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1447158.8

(22)申请日 2019.09.03

(73)专利权人 广东省华彩玻璃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 523000 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东深路

常平段302号3号楼102室

(72)发明人 张志斌　王正秋　杨胜南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市兴科达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44260

代理人 阳江军

(51)Int.Cl.

F26B 21/00(2006.01)

B08B 11/04(2006.01)

B08B 3/02(2006.01)

B08B 1/04(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高效节能玻璃清洗干燥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高效节能玻璃清洗

干燥机，本实用新型采用节能型自清洁水循环冲

洗装置，冲洗水循环利用降低能耗；干燥环节分

吹扫、风干、烘干三级，吹扫及风干环节采用压缩

空气便于分区域及分时控制，设计移动风刀快速

吹扫装置，将玻璃表面的水珠快速吹扫至两边，

可通入高温高压蒸汽清洗吹扫，效果更加明显；

设计分布式风干装置，将玻璃表面的水分风化干

燥，采用分区域、分时控制技术进一步降低能耗，

减少噪音；设计电辅加热烘干装置，将玻璃表面

及侧面的水汽彻底干燥；设计自动控制系统实现

自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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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节能玻璃清洗干燥机，包括机架(1)，机架(1)上安装有玻璃传送装置(2)，

沿玻璃传送装置(2)的传输方向上下对称依次安装有循环水洗单元(3)、移动吹扫单元(4)、

风干单元(5)和加热烘干模组单元(6)。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节能玻璃清洗干燥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玻璃传送装置(2)

末端安装有清洗干燥架(7)。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效节能玻璃清洗干燥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吹扫单元(4)

包括沿玻璃传送装置(2)宽度方向设置的移动吹扫导轨(41)，移动吹扫导轨(41)上滑动连

接有移动小车(42)，移动小车(42)上通过风刀换向机构(8)轴接有安装有若干吹扫风刀

(43)，配合每个吹扫风刀(43)均安装有边沿检测传感器(9)。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效节能玻璃清洗干燥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风刀换向机构(8)

为电机或旋转气缸。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节能玻璃清洗干燥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循环水洗单元(3)

的入口处安装有玻璃宽度检测传感器(10)，所述玻璃宽度检测传感器(10)为若干接近开关

或激光测距传感器。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节能玻璃清洗干燥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玻璃传送装置(2)

包括若干传送辊(21)。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节能玻璃清洗干燥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循环水洗单元(3)

包括沿玻璃传送装置(2)宽度方向延伸的上冲洗管(31)和下冲洗管(32)，上冲洗管(31)和

下冲洗管(32)的长度方向均安装有若干冲洗水咀(33)；下冲洗管(32)的下方安装有倾斜设

置的接水盘(34)，接水盘(34)下端配合安装有沉淀池(35)，沉淀池(35)临近安装有清水池

(36)，沉淀池(35)与清水池(36)临近的内壁矮于沉淀池(35)其余位置的内壁或沉淀池(35)

与清水池(36)临近的内壁顶部成形有漏水口；沉淀池(35)和清水池(36)底部均连通有排污

管(37)，排污管(37)上安装有排污阀(38)；上冲洗管(31)和下冲洗管(32)通过水泵(39)与

清水池(36)连通；清水池(36)还连通有补水管(310)，补水管(310)上安装有补水阀(311)；

清水池(36)内上部安装有上液位传感器(312)，下部安装有下液位传感器(313)，上液位传

感器(312)和下液位传感器(313)有线或无线连接补水阀(311)。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高效节能玻璃清洗干燥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冲洗管(31)和下

冲洗管(32)内均安装有水幕调节滑块(314)；沿上冲洗管(31)和下冲洗管(32)长度方向安

装有伸缩装置，伸缩装置上安装有与水幕调节滑块(314)相互吸引的驱动滑块(315)；所述

伸缩装置为气缸或连接有电机(316)的丝杆(317)；水幕调节滑块(314)包裹有弹性层，所述

弹性层为橡胶或弹性塑料。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高效节能玻璃清洗干燥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淀池(35)包括依

次临近设置的一级沉淀池(351)、二级沉淀池(352)和三级沉淀池(353)，一级沉淀池(351)、

二级沉淀池(352)和三级沉淀池(353)的内壁逐渐降低，且每个沉淀池(35)均安装有高于内

壁设置的中间隔板(354)，中间隔板(354)底部与沉淀池(35)底部成形有间隙(355)；所述驱

动滑块(315)和水幕调节滑块(314)均为磁力块或一个为铁块另一个为磁力块。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节能玻璃清洗干燥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风干单元(5)为分

