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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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372287.2

(22)申请日 2020.11.30

(71)申请人 浙江农林大学

地址 311300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武肃街

666号

(72)发明人 雷良育　杨自栋　范零峰　童成鹏　

王建航　黄佳男　

(74)专利代理机构 浙江杭知桥律师事务所 

33256

代理人 余其岳

(51)Int.Cl.

B08B 3/02(2006.01)

B08B 5/04(2006.01)

F26B 21/00(2006.01)

F26B 5/00(2006.01)

B05B 13/02(2006.01)

B05B 15/00(2018.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重卡轮毂轴承单元综合清洗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轮毂轴承单元清洗设备，公

开一种重卡轮毂轴承单元综合清洗机，包括机

体，机体上安装有输送机构、消磁机构、清洗机

构、烘干机构和喷油机构，消磁机构、清洗机构、

烘干机构和喷油机构都设在输送机构上方并延

其输送方向依次排列，输送机构数量为两个；机

体上还安装有去水渍机构，去水渍机构包括用于

去除轮毂轴承底面和顶面水渍的第一去水渍装

置和用于去除轮毂轴承四周侧面水渍的第二去

水渍装置。本综合清洗装置集成了输送、消磁、清

洗、烘干和喷油等步骤，同时还引入了去水渍机

构，能够对轮毂轴承表面上的水渍进行清理，从

而保证喷油时，轮毂轴承上不会出现污渍，轮毂

轴承洁净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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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重卡轮毂轴承单元综合清洗机，包括机体(10)，机体(10)上安装有输送机构

(11)、消磁机构(12)、清洗机构(13)、烘干机构(14)和喷油机构(15)，消磁机构(12)、清洗机

构(13)、烘干机构(14)和喷油机构(15)都设在输送机构(11)上方并延其输送方向依次排

列，输送机构(11)数量为两个；其特征在于：机体(10)上还安装有去水渍机构(16)，去水渍

机构(16)包括用于去除轮毂轴承底面和顶面水渍的第一去水渍装置(161)和用于去除轮毂

轴承四周侧面水渍的第二去水渍装置(162)，第一去水渍装置(161)包括去上水渍组件和去

下水渍组件，去上水渍组件设在烘干机构(14)和喷油机构(15)之间，去下水渍组件设在两

个输送机构(11)之间，去上水渍组件和去下水渍组件都包括第一电机(1611)、第一转轴

(1612)、第一海绵套(1613)、第一气缸(1614)和轴盖(1615)，第一电机(1611)与第一转轴

(1612)连接并驱动其转动，第一海绵套(1613)套装在第一转轴(1612)上并与其同步转动，

第一气缸(1614)的伸缩推杆与轴盖(1615)固定连接，轴盖(1615)与第一转轴(1612)盖合连

接，第二去水渍装置(162)包括升降框(1621)、清洁组件(1622)和第二气缸，升降框(1621)

中间设有供轮毂轴承通过的腔体(16211)，腔体(16211)的四周内侧壁都设有安装槽

(16212)，每个安装槽(16212)内都安装有清洁组件(1622)，相邻的清洁组件(1622)啮合连

接，第二气缸的伸缩推杆与升降框(1621)固定连接并驱动其升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重卡轮毂轴承单元综合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清洁组件

(1622)包括第二转轴(16221)、第二海绵套(16222)、锥形齿轮(16223)，第二海绵套(16222)

套装在第二转轴(16221)上并与其同步转动，第二转轴(16221)的两端都固定有锥形齿轮

(16223)，相邻的两个清洁组件(1622)连接处通过两个锥形齿轮(16223)啮合传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重卡轮毂轴承单元综合清洗机，其特征在于：升降框

(1621)为方形升降框，升降框(1621)一对对角上都安装有第二气缸，升降框(1621)另一对

对角上都安装有导向杆，导向杆架设在输送机构(11)两侧并与机体(10)连接，升降框

(1621)沿着导向杆上下升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重卡轮毂轴承单元综合清洗机，其特征在于：输送机构

