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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小麦水洗烘干除杂装置，
包括机架、
清洗桶、
干燥箱和过滤箱；
所述清洗桶
固定安装在机架的左侧内壁上，
清洗桶的内部转
动安装有第一转轴，
第一转轴上均匀设置有若干
翻料板，
清洗桶的顶壁上固定安装有清洗盘；
所
述过滤箱的内部固定安装有第一滤网；
所述干燥
箱固定安装在机架的内壁上，
干燥箱的内部固定
安装有隔板，
隔板将干燥箱的内部分为驱动室和
干燥室，
干燥室的与清洗桶连通。本发明通过设
置第二滤网、空腔和过滤箱，
对洗麦时的清洗用
水进行充分收集，
循环利用，
节约了水资源；
还设
置有干燥箱，
利用热风机和螺旋叶对小麦进行干
燥，
不仅清洗干燥效果优异，
而且提高经济效益。

B08B
F26B
F26B
B30B
B30B

13/00 (2006 .01)
21/00 (2006 .01)
25/04 (2006 .01)
9/06 (2006 .01)
9/26 (2006 .01)

(56)对比文件
CN 206295989
CN 107080138
CN 206064479
CN 206508922
CN 107296131
CN 106738459

U ,2017 .07 .04
A ,2017 .08 .22
U ,2017 .04 .05
U ,2017 .09 .22
A ,2017 .10 .27
A ,2017 .05 .31

审查员 杨硕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2页

CN 108043809 B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1 .一种小麦水洗烘干除杂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机架（1）、清洗桶（5）、干燥箱（11）和
过滤箱（23）；
所述清洗桶（5）固定安装在机架（1）的左侧内壁上，
清洗桶（5）的内部转动安装
有第一转轴（6），
第一转轴（6）上均匀设置有若干翻料板（7），
清洗桶（5）的顶壁上固定安装
有清洗盘（3），
清洗盘（3）与第一转轴（6）转动连接，
且清洗盘（3）的底部设置有若干喷头，
所
述清洗桶（5）的顶部还固定安装有旋转电机（2），
旋转电机（2）的输出端与第一转轴（6）固定
连接；
所述过滤箱（23）固定安装在机架（1）的右侧内壁上，
过滤箱（23）的内部固定安装有第
一滤网（24），
过滤箱（23）的左下侧固定安装有第一水泵（22），
第一水泵（22）的进水口与过
滤箱（23）的底部连通，
第一水泵（22）的出水口通过排水管（26）与清洗盘（3）连通；
所述清洗
桶（5）的底部设置有漏斗型的第一下料口，
第一下料口的上表面设置有第二滤网（30），
且第
一下料口内壁上位于第二滤网（30）的下侧开设有空腔（31）；
所述第一转轴（6）的下端固定
安装有伸缩装置（8），
伸缩装置（8）的伸缩端固定安装有压板（9），
所述第一下料口上还设置
有下料装置（10），
下料装置（10）由第三转轴（33）和下料板（34）组成，
第三转轴（33）转动安
装在第一下料口上，
第三转轴（33）的左端固定安装有转动手柄（32），
转动手柄（32）位于第
一下料口的外侧，
下料板（34）为圆盘结构，
且下料板（34）固定安装在第三转轴（33）上；
所述
过滤箱（23）的左上侧固定安装有第二水泵（25），
第二水泵（25）的进水口通过进水管（21）与
空腔（31）连通，第二水泵（25）的出水口与过滤箱（23）的顶部连通，第二水泵（25）将空腔
（31）内部的水抽入过滤箱（23）的内部进行过滤；
所述干燥箱（11）固定安装在机架（1）的内
壁上，
干燥箱（11）的内部固定安装有隔板（14），
隔板（14）将干燥箱（11）的内部从左到右依
次分为驱动室和干燥室，
干燥室的与清洗桶（5）的底部连通，
所述干燥箱（11）的右上侧还设
置有排风管（20），
排风管（20）的进风口也设置有滤网；
所述隔板（14）上转动安装有第二转
轴（15），
第二转轴（15）位于干燥室的轴段上设置有螺旋叶（17），
第二转轴（15）位于驱动室
的轴段上固定安装有从动齿轮（27）；
所述驱动室的内部还固定安装有驱动电机（29），
驱动
电机（29）的输出端固定安装有主动齿轮（28），
主动齿轮（28）与从动齿轮（27）啮合；
所述机
架（1）的外侧还固定安装有热风机（12），
所述第二转轴（15）为中空结构，
热风机（12）通过进
风管（13）与第二转轴（15）的左端连通，
进风管（13）与第二转轴（15）转动连接；
所述第二转
轴（15）位于干燥室的轴段上均匀设置有若干气孔（16）；
所述干燥箱（11）的右下侧开设有第
二下料口（18）。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小麦水洗烘干除杂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清洗桶（5）的左上
侧设置有进料口（4）。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小麦水洗烘干除杂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气孔（16）上设置有
滤网。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小麦水洗烘干除杂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机架（1）的底部固
定安装有减震脚垫（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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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小麦水洗烘干除杂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小麦加工技术领域，
具体是一种小麦水洗烘干除杂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小麦是小麦系植物的统称，
