述第二切换锥齿轮和所述第一啮合锥齿轮与所述

行动锥齿轮和所述驱动锥齿轮啮合，所述驱动锥齿轮与输出齿轮间连接有输出齿轮轴，所

述驱动锥齿轮带动所述输出齿轮转动，所述输出齿轮带动输出链条带动输出齿轮转动，所

述输出齿轮与所述输出锥齿轮和所述动力锥齿轮间连接有所述输出轴，从而使带传动继续

运作。

[0012] 优选地，所述定时感应腔下端设定时器，当运输至此时，装置干燥和净化装置启

动，动力源停止，所述拉升轴弹簧、所述定时器、所述压力弹簧一、所述受力弹簧，处于正常

状态，所述壁壳伸出的左端壁设有触控开关，触碰时装置会停止工作。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本装置内设有干燥和净化装置，能够进行紫外光进行杀菌净

化干燥，通过输送装置对弄湿、淋湿或潮湿的文件输送至装置内部进行干燥和净化处理，减

少霉菌的产生和增强文件的储存时长，装置内部只使用一个电动机驱动，使用环保。

附图说明

[001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有

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发明

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

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5] 图1是本发明一种具有干燥和净化功能的办公柜整体全剖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图2为图1中A处放大示意图；

图3为图1中B处放大示意图；

图4为图1中C处放大示意图;

图5为图1中D处放大示意图；

图6为图1中E处放大示意图

图7为图2中F处放大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图1-7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其中，为叙述方便，现对下文所说的方位

规定如下：下文所说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与图1本身投影关系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一致。

[0017] 结合附图  1-7所述的一种具有干燥和净化功能的办公柜的机械结构示意图，包括

壁壳10,所述壁壳10内设有工作腔11，所述工作腔11下端壁固定设有电机114，所述工作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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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靠近所述电机114后端壁设有槽轮机构28，所述槽轮机构28用于驱动装置传动切换，所述