(11)包括传送带(111)，传送带(111)上设有多排矩形阵列排布的过水孔(1111)，过水孔

(1111)为上大下小的锥形孔，清洗机构(13)包括粗洗喷头组件(131)、精洗喷头组件(132)、

接水盘、清洗液箱体(133)、过滤器(134)和循环泵(135)，粗洗喷头组件(131)和精洗喷头组

件(132)数量都至少为两排，接水盘设在传送带(111)的正下方并与清洗液箱体(133)连通，

循环泵(135)一端与清洗液箱体(133)连通，其另一端与过滤器(134)连通，过滤器(134)同

时与粗洗喷头组件(131)和精洗喷头组件(132)连通，清洗液箱体(133)底部安装有用于加

热清洗液的加热管，清洗液箱体(133)为双层真空隔绝保温箱体，清洗液箱体(133)上安装

有用于检测其液位的液位传感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重卡轮毂轴承单元综合清洗机，其特征在于：粗洗喷头组

件(131)包括至少为两排的粗洗管道(1311)，粗洗管道(1311)上安装有数量为多个的第一

高压喷头(1312)，粗洗管道(1311)固定在机体(10)上，精洗喷头组件(132)包括数量至少为

三排的精洗管道(1321)，精洗管道(1321)上安装有用于监控轮毂轴承的位置传感器和数量

为多个的第二高压喷头(1322)，机体(10)上安装有第二电机，第二电机的输出端安装有主

动齿轮，精洗管道(1321)通过轴承(324)安装在机体(10)上，精洗管道(1321)其中一端端部

安装有从动齿轮(1323)，主动齿轮与从动齿轮(1323)啮合并驱动精洗管道(1321)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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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重卡轮毂轴承单元综合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消磁机构

(12)包括消磁控制器(121)和形状为门框形的消磁体(122)，消磁体(122)架设在传送带

(111)上安装在机体(10)上，消磁体(122)上安装有用于散热的风扇(123)和指示灯(124)，

消磁控制器(121)分别与消磁体(122)、风扇(123)和指示灯(124)连接并控制其启停。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重卡轮毂轴承单元综合清洗机，其特征在于：烘干机构

(14)包括烘干箱体(141)、加热板和风机(142)，加热板和风机(142)都安装在烘干箱体

(141)，烘干箱体(141)的风口倾斜朝向轮毂轴承驶来的方向，烘干箱体(141)的风口为上大

下圆锥形风口。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重卡轮毂轴承单元综合清洗机，其特征在于：喷油机构

(15)包括形状为门框形的机架(151)，机架(151)上安装有油箱(152)，油箱(152)上安装有

油泵(153)，机架(151)上安装有竖直朝向传送带(111)方向的雾化喷头，雾化喷头通过油泵

(153)与油箱(152)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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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重卡轮毂轴承单元综合清洗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轮毂轴承单元清洗设备，尤其涉及一种重卡轮毂轴承单元综合清

洗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物流运输行业的快速发展，重卡车辆的需求量暴涨。而轮毂轴承单元作

为重卡车辆上的重要部件，其清洁度是影响使用寿命和质量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重卡轮

毂轴承单元出厂前都需要进行彻底的清洗，去除生产装配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杂质、油污、磁

性物质等。但是目前常规的清洗装备普遍存在自动化程度低，功能单一，无法满足轮毂轴承

的综合清洗。

[0003] 现有技术中也有智能化的综合清洗装置，集成了退磁、清洗、烘干、防锈为一体的

清洗机，例如申请号200820163751.5的大型轴承清洗烘干涂油一体机，但这种综合精洗装

置在烘干后还有会有残留的水渍在轮毂轴承上，在不处理水渍情况下直接喷油会使得轮毂

轴承表面有污渍。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中轮毂轴承表面还是不干净的缺点，提供一种重卡轮毂轴承

