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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AGM隔板清洗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AGM隔板清洗装置，
涉及AGM隔板技术领域；
包括龙头、
水槽，
所述龙
头下方设有漏斗，
所述漏斗包括用于AGM隔板穿
过的下水口 ，
所述漏斗的下水口朝下，
所述水槽
位于漏斗下方，
所述水槽内设有若干用于对AGM
隔板进行导向及传输的导向辊，
所述水槽内设有
若干超声波发生器，
所述超声波发生器位于AGM
隔板相对两侧。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AGM隔板清
洗装置，
清洗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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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AGM隔板清洗装置，
包括龙头、水槽，
其特征在于，
所述龙头下方设有漏斗，
所述
漏斗包括用于AGM隔板穿过的下水口，
所述漏斗的下水口朝下，
所述水槽位于漏斗下方，
所
述水槽内设有若干用于对AGM隔板进行导向及传输的导向辊，
所述水槽内设有若干超声波
发生器，
所述超声波发生器位于AGM隔板相对两侧。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AGM隔板清洗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水槽上沿设有溢水
口，
所述溢水口内转动连接有水轮，
所述水轮外缘设有刷毛，
所述水轮靠近水槽内部方向一
侧设有用于便于对将要进入水槽内的AGM隔板进行毛刷处理的第二导向辊。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AGM隔板清洗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水轮包括叶片，
所述
叶片的数量大于等于八片。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AGM隔板清洗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水槽内的导向辊水
平向分布，
所述超声波发生器上下分布。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AGM隔板清洗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导向辊的数量为两
个，
其中一个导向辊位于漏斗下方，
另一个导向辊位于第二导向辊下方，
所述超声波发生器
的数量为两个。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AGM隔板清洗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导向辊之间的间距
大于等于60cm。
7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或5或6所述的一种AGM隔板清洗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龙
头的数量为两个，
所述龙头位于在AGM隔板的相对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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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AGM隔板清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AGM隔板技术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AGM隔板清洗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AGM隔板清洗装置，
清洗效果差。
[0003] 中国专利CN208661936U，
专利名称“一种蓄电池AGM隔板生产过程中的喷淋装置”；
包括喷淋机架壳体和喷淋液回收槽，
所述喷淋机架壳体顶部开设有卷绕出口，
喷淋机架壳
体顶部对应卷绕出口安装有用于给AGM隔板导向的出口导向辊，
喷淋机架壳体底部开设有
卷绕进口，
所述喷淋液回收槽设置在卷绕进口正下方，
喷淋液回收槽内转动安装有用于给
AGM隔板导向的进口导向辊，
喷淋液回收槽的槽壁上转动安装有用于给AGM隔板导向的进槽
导向辊，
AGM隔板在进口导向辊和出口导向辊的作用下呈竖直向上运送；
喷淋机架壳体内部
对应AGM隔板两侧面分别对称安装有喷淋机构；
该发明虽然结构简单，
但是清洗效果差。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清洗效果差的缺点，
提出一种AGM隔板清
洗装置，
清洗效果好。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
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AGM隔板清洗装置，
包括龙头、
水槽，
所述龙头下方设有漏斗，
所述漏斗包括用
于AGM隔板穿过的下水口，
所述漏斗的下水口朝下，
所述水槽位于漏斗下方，
所述水槽内设
有若干用于对AGM隔板进行导向及传输的导向辊，
所述水槽内设有若干超声波发生器，
所述
超声波发生器位于AGM隔板相对两侧。漏斗对龙头出来的水进行汇聚，
对AGM隔板进行最终
的清理，
超声波发生器发出超声波对水槽内的水进行震荡，
将AGM隔板上的异物震荡下来。
[0007] 作为优选，
水槽上沿设有溢水口，
所述溢水口内转动连接有水轮，
所述水轮外缘设
有刷毛，
所述水轮靠近水槽内部方向一侧设有用于便于对将要进入水槽内的AGM隔板进行
毛刷处理的第二导向辊。水槽水多了之后从溢水口溢出来，
溢出的水转动水轮转动，
水轮上
的刷毛清理AGM隔板。
[0008] 作为优选，
水轮包括叶片，
所述叶片的数量大于等于八片。刷毛固接在叶片靠近
AGM隔板的一端，
数量多，
刷毛对AGM隔板刷的次数增多。
[0009] 作为优选，
水槽内的导向辊水平向分布，
所述超声波发生器上下分布。水平布置，
水槽不用做很高，
节省成本。
[0010] 作为优选，
导向辊的数量为两个，
其中一个导向辊位于漏斗下方，
另一个导向辊位
于第二导向辊下方，
所述超声波发生器的数量为两个。
结构简单。
[0011] 作为优选，
导向辊之间的间距大于等于60cm。间距较大，
增加AGM隔板在水槽中的
时间。
[0012] 作为优选，
龙头的数量为两个，
所述龙头位于在AGM隔板的相对两侧。龙头出水之
后对AGM隔板两面进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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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AGM隔板清洗装置，
清洗效果好。
结构简单。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示意图；
[0015] 图2为水轮的示意图。
[0016] 图中：
龙头1、
水槽2、漏斗3、
导向辊4、
下水口5、
超声波发生器6、
溢水口7、
水轮8、第
二导向辊9、
叶片10、
AGM隔板11、刷毛12。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详细阐述：
[0018] 实施例：
[0019] 图1至图2为一种AGM隔板清洗装置，
包括龙头1、
水槽2，
所述龙头1下方设有漏斗3，
所述漏斗3包括用于AGM隔板11穿过的下水口5，
龙头1的数量为两个，
所述龙头1位于在AGM
隔板11的相对两侧；
所述漏斗3的下水口5朝下，
所述水槽2位于漏斗3下方，
所述水槽2内设
有若干用于对AGM隔板11进行导向及传输的导向辊4，
所述水槽2内设有若干超声波发生器
6，
所述超声波发生器6位于AGM隔板11相对两侧；
水槽2内的导向辊4水平向分布，
所述超声
波发生器6上下分布；
导向辊4的数量为两个，
其中一个导向辊4位于漏斗3下方，
另一个导向
辊4位于第二导向辊9下方，
所述超声波发生器6的数量为两个；
导向辊4之间的间距大于等
于60cm；
水槽2上沿设有溢水口7，
所述溢水口7内转动连接有水轮8，
所述水轮8外缘设有刷
毛12，
水轮8包括叶片10，
所述叶片10的数量大于等于八片；
所述水轮8靠近水槽2内部方向
一侧设有用于便于对将要进入水槽2内的AGM隔板11进行毛刷处理的第二导向辊9。
[0020] 本实施例使用过程：
[0021] 使用的时候，
AGM隔板11从水轮8上方经过然后绕过第二导向辊9，
然后向下进入水
槽2中，
经过两个导向辊4之后向上向上穿过漏斗3上的下水口5，
AGM隔板11呈张紧状态，
此
时，
水轮8上的刷毛12抵靠在AGM隔板11上，
AGM隔板11运动的方向是从第二导向辊9到导向
辊4方向，
龙头1出水到漏斗3中，
漏斗3中的水从下水口5落到水槽2中，
然后水从溢水口7溢
出，
水推动水轮8转动，
水轮8上的刷毛12对AGM隔板11进行毛刷处理，
将AGM隔板11上的异物
初步去除，
经过毛刷处理后的AGM隔板11进入水槽2，
超声波发生器6为现有技术，
发出超声
波对水槽2内的水进行震荡，
进一步将AGM隔板11上的异物震荡下来，
然后龙头1出来的水最
终对AGM隔板11进行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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