工作腔11下端壁转动设有输出轴47，所述输出轴47上固定设有输出齿轮49，所述输出轴47

上端面固定设有动力锥齿轮44，所述工作腔11下端壁转动设有旋转轴53，所述旋转轴53上

固定设有旋转齿轮54，所述旋转轴53上端固定设有输入锥齿轮12，所述工作腔11后端壁左

端设有嵌合锥齿轮轴136，所述嵌合锥齿轮轴136前端固定设有嵌合锥齿轮13，所述输入锥

齿轮12与所述嵌合锥齿轮13啮合，所述嵌合锥齿轮轴136右侧设有与所述工作腔11后端壁

固定连接的第一固定块121，所述第一固定块121内转动设有锥齿轮轴50，所述锥齿轮轴50

的左端固定设有连接锥齿轮51，所述锥齿轮轴50右端固定设有锥齿轮122，所述第一固定块

121右侧设有与所述工作腔11后端壁转动连接的扇形齿轮轴133，所述扇形齿轮轴133上固

定设有扇行锥齿轮123与扇形齿轮129，所述扇行锥齿轮123位于所述扇形齿轮129前侧，所

述扇形齿轮轴133与所述锥齿轮122啮合，所述扇形齿轮轴133右侧设有与所述工作腔11后

端壁转动连接的棘轮轴134，所述棘轮轴134上固定设有齿轮盘124，所述齿轮盘124前端面

固定设有推柱125，所述齿轮盘124与所述扇形齿轮129啮合，靠近所述棘轮轴134设有与所

述工作腔11后端壁转动连接的槽轮轴135，所述槽轮轴135上固定设有槽轮126与传动轮

127，所述传动轮127位于所述槽轮126前侧，所述传动轮127设有传动带128，所述推柱125转

动可推动所述槽轮126转动带动传动轮127转动所述传动带128，所述传动带128带动槽轮机

构28工作。

[0018] 所述电机114连接有电机轴108，所述电机轴108上端固定设有行动锥齿轮112，所

述电机轴108上固定设有第一链轮113，所述电机轴108左侧设有与所述工作腔11下端壁转

动连接的输出齿轮轴97，所述输出齿轮轴97上端固定设有驱动锥齿轮98，所述输出齿轮轴

97上固定设有输出齿轮96，所述槽轮机构28内设有棘轮块105，所述棘轮块105前端面转动

设有棘轮轴116，所述棘轮轴116上固定设有转轮104与棘轮107，所述棘轮107位于所述转轮

104前侧，所述棘轮107前端面固定设有推力柱106，靠近所述棘轮轴116下侧设有与所述棘

轮块105前端面转动连接的转心轴102，所述推力柱106与所述转心轴102间连接有摆动块

103，靠近所述棘轮块105下端面固定设有齿条101，所述摆动块103与所述齿条101啮合，通

过所述棘轮107带动所述推力柱106转动，使摆动块103推动齿条101左右移动。

[0019] 有益地，所述工作腔11左端壁内设有上升腔24，所述上升腔24内设有挡块42，所述

上升腔24上端壁内设有上升机构56，所述上升机构56可对挡块42拉升，所述挡块42上端面

连接有提升绳57，所述挡块42上端壁设有定位销65，所述定位销65与所述挡块42间连接有

定位弹簧66，所述上升腔24内靠近所述定位销65腔壁设有卡位销轴63，所述卡位销轴63转

动连接设有卡位销64，所述卡位销64与所述壁壳10间连接有拉力弹簧62，所述卡位销64前

端面上侧固定设有拉绳柱130，所述拉绳柱130与第一拉绳25上端连接，所述第一拉绳25下

端与左侧所述压位块23上端面连接。

[0020] 有益地，所述上升机构56内设有线轮58，所述线轮58连接拉升轴34左端，靠近所述

线轮58设有复位块61，所述复位块61与所述拉升轴34连接有拉升轴弹簧60，所述拉升轴34

上固定设有旋轴锥齿轮36，所述旋轴锥齿轮36与旋配锥齿轮35啮合，靠近所述复位块61设

有与拉升轴34配合连接的提升轮29，所述提升轮29上端面连接有提升推块30，所述提升推

块30上端面与所述壁壳10固定。

[0021] 有益地，所述切换机构71内靠近右端设有驱动轴89，所述驱动轴89配合有输入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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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88与第二输入锥齿轮91，所述输入锥齿轮88与第二输入锥齿轮91之间固定有第二固定