单元综合清洗机。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得以解决：

[0006] 一种重卡轮毂轴承单元综合清洗机，包括机体，机体上安装有输送机构、消磁机

构、清洗机构、烘干机构和喷油机构，消磁机构、清洗机构、烘干机构和喷油机构都设在输送

机构上方并延其输送方向依次排列，输送机构数量为两个；机体上还安装有去水渍机构，去

水渍机构包括用于去除轮毂轴承底面和顶面水渍的第一去水渍装置和用于去除轮毂轴承

四周侧面水渍的第二去水渍装置，第一去水渍装置包括去上水渍组件和去下水渍组件，去

上水渍组件设在烘干机构和喷油机构之间，去下水渍组件设在两个输送机构之间，去上水

渍组件和去下水渍组件都包括第一电机、第一转轴、第一海绵套、第一气缸和轴盖，第一电

机与第一转轴连接并驱动其转动，第一海绵套套装在第一转轴上并与其同步转动，第一气

缸的伸缩推杆与轴盖固定连接，轴盖与第一转轴盖合连接，第二去水渍装置包括升降框、清

洁组件和第二气缸，升降框中间设有供轮毂轴承通过的腔体，腔体的四周内侧壁都设有安

装槽，每个安装槽内都安装有清洁组件，相邻的清洁组件啮合连接，第二气缸的伸缩推杆与

升降框固定连接并驱动其升降。

[0007] 本综合清洗装置集成了输送、消磁、清洗、烘干和喷油等步骤，同时还引入了去水

渍机构，能够对轮毂轴承表面上的水渍进行清理，从而保证喷油时，轮毂轴承上不会出现污

渍，轮毂轴承洁净度高。去水渍机构能够对轮毂盖轴承的底面、顶面及四周侧面进行水渍处

理，水渍处理效果好。去水渍机构为模块结构，方便拆洗，也方便了后期的维护保养。

[0008] 作为优选，清洁组件包括第二转轴、第二海绵套、锥形齿轮，第二海绵套套装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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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转轴上并与其同步转动，第二转轴的两端都固定有锥形齿轮，相邻的两个清洁组件连接