是单子叶植物，
是一种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的禾本科
植物，
小麦的颖果是人类的主食之一，
磨成面粉后可制作面包、馒头、饼干、面条等食物；
发
酵后可制成啤酒、
酒精、
白酒或生质燃料。小麦富含淀粉、
蛋白质、
脂肪、
矿物质、
钙、
铁、
硫胺
素、
核黄素、
烟酸、
维生素A及维生素C等。
[0003] 小麦是三大谷物之一，
几乎全作食用，
仅约有六分之一作为饲料使用。两河流域是
世界上最早栽培小麦的地区，
中国是世界最早种植小麦的国家之一。2010年小麦是世界上
总产量位居第二的粮食作物(6 .51亿吨)，
仅次于玉米(8 .44亿吨)。
[0004] 根据目前我国农村水源和排水条件、
小麦干净程度、
小麦清理设备完善情况来看，
以配带洗麦机为宜，
这样可以除杂干净，
保证面粉质量；
现有的小麦水洗装置无法对清洗用
水进行循环领域，
从而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资源，
不利于环境的保护；
与此同时，
现有的洗麦
机不配备干燥装置，
小麦水洗完成后需要另外配备干燥装置对小麦进行干燥，
增加了厂家
的经济成本。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小麦水洗烘干除杂装置，
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
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小麦水洗烘干除杂装置，
包括机架、清洗桶、干燥箱和过滤箱；
所述清洗桶固
定安装在机架的左侧内壁上，
清洗桶的内部转动安装有第一转轴，
第一转轴上均匀设置有
若干翻料板，
清洗桶的顶壁上固定安装有清洗盘，
清洗盘与第一转轴转动连接，
且清洗盘的
底部设置有若干喷头；
所述过滤箱固定安装在机架的右侧内壁上，
过滤箱的内部固定安装
有第一滤网，
过滤箱的左下侧固定安装有第一水泵，
第一水泵的进水口与过滤箱的底部连
通，
第一水泵的出水口通过排水管与清洗盘连通；
所述清洗桶的底部设置有漏斗型的第一
下料口，
第一下料口的上表面设置有第二滤网，
且第一下料口内壁上位于第二滤网的下侧
开设有空腔；
所述第一转轴的下端固定安装有伸缩装置，
伸缩装置的伸缩端固定安装有压
板，
所述第一下料口上还设置有下料装置，
下料装置由第三转轴和下料板组成，
第三转轴转
动安装在第一下料口上，
第三转轴的左端固定安装有转动手柄，
转动手柄位于第一下料口
的外侧，
下料板为圆盘结构，
且下料板固定安装在第三转轴上；
所述过滤箱的左上侧固定安
装有第二水泵，
第二水泵的进水口通过进水管与空腔连通，
第二水泵的出水口与过滤箱的
顶部连通，
第二水泵将空腔内部的水抽入过滤箱的内部进行过滤；
所述干燥箱固定安装在
机架的内壁上，
干燥箱的内部固定安装有隔板，
隔板将干燥箱的内部从左到右依次分为驱
动室和干燥室，
干燥室的与清洗桶的底部连通；
所述隔板上转动安装有第二转轴，
第二转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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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干燥室的轴段上设置有螺旋叶，
第二转轴位于驱动室的轴段上固定安装有从动齿轮；
所述驱动室的内部还固定安装有驱动电机，
驱动电机的输出端固定安装有主动齿轮，
主动
齿轮与从动齿轮啮合；
所述机架的外侧还固定安装有热风机，
所述第二转轴为中空结构，
热
风机通过进风管与第二转轴的左端连通，
进风管与第二转轴转动连接；
所述第二转轴位于
干燥室的轴段上均匀设置有若干气孔；
所述干燥箱的右下侧开设有第二下料口。
[0008]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
所述清洗桶的左上侧设置有进料口。
[0009]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
所述清洗桶的顶部还固定安装有旋转电机，
旋转电
机的输出端与第一转轴固定连接。
[0010]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
所述气孔上设置有滤网。
[0011]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
所述干燥箱的右上侧还设置有排风管，
排风管的进
风口也设置有滤网。
[0012]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
所述机架的底部固定安装有减震脚垫。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 ，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通过设置第二滤网、空腔和过滤
箱，
对洗麦时的清洗用水进行充分收集，
循环利用，
节约了水资源；
还设置有干燥箱，
利用热
风机和螺旋叶对小麦进行干燥，
不仅清洗干燥效果优异，
而且降低了厂家的设备成本，
提高
经济效益。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小麦水洗烘干除杂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小麦水洗烘干除杂装置中A处放大图。
[0016] 图3为小麦水洗烘干除杂装置中B处放大图。
[0017] 图4为小麦水洗烘干除杂装置中下料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
1-机架、2-旋转电机、3-清洗盘、4-进料口、5-清洗桶、6-第一转轴、7-翻料
板、8-伸缩装置、9-压板、
10-下料装置、
11-干燥箱、
12-热风机、
13-进风管、
14-隔板、
15-第
二转轴、
16-气孔、
17-螺旋叶、
18-第二下料口、
19-减震脚垫、20-排风管、21-进水管、22-第
一水泵、23-过滤箱、24-第一滤网、25-第二水泵、26-排水管、27-从动齿轮、28-主动齿轮、
29-驱动电机、
30-第二滤网、