块90，所述输入锥齿轮88与第一锥齿轮85啮合，所述第一锥齿轮85与第二锥齿轮87配合有

第一连接轴86，所述第一连接轴86连接有推杆17，所述第二锥齿轮87与输出锥齿轮46啮合

带动输出轴47配合的动力锥齿轮44转动带动所述动力轮轴40和所述动力带轮41转动，从而

带动传送带18运动，所述切换机构71内靠近所述第二输入锥齿轮91上端设有第三锥齿轮82

与第四锥齿轮84配合有第二连接轴83，所述第二连接轴83连接有所述推杆17，当右端所述

压位块23收到压缩推动所述推杆17下压，所述第一锥齿轮85和所述第二锥齿轮87脱离所述

输入锥齿轮88与所述输出锥齿轮46啮合，所述第三锥齿轮82和所述第四锥齿轮84与所述配

合锥齿轮92和所述第二输入锥齿轮91啮合。

[0022] 有益地，所述切换机构71内靠近所述配合锥齿轮92设有拉块77，所述拉块77与支

点轴75连接有撬杆74，所述支点轴75后端设有支点块76，所述配合锥齿轮92下端连接设有

助推杆94，所述助推杆94与所述配合锥齿轮92间设有固定轴93，靠近所述支点块76设有助

推杆73，所述助推杆73下端面连接所述助推杆94，所述助推杆94左端连接有推杆锥齿轮14，

所述助推杆73与所述助推杆94间设有限位块72，当所述挡块42上升置顶时挤压推动所述助

拉杆32拉动所述推杆55上升拉动所述撬杆74推动所述助推杆73与所述助推杆94，使所述配

合锥齿轮92脱离所述衔接锥齿轮81啮合，所述推杆锥齿轮14啮合嵌合锥齿轮13和连接锥齿

轮51使棘轮机构120运作。

[0023] 有益地，所述棘轮机构120内设有锥齿轮122，所述连接锥齿轮51与锥齿轮122间连

接有锥齿轮轴50，所述锥齿轮轴50上设有第一固定块121，所述锥齿轮122啮合扇行锥齿轮

123，所述扇行锥齿轮123啮合齿轮盘124转动推柱125，所述推柱125推动槽轮126转四分之

一带动传动轮127带动传动带128进而推动传动切换工作。

[0024] 有益地，所述行动锥齿轮112右端壁设有动力轮轴40，所述动力轮轴40带动动力带

轮41，所述壁壳10伸出端设有输出带轮轴20和输入带轴45，所述输出带轮轴20和所述输入

带轴45上有输出带轮19和输入带轮43，所述输出带轮19和所述输入带轮43端面上连接有传

送带18，所述传送带18带动托物块39运动，传送带18上端面设有定位机构67，所述定位机构

67内设有压位块23，所述压位块23下压推动推杆17，所述推杆17推动切换机构71切换传动，

所述切换机构71传动切换后传动至所述上升机构56，所述上升机构56转动拉伸挡块42置顶

推动助拉杆32上拉推动助推杆94，所述助推杆94带动配合锥齿轮92脱离第三锥齿轮82啮

合，所述助推杆94带动推杆锥齿轮14与嵌合锥齿轮13和连接锥齿轮51同时啮合，所述连接

锥齿轮51带动棘轮机构120转动，所述棘轮机构120带动槽轮机构28进行切换传动，使所述

传送带18继续带动托物块39运动，所述槽轮机构28内下端面靠近所述输出轴47设有行动锥

齿轮112，所述行动锥齿轮112与第一链轮113连接有电机114，靠近所述行动锥齿轮112上端

设有棘轮块105，所述棘轮块105上设有棘轮107、摆动块103、转心轴102、齿条101，所述棘轮

107上设有推力柱106，所述推力柱106跟随棘轮107转动推动摆动块103绕转心轴102运动，

所述转心轴102带动齿条101左右推动，所述齿条101上连接有行动轴100，所述行动轴100上

连接有第一啮合锥齿轮99、第三切换锥齿轮115、第二切换锥齿轮111、第一切换锥齿轮110，

靠近所述第一切换锥齿轮110啮合有与驱动轴89连接的第二啮合锥齿轮109，所述棘轮块

105通过所述传动带128带动运转进行传动切换，当所述槽轮126转动四分之一时，所述齿条

101带动行动轴100左移使所述第三切换锥齿轮115和所述第一切换锥齿轮110脱离所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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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锥齿轮112和第二啮合锥齿轮109啮合，此时通过所述行动锥齿轮112带动所述电机114通