处通过两个锥形齿轮啮合传动。清洁轮毂轴承四周的清洁组件能够联动，清洁效果好。同时

保证升降框升降顺畅。

[0009] 作为优选，升降框为方形升降框，升降框一对对角上都安装有第二气缸，升降框另

一对对角上都安装有导向杆，导向杆架设在输送机构两侧并与机体连接，升降框沿着导向

杆上下升降。升降框通过第二气缸升降，同时升降框上设有导向杆，保证了升降框升降的稳

定性。

[0010] 作为优选，输送机构包括传送带，传送带上设有多排矩形阵列排布的过水孔，过水

孔为上大下小的锥形孔，清洗机构包括粗洗喷头组件、精洗喷头组件、接水盘、清洗液箱体、

过滤器和循环泵，粗洗喷头组件和精洗喷头组件数量都至少为两排，接水盘设在传送带的

正下方并与清洗液箱体连通，循环泵一端与清洗液箱体连通，其另一端与过滤器连通，过滤

器同时与粗洗喷头组件和精洗喷头组件连通，清洗液箱体底部安装有用于加热清洗液的加

热管，清洗液箱体为双层真空隔绝保温箱体，清洗液箱体上安装有用于检测其液位的液位

传感器。过水孔一方面方便清洗后的清洗液能够回收到清洗液箱体内进行二次利用，另一

方面增加轮毂轴承传送时的摩擦力，使其在传送时稳定性好。清洗液箱体上安装有过滤器，

从而使得清洗过的液体能够被过滤器过滤后进行二次利用，提高了清洗液的利用率。清洗

过程中采用先粗洗后精洗的步骤，使得轮毂轴承能够被洗的更加的干净。

[0011] 作为优选，粗洗喷头组件包括至少为两排的粗洗管道，粗洗管道上安装有数量为

多个的第一高压喷头，粗洗管道固定在机体上，精洗喷头组件包括数量至少为三排的精洗

管道，精洗管道上安装有用于监控轮毂轴承的位置传感器和数量为多个的第二高压喷头，

机体上安装有第二电机，第二电机的输出端安装有主动齿轮，精洗管道通过轴承安装在机

体上，精洗管道其中一端端部安装有从动齿轮，主动齿轮与从动齿轮啮合并驱动精洗管道

摆动。粗洗的第一高压喷头是固定不动，当轮毂轴承通过时，对其表面进行粗洗一遍，将较

大的杂质清洗掉；精洗的第二高压喷头为旋转式，在清洗时，第二高压喷头能够跟随摆动清

洗轮毂轴承，轮毂轴承清洗的更加的干净。

[0012] 作为优选，消磁机构包括消磁控制器和形状为门框形的消磁体，消磁体架设在传

送带上安装在机体上，消磁体上安装有用于散热的风扇和指示灯，消磁控制器分别与消磁

体、风扇和指示灯连接并控制其启停。

[0013] 作为优选，烘干机构包括烘干箱体、加热板和风机，加热板和风机都安装在烘干箱

体，烘干箱体的风口倾斜朝向轮毂轴承驶来的方向，烘干箱体的风口为上大下圆锥形风口。

[0014] 作为优选，喷油机构包括形状为门框形的机架，机架上安装有油箱，油箱上安装有

油泵，机架上安装有竖直朝向传送带方向的雾化喷头，雾化喷头通过油泵与油箱连通。

[0015] 作为优选，清洗机构还包括用于吸收轮毂轴承上杂质的吸尘风机，吸尘风机上连

接有通风管道，吸尘风机的出风口设在消磁机构与粗洗喷头组件。在水洗之前通过吸尘风

机对轮毂轴承上体积较大的杂质进行吸除，从包括水洗时清洗液箱体内不会残留体积较大

的杂物，有效防止杂物堵塞过滤器，提高过滤器的使用寿命。

[0016] 本发明由于采用了以上技术方案，具有显著的技术效果：

[0017] 本综合清洗装置集成了输送、消磁、清洗、烘干和喷油等步骤，同时还引入了去水

渍机构，能够对轮毂轴承表面上的水渍进行清理，从而保证喷油时，轮毂轴承上不会出现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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渍，轮毂轴承洁净度高。去水渍机构能够对轮毂盖轴承的底面、顶面及四周侧面进行水渍处

理，水渍处理效果好。去水渍机构为模块结构，方便拆洗，也方便了后期的维护保养。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第一位置状态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第二位置状态下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图1中消磁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是本发明中粗洗喷头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是本发明中细洗喷头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是本发明中第一去水渍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是本发明中第二去水渍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8是图7中升降框的结构示意图。

[0026] 以上附图中各数字标号所指代的部位名称如下：其中，10—机体、11—输送机构、

12—消磁机构、13—清洗机构、14—烘干机构、15—喷油机构、16—去水渍机构、111—传送

带、121—消磁控制器、122—消磁体、123—风扇、124—指示灯、131—粗洗喷头组件、132—

精洗喷头组件、133—清洗液箱体、134—过滤器、135—循环泵、136—吸尘风机、137—高压

风道、141—烘干箱体、142—风机、151—机架、152—油箱、153—油泵、161—第一去水渍装

置、162—第二去水渍装置、1111—过水孔、1311—粗洗管道、1312—第一高压喷头、1321—

精洗管道、1322—第二高压喷头、1323—从动齿轮、1324—轴承、1611—第一电机、1612—第

一转轴、1613—第一海绵套、1614—第一气缸、1615—轴盖、1621—升降框、1622—清洁组

件、16211—腔体、16212—腔体、16221—第二转轴、16222—第二海绵套、16223—锥形齿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1‑8与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8] 实施例1