31-空腔、
32-转动手柄、
33-第三转轴、
34-下料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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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
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0] 请参阅图1～4，
本发明实施例中，
一种小麦水洗烘干除杂装置，
包括机架1、
清洗桶
5、
干燥箱11和过滤箱23；
所述清洗桶5固定安装在机架1的左侧内壁上，
清洗桶5的左上侧设
置有进料口4，
以便小麦的加入；
所述清洗桶5的内部转动安装有第一转轴6，
第一转轴6上均
匀设置有若干翻料板7，
以便清洗时带动小麦在桶内翻动，
清洗桶5的顶壁上固定安装有清
洗盘3，
清洗盘3与第一转轴6转动连接，
且清洗盘3的底部设置有若干喷头，
以便向桶内添加
清洗用水；
所述清洗桶5的顶部还固定安装有旋转电机2，
旋转电机2的输出端与第一转轴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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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连接，
旋转电机2带动第一转轴6在清洗桶5的内部转动；
所述过滤箱23固定安装在机架
1的右侧内壁上，
过滤箱23的内部固定安装有第一滤网24，
过滤箱23的左下侧固定安装有第
一水泵22，
第一水泵22的进水口通过排水管26与过滤箱23的底部连通，
第一水泵22的出水
口与清洗盘3连通，
以便对清洗盘3进行供水；
所述清洗桶5的底部设置有漏斗型的第一下料
口，
第一下料口的上表面设置有第二滤网30，
且第一下料口内壁上位于第二滤网30的下侧
开设有空腔31；
所述第一转轴6的下端固定安装有伸缩装置8，
伸缩装置8的伸缩端固定安装
有压板9，
所述第一下料口上还设置有控制下料的下料装置10，
下料装置10由第三转轴33和
下料板34组成，
第三转轴33转动安装在第一下料口上，
第三转轴33的左端固定安装有转动
手柄32，
转动手柄32位于第一下料口的外侧，
下料板34为圆盘结构，
且下料板34固定安装在
第三转轴33上，
清洗时，
将下料板34置于水平状态，
清洗完成后，
下麦堆积在下料板34上，
由
于小麦堆积时疏松的结构，
清洗用水从第二滤网30流入空腔31的内部，
待清洗用水基本流
尽后，
伸长伸缩装置8，
使压板9对小麦进行挤压，
从而尽量去除小麦上的水份；
所述过滤箱
23的左上侧固定安装有第二水泵25，
第二水泵25的进水口通过进水管21与空腔31连通，
第
二水泵25的出水口与过滤箱23的顶部连通，
第二水泵25将空腔31内部的水抽入过滤箱23的
内部进行过滤，
以便清洗用水的循环利用；
所述干燥箱11固定安装在机架1的内壁上，
干燥
箱11的内部固定安装有隔板14，
隔板14将干燥箱11的内部从左到右依次分为驱动室和干燥
室，
干燥室的与清洗桶5的底部连通，
清洗完成后，
使下料板34处于垂直状态，
小麦便从清洗
桶5落入干燥室的内部；
所述隔板14上转动安装有第二转轴15，
第二转轴15位于干燥室的轴
段上设置有螺旋叶17，
第二转轴15位于驱动室的轴段上固定安装有从动齿轮27；
所述驱动
室的内部还固定安装有驱动电机29，
驱动电机29的输出端固定安装有主动齿轮28，
主动齿
轮28与从动齿轮27啮合；
所述机架1的外侧还固定安装有热风机12，
所述第二转轴15为中空
结构，
热风机12通过进风管13与第二转轴15的左端连通，
进风管13与第二转轴15转动连接；
所述第二转轴15位于干燥室的轴段上均匀设置有若干气孔16，
气孔16上设置有防止小麦进
入的滤网，
热风机12通过进风管13将热风送入第二转轴15的内部，
进而通过气孔16送入干
燥室的内部，
对小麦进行干燥，
小麦受热风干燥的同时在螺旋叶17的作用下，
一边翻动，
一
边向右移动；
所述干燥箱11的右下侧开设有第二下料口18，
以便小麦的排出，
干燥箱11的右
上侧还设置有排风管20，
排风管20的进风口也设置有防止小麦进入的滤网；
所述机架1的底
部固定安装有减震脚垫19，
以便提高装置的稳定性。
[0021]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
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
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
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
因此，
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
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
而且是非限制性的，
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
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
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22] 此外，
应当理解，
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
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
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
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
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
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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