过输入链条52传递至旋转齿轮54带动输入锥齿轮12转动，从而使棘轮机构120继续运作，当

所述槽轮126转动下一个1/4时，所述第二切换锥齿轮111和所述第一啮合锥齿轮99与所述

行动锥齿轮112和所述驱动锥齿轮98啮合，所述驱动锥齿轮98与输出齿轮96间连接有输出

齿轮轴97，所述驱动锥齿轮98带动所述输出齿轮96转动，所述输出齿轮96带动输出链条48

带动输出齿轮49转动，所述输出齿轮49与所述输出锥齿轮46和所述动力锥齿轮44间连接有

所述输出轴47，从而使带传动继续运作。

[0025] 有益地，所述定时感应腔26下端设定时器16，当运输至此时，装置干燥净化装置33

启动，动力源停止。

[0026] 有益地，所述拉升轴弹簧60、所述定时器16、所述压力弹簧一22、所述受力弹簧31，

处于正常状态，所述壁壳10伸出的左端壁设有触控开关131，触碰时装置会停止工作。

[0027] 整个装置的机械动作的顺序  ：

（1）本装置未使用时，挡块42位于压位块23上端面将装置内腔与外界隔开，第三切换锥

齿轮115与行动锥齿轮112处于啮合状态，第一切换锥齿轮110与第二啮合锥齿轮109处于啮

合状态，第一锥齿轮85与输入锥齿轮88处于啮合状态，第二锥齿轮87与输出锥齿轮46处于

啮合状态，衔接锥齿轮81与传动锥齿轮80和配合锥齿轮92处于啮合状态，旋配锥齿轮35和

旋轴锥齿轮36处于啮合状态，嵌合锥齿轮13和输入锥齿轮12处于啮合状态,压位块23处于

不受压状态，卡位销64处于竖直状态。

[0028] （2）装置正常使用时，将需处理的文件放置托物块39上端面，启动电机114通过电

机轴108带动行动锥齿轮112转动,第三切换锥齿轮115通过行动轴100带动第一切换锥齿轮

110转动，第二啮合锥齿轮109通过驱动轴89带动输入锥齿轮88转动，第一锥齿轮85通过第

一连接轴86带动第二锥齿轮87转动，输出锥齿轮46通过输出轴47传动至动力锥齿轮44，动

力锥齿轮44啮合动力带轮41，动力轮轴40通过驱动带21带动输入带轴45和输入带轮43转

动，输入带轮43和输出带轮19连接有传送带18，通过输入带轮43和输出带轮19的转动从而

使装置传送带18带运作。

[0029] （3）当运输传送带18运输托物块39至右侧的挡块42右侧位置，同时使托物块39与

右侧的压位块23顶压配合，进而使压位块23下压,使压位块23拉动第二拉绳69,第二拉绳69

拉动卡位销64至水平状态，压位块23下压的同时推动推杆17,推杆17使第一锥齿轮85和第

二锥齿轮87分别脱离输入锥齿轮88和输出锥齿轮46啮合，传送带18停止运输，推杆17同时

使第三锥齿轮82和第四锥齿轮84分别啮合配合锥齿轮92和第二输入锥齿轮91，使驱动轴89

通过第二输入锥齿轮91传动至配合锥齿轮92转动，配合锥齿轮92通过衔接锥齿轮81传动锥

齿轮80转动，传动锥齿轮80通过传动轴37使旋配锥齿轮35转动,旋配锥齿轮35带动旋轴锥

齿轮36转动使上升机构56工作拉升挡块42上升，使靠近上端面镶嵌在挡块42内定位销65与

卡位销64水平配合，同时挡块42上升至上升腔24上端壁时推动助拉杆32，同时提升轮29拉

紧第三拉绳38推动提升推块30推压助拉杆32，助拉杆32向上拉动推杆55，推杆55向上拉动

连接拉块77，连接拉块77向上拉动撬杆74，使撬杆74通过支点块76和支点轴75向下推动助

推杆94，使助推杆94右侧的配合锥齿轮92脱离第三锥齿轮82和衔接锥齿轮81啮合，配合锥

齿轮92脱离啮合后使拉升轴弹簧  60复位，同时助推杆94左侧的推杆锥齿轮14向下移动，使

锥齿轮14与嵌合锥齿轮13和连接锥齿轮51啮合，通过第一链轮113带动输入链条52带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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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齿轮54转动，旋转齿轮54通过旋转轴53带动输入锥齿轮12转动，使输入锥齿轮12通过嵌