[0029] 一种重卡轮毂轴承单元综合清洗机，包括机体10，机体10上安装有输送机构11、消

磁机构12、清洗机构13、烘干机构14和喷油机构15，消磁机构12、清洗机构13、烘干机构14和

喷油机构15都设在输送机构11上方并延其输送方向依次排列，输送机构11数量为两个；机

体10上还安装有去水渍机构16，去水渍机构16包括用于去除轮毂轴承底面和顶面水渍的第

一去水渍装置161和用于去除轮毂轴承四周侧面水渍的第二去水渍装置162，第一去水渍装

置161包括去上水渍组件和去下水渍组件，去上水渍组件设在烘干机构14和喷油机构15之

间，去下水渍组件设在两个输送机构11之间，去上水渍组件和去下水渍组件都包括第一电

机1611、第一转轴1612、第一海绵套1613、第一气缸1614和轴盖1615，第一电机1611与第一

转轴1612连接并驱动其转动，第一海绵套1613套装在第一转轴1612上并与其同步转动，第

一气缸1614的伸缩推杆与轴盖1615固定连接，轴盖1615与第一转轴1612盖合连接，第二去

水渍装置162包括升降框1621、清洁组件1622和第二气缸，升降框1621中间设有供轮毂轴承

通过的腔体16211，腔体16211的四周内侧壁都设有安装槽16212，每个安装槽16212内都安

装有清洁组件1622，相邻的清洁组件1622啮合连接，第二气缸的伸缩推杆与升降框1621固

定连接并驱动其升降。

说　明　书 3/6 页

6

CN 112705507 A

6



[0030] 清洁组件1622包括第二转轴16221、第二海绵套16222和锥形齿轮16223，第二海绵

套16222套装在第二转轴16221上并与其同步转动，第二转轴16221的两端都固定有锥形齿

轮16223，相邻的两个清洁组件1622连接处通过两个锥形齿轮16223啮合传动。

[0031] 通常的清洗剂都是采用传送辊，按照工件的大小，调整辊子的距离，针对不同的工

件都有不断调整。输送机构11包括传送带111，传送带111上设有多排矩形阵列排布的过水

孔1111，过水孔1111为上大下小的锥形孔，锥形孔方便清洗液漏到清洗液箱体133底部中，

并且能增加传送时的摩擦，使工件在传送时较为平稳，同时可实现多种型号的轮毂单元输

送，适用范围更加广泛。同时采用了过载报警设计，在发生卡料时，声光报警传感器监测到

卡料能发生报警，方便工人及时处理，避免输送电机和传送带111损伤，清洗机构13包括粗

洗喷头组件131、精洗喷头组件132、接水盘、清洗液箱体133、过滤器134和循环泵135，粗洗

喷头组件131和精洗喷头组件132数量都至少为两排，接水盘设在传送带111的正下方并与

清洗液箱体133连通，循环泵135一端与清洗液箱体133连通，其另一端与过滤器134连通，过

滤器134同时与粗洗喷头组件131和精洗喷头组件132连通，清洗液箱体133底部安装有用于

加热清洗液的加热管，加热管可以实现清洗液的加热，其加热温度可设置。清洗液箱体133

为双层真空隔绝保温箱体，清洗液箱体133上安装有用于检测其液位的液位传感器，当清洗

液不足时，蜂鸣器报警、液位指示灯亮红灯，显示屏可以实时显示液位的状态。清洗液的回

收利用，清洗液喷射完毕后会经过传送带111的过水孔1111带回到设备的清洗液箱体133底

部，然后清洗液箱体133底部过滤系统会进行第一次过滤，将杂质沉淀，将过滤后的清洗液

重新回流到清洗液箱体133中，能实现二次利用，但还是会经过过滤器134，实现二次过滤，

将杂质过滤掉，保证喷洗液的质量。

[0032] 粗洗喷头组件131包括至少为两排的粗洗管道1311，粗洗管道1311上安装有数量

为多个的第一高压喷头1312，粗洗管道1311固定在机体10上，精洗喷头组件132包括数量至

少为三排的精洗管道1321，精洗管道1321上安装有用于监控轮毂轴承的位置传感器和数量

为多个的第二高压喷头1322，机体10上安装有第二电机，第二电机的输出端安装有主动齿

轮，精洗管道1321通过轴承324安装在机体10上，精洗管道1321其中一端端部安装有从动齿

轮1323，主动齿轮与从动齿轮1323啮合并驱动精洗管道1321摆动。清洗机构13采用的清洗

剂是一种高效节能、环保型水基弱碱性清洗液。喷洗分为粗洗和精洗两部分，其中粗洗部分

水流压力较小，第一高压喷头1312固定不动，待工件通过完成清洗。精洗部分水流压力较

大，工件通过时，旋转精洗管道1321跟随工件的移动进行移动，实现跟踪式清洗作业，达到

多方位、全面清洗。

[0033] 消磁机构12包括消磁控制器121和形状为门框形的消磁体122，消磁体122架设在

传送带111上安装在机体10上，消磁体122上安装有用于散热的风扇123和指示灯124，消磁

控制器121分别与消磁体122、风扇123和指示灯124连接并控制其启停。消磁机构12是由消

磁体122构成，它由电磁线圈产生磁力线，工件直接通过磁力线对原本工件的磁性进行干扰

达到工件退磁。退磁器可根据设定的退磁时间进行工作，当有工件经过时，消磁体122自动

开启工作，当没有工件通过时，消磁体122处于暂时休眠状态，用以减少功耗。

[0034] 烘干机构14包括烘干箱体141、加热板和风机142，加热板和风机142都安装在烘干

箱体141，烘干箱体141的风口倾斜朝向轮毂轴承驶来的方向，烘干箱体141的风口为上大下

圆锥形风口。烘干机构14采用的是风流干燥，高压风通过烘干箱体141进行加热和加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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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锥形风口后，喷射出高温高压气体，以实现工件的干燥功能。

[0035] 喷油机构15包括形状为门框形的机架151，机架151上安装有油箱152，油箱152上

安装有油泵153，机架151上安装有竖直朝向传送带111方向的雾化喷头，雾化喷头通过油泵

153与油箱152连通。根据用户需求，经过干燥后的工件喷涂防锈油，实现对工件的防锈保

护。

[0036] 电气部分包括PLC、触摸屏、传感器、报警器、报警指示灯，该部分相当于是整个系

统的大脑，对喷洗液的温度、传送带卡料、各工序是否正常工作等，均能实时反馈和监测，同

时，通过触摸屏可实现对相关参数的设置，如传送带的速度、退磁时间、喷洗时间、烘干时间

等等。辅助部分包括各类阀、通风系统、管路，主要是各部分的次要部分，起辅助作用。

[0037] 清洗机构13还包括用于吸收轮毂轴承上杂质的吸尘风机136，吸尘风机136上连接

有通风管道137，吸尘风机136的出风口设在消磁机构13与粗洗喷头组件131。在水洗之前通

过吸尘风机136对轮毂轴承上体积较大的杂质进行吸除，从包括水洗时清洗液箱体133内不

会残留体积较大的杂物，有效防止杂物堵塞过滤器134，提高过滤器134的使用寿命。

[0038] 工作原理：首先，需要技术人员或者操作工在电控柜上的触摸屏上输入密码验证，

验证完成后设定一系列参数。设定好所有的参数及程序后，设置为自动运作，重卡轮毂轴承

单元经过之前一系列的工序进入到输送机构11，然后在输送电机的带动下，传送带111按照

工作人员预先设定的速度进行前进，当工件在传送带111的带动下，距离消磁体122一定距

离(可调节)时，消磁体122自动进入到工作模式，工件通过消磁体122，消磁体122上的风扇

123正常散热转动，指示灯124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亮绿灯。完成退磁后，工件离开消磁体122