合锥齿轮13和推杆锥齿轮14传动至连接锥齿轮51，使连接锥齿轮51通过锥齿轮轴50使锥齿

轮122转动，锥齿轮122啮合扇行锥齿轮123转动，扇行锥齿轮123后端面固定连接有扇形齿

轮129,扇形齿轮129与齿轮盘124啮合，槽轮126前端面固定连接有传动轮127,齿轮盘124上

连接有推柱125,推柱125表面配合有槽轮126，使扇行锥齿轮123带动扇形齿轮129转动一圈

使齿轮盘124转动半圈，齿轮盘124带动推柱125转动半圈的时推动槽轮126转动四分之一

圈，传动轮127与转轮104间连接有传动带128，转轮104固定前端面连接棘轮107，棘轮107上

固定有推力柱106,推力柱106配合有摆动块103，摆动块103下方配合有齿条101，通过槽轮

126带动传动轮127转动四分之一圈，传动轮127通过传动带128使转轮104带动棘轮107转动

四分之一圈，推力柱106跟随棘轮107转动四分之一圈推动摆动块103绕转心轴102转动，摆

动块103通过绕转心轴102转动推动齿条101向左移动，推动齿条101带动行动轴100向左移

动,使第三切换锥齿轮115和第一切换锥齿轮110分别脱离行动锥齿轮112和第二啮合锥齿

轮109的啮合，当棘轮107转动下一个四分之一圈时，行动轴100上第二切换锥齿轮111和第

一啮合锥齿轮99分别与行动锥齿轮112和驱动锥齿轮98啮合,驱动锥齿轮98通过输出齿轮

轴97带动输出齿轮96转动，输出齿轮96通过输出链条48带动输出齿轮49转动，从而使传输

装置继续工作。

[0030] （4）当托物块39移动到装置定时感应腔26位置时，使定时感应腔26下压限位弹簧

15至定时器16，定时器16感应使电机114停止，定时器16启动计时使干燥净化装置33装置进

行工作，定时器16设置时间到后电机114启动继续运输，当运输传送带18运输托物块39至左

侧的挡块42的右位置，同时使托物块39与左侧的压位块23顶压配合，进而使压位块23下压,

使压位块23拉动第二拉绳69,第二拉绳69拉动卡位销64至水平状态，压位块23下压的同时

推动推杆17,推杆17使第一锥齿轮85和第二锥齿轮87分别脱离输入锥齿轮88和输出锥齿轮

46啮合，传送带18停止运输，推杆17同时使第三锥齿轮82和第四锥齿轮84分别啮合配合锥

齿轮92和第二输入锥齿轮91，使驱动轴89通过第二输入锥齿轮91传动至配合锥齿轮92转

动，配合锥齿轮92通过衔接锥齿轮81传动锥齿轮80转动，传动锥齿轮80通过传动轴37使旋

配锥齿轮35转动,旋配锥齿轮35带动旋轴锥齿轮36转动使上升机构56工作拉升挡块42上

升，使靠近上端面镶嵌在挡块42内定位销65与卡位销64配合，同时挡块42上升至上升腔24

上端壁时推动助拉杆32，同时提升轮29拉紧第三拉绳38推动提升推块30推压助拉杆32，助

拉杆32向上拉动推杆55，推杆55向上拉动连接拉块77，连接拉块77向上拉动撬杆74，使撬杆

74通过支点块76和支点轴75向下推动助推杆94，使助推杆94右侧的配合锥齿轮92脱离第三

锥齿轮82和衔接锥齿轮81啮合，配合锥齿轮92脱离啮合后使拉升轴弹簧  60复位，同时助推

杆94左侧的推杆锥齿轮14向下移动，使锥齿轮14与嵌合锥齿轮13和连接锥齿轮51啮合，通

过第一链轮113带动输入链条52带动旋转齿轮54转动，旋转齿轮54通过旋转轴53带动输入

锥齿轮12转动，使输入锥齿轮12通过嵌合锥齿轮13和推杆锥齿轮14传动至连接锥齿轮51，

使连接锥齿轮51通过锥齿轮轴50使锥齿轮122转动，锥齿轮122啮合扇行锥齿轮123转动，扇

行锥齿轮123后端面固定连接有扇形齿轮129,扇形齿轮129与齿轮盘124啮合，槽轮126前端

面固定连接有传动轮127,齿轮盘124上连接有推柱125,推柱125表面配合有槽轮126，使扇

行锥齿轮123带动扇形齿轮129转动一圈使齿轮盘124转动半圈，齿轮盘124带动推柱125转

动半圈的时推动槽轮126转动四分之一圈，传动轮127与转轮104间连接有传动带128，转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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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固定前端面连接棘轮107，棘轮107上固定有推力柱106,推力柱106配合有摆动块103，摆

动块103下方配合有齿条101，通过槽轮126带动传动轮127转动四分之一圈，传动轮127通过

传动带128使转轮104带动棘轮107转动四分之一圈，推力柱106跟随棘轮107转动四分之一

圈推动摆动块103绕转心轴102转动，摆动块103通过绕转心轴102转动推动齿条101向右移

动，推动齿条101带动行动轴100向左移动,使行动轴100上第二切换锥齿轮111和第一啮合

锥齿轮99分别脱离行动锥齿轮112和驱动锥齿轮98啮合,当棘轮107转动下一个四分之一圈

时，第三切换锥齿轮115和第一切换锥齿轮110分别与行动锥齿轮112和第二啮合锥齿轮109

的啮合，从而使运输装置继续工作，当托物块39跟随传送带18运输直至壁壳10左侧的触控

开关131触碰，整个装置工作停止。

[0031] 上述实施例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领域技术的

人士能够了解本发明内容并加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根据本发明

精神实质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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