一定距离后，消磁体122进入休眠状态，以减少能耗。然后，工件经过具有两排16个粗洗喷头

组件131粗洗阶段，此处的喷头位置固定不动，工件经过时，循环泵135将清洗液箱体133中

加热过的清洗液抽出，经过管道输送到过滤器134中，过滤器1将过滤好的清洗液经过输入

管道输送到粗洗管道1311，经过第一高压喷头1312喷出，完成工件的粗洗工序。然后，工件

来到精洗阶段，清洗液箱体133底部具有加热管(在箱体内部，未画出)，能够将清洗液按照

预设温度加热到一定的温度，同时，清洗液箱体133采用双层真空隔绝保温结构，能够将加

热的清洗液进行保温处理。循环泵135将清洗液箱体133中一定温度的清洗液抽出，经过管

道流入过滤器134中，过滤器134经过过滤，将无杂质的清洗液经过输入管道输送到精洗管

道1321中，精洗管道1321是具有可旋转功能的，当工件接近时，3排24个第二高压喷头1322

按照工件移动的方向，缓缓地跟随工件进行转动，完全彻底地将清洗液喷道工件的内外表

面，完成对工件的精洗。同时，精洗部分的水流压力也较大。当工件过去后，三排喷头又缓慢

移动回初始位置，等待下一工件的到来。经过精洗工序后，工件到达烘干位置，经过管道的

高压气体进入到烘干箱体141中，141内部具有加热导管，在加热板和风机142的作用下，将

高压气体加热后，经过圆锥形的喷道，喷到工件表面，完成对工件的烘干，此处的烘干时间

是可以调节的，以用来满足不同产品的烘干需求。经过烘干后的工件，进入到去水渍机构

16，先通过第一去水渍装置161对轮毂轴承的上下端面进行水渍处理，然后通过第二去水渍

装置162对轮毂轴承的四周进行去水渍处理。水渍处理完后轮毂轴承进入到喷防锈液工序，

油箱152中预先加满了防锈液，油箱152在油泵153的作用下，由3排15个雾化喷头喷出，将工

件的内外表面全部完成喷淋工序，以用来避免工件的锈蚀。最后，工件由传送带111输出，进

入下一道工序。经过喷洗工序的清洗液可以经传送带11漏到底部的清洗液箱体133中，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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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箱体133中有一套过滤系统，经过沉淀过滤等工序，将杂质过滤后的清洗液经过管道重新

流回到清洗液箱体133中，供循环使用，节约清洗液，减少排放。

[0039] 其中，整个传送部分的一系列工序容易产生水雾、气体等，本清洗机自带通风功

能，在工件通过的机器上半部分的背部有外接抽气的接口，可以将气体由外接抽风机排出。

传送部分，安装有声光报警传感器，当发生卡料时，触摸屏显示故障类型，故障指示灯亮起，

蜂鸣器响起，传送带111停止传送。值得一提的是，工件传送的上半部分，均采用推拉钢化玻

璃形式，可以方便观察内部运行状况的同时，当内部发生故障时，也方便维修、清洁。退磁部

分中，其工作模式分为常开模式和自动模式两种，常开模式是消磁体122时刻保持工作状

态，自动模式是只有工件靠近时，消磁体122才开始工作。第一种模式适合传送链条速度快，

产品多的情况下，第二种模式适合传输速度慢，产品少的情况下。清洗部分中，清洗液箱体

133中含有加热管，可将清洗液按照设定的要求加热到一定的温度，这样设计的目的是因为

加热后的清洗液更能有效的清除溶解油脂等物质，达到精洗目的。清洗液的箱体133采用双

层真空隔绝保温结构，可对加热的清洗液进行保温。清洗液箱体133内部安装有液位监测传

感器，能够将清洗液剩余容量实时反馈到触摸屏上，当出现清洗液不足的情况，指示灯颜色

变红，蜂鸣器鸣响提示，此时可以打开阀门将剩余液体排出，重新加入新的清洗液。电控部

分，在电控柜上，有触摸屏可以对各参数和时间进行设置，也可以实时显示工作状况的任何

问题。指示灯分为红灯、黄灯、绿灯、清洗液低位、防锈液低位等五种，当工作状况正常时，亮

绿灯，等待时，亮黄灯，出现故障时，亮红灯。防锈液和清洗液位于低位时，对应的指示灯亮

起。线速表反映传送带111的运转速度，三个温控表分别显示清洗液温度、烘干气体温度、上

部分箱体温度，各功能旋钮开关能分别控制各功能的开启关闭，用来针对不同的产品进行

不同的工作。最后一个是紧急停止按钮，当发生紧急情况时，能紧急停止设备。

[0040] 实施例2

[0041] 实施例2与实施例1特征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升降框1621为方形升降框，升降框

1621一对对角上都安装有第二气缸，升降框1621另一对对角上都安装有导向杆，导向杆架

设在输送机构11两侧并与机体10连接，升降框1621沿着导向杆上下升降。

[0042] 实施例3

[0043] 实施例3与实施例1特征基本相同，不同的是清洗机构13还包括用于吸收轮毂轴承

上杂质的吸尘风机136，吸尘风机136上连接有通风管道137，吸尘风机136的出风口设在消

磁机构12与粗洗喷头组件131。在水洗之前通过吸尘风机136对轮毂轴承上体积较大的杂质

进行吸除，从包括水洗时清洗液箱体133内不会残留体积较大的杂物，有效防止杂物堵塞过

滤器134，提高过滤器134的使用寿命。轮毂轴承通过消磁工序后，工件先进入到吸尘工序，

工件来到吸尘风机136位置处，吸尘管道137连接有杂物回收箱，经过吸尘风机136的作用，

对轮毂轴承上的杂物进行吸除，以清除工件上一些体积较大的杂质等物质。当然此处有阀

门，对于不同的产品类型，可以选择关闭阀门，跳过此步骤，以减少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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