布式风干单元，分布式风干单元包括若干分布式排列的风干风刀(51)；所述加热烘干模组

单元(6)包括若干分布式的电加热器(61)；所述风干风刀(51)和电加热器(61)均对应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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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边沿检测传感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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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节能玻璃清洗干燥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玻璃清洁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高效节能玻璃清洗干燥机。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玻璃清洗多采用毛刷辊水洗方式，洗水后用大功率鼓风机通过固定的风刀吹

风将玻璃表面的水分吹干。主要缺点是：噪音大、能耗大、效率低等。

[0003] 玻璃清洗为间断式进行，且玻璃的大小、规格不定，用传统设备清洗玻璃时，不能

根据玻璃的宽度进行调节，导致水资源和能源损耗非常大。例如专利201410295159.0公开

了一种玻璃的风刀清洗机，但是其风刀和横跨整个传送装置的宽度，导致超出玻璃宽度的

部分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设计一种新型的高效节能玻璃清洗干燥机，本实用新型采用

节能型自清洁水循环冲洗装置，冲洗水循环利用降低能耗；干燥环节分吹扫、风干、烘干三

级，吹扫及风干环节采用压缩空气便于分区域及分时控制，设计移动风刀快速吹扫装置，将

玻璃表面的水珠快速吹扫至两边，可通入高温高压蒸汽清洗吹扫，效果更加明显；设计分布

式风干装置，将玻璃表面的水分风化干燥，采用分区域、分时控制技术进一步降低能耗，减

少噪音；设计电辅(蒸汽)加热烘干装置，将玻璃表面及侧面的水汽彻底干燥；设计自动控制

系统实现自动控制。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高效节能玻璃清洗干燥机，包括机架1，机架1上安装有玻璃传送装置2，沿玻

璃传送装置2的传输方向上下对称依次安装有循环水洗单元3、移动吹扫单元4、风干单元5

和加热烘干模组单元6。

[0007] 进一步的改进，所述玻璃传送装置2末端安装有清洗干燥架7。

[0008] 进一步的改进，所述移动吹扫单元4包括沿玻璃传送装置2宽度方向设置的移动吹

扫导轨41，移动吹扫导轨41上滑动连接有移动小车42，移动小车42上通过风刀换向机构8轴

接有安装有若干吹扫风刀43，配合每个吹扫风刀43均安装有边沿检测传感器9。

[0009] 进一步的改进，所述风刀换向机构8为电机或旋转气缸。

[0010] 进一步的改进，所述循环水洗单元3的入口处安装有玻璃宽度检测传感器10，所述

玻璃宽度检测传感器10为若干接近开关或激光测距传感器。

[0011] 进一步的改进，所述玻璃传送装置2包括若干传送辊21。

[0012] 进一步的改进，所述循环水洗单元3包括沿玻璃传送装置2宽度方向延伸的上冲洗

管31和下冲洗管32，上冲洗管31和下冲洗管32 的长度方向均安装有若干冲洗水咀33；下冲

洗管32的下方安装有倾斜设置的接水盘34，接水盘34下端配合安装有沉淀池35，沉淀池  35

临近安装有清水池36，沉淀池35与清水池36临近的内壁矮于沉淀池35其余位置的内壁或沉

淀池35与清水池36临近的内壁顶部成形有漏水口；沉淀池35和清水池36底部均连通有排污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211012359 U

4



管37，排污管37上安装有排污阀38；上冲洗管31和下冲洗管32通过水泵39  与清水池36连

通；清水池36还连通有补水管310，补水管310上安装有补水阀311；清水池36内上部安装有

上液位传感器312，下部安装有下液位传感器313，上液位传感器312和下液位传感器313有

线或无线连接补水阀311。

[0013] 进一步的改进，所述上冲洗管31和下冲洗管32内均安装有水幕调节滑块314；沿上

冲洗管31和下冲洗管32长度方向安装有伸缩装置，伸缩装置上安装有与水幕调节滑块314

相互吸引的驱动滑块315；所述伸缩装置为气缸或连接有电机316的丝杆317；水幕调节滑块

314  包裹有弹性层，所述弹性层为橡胶或弹性塑料。

[0014] 进一步的改进，所述沉淀池35包括依次临近设置的一级沉淀池  351、二级沉淀池

352和三级沉淀池353，一级沉淀池351、二级沉淀池352和三级沉淀池353的内壁逐渐降低，

且每个沉淀池35均安装有高于内壁设置的中间隔板354，中间隔板354底部与沉淀池35底部

成形有间隙355；所述驱动滑块315和水幕调节滑块314均为磁力块或一个为铁块另一个为

磁力块。

[0015] 进一步的改进，所述风干单元5为分布式风干单元，分布式风干单元包括若干分布

式排列的风干风刀51；所述加热烘干模组单元6  包括若干分布式的电加热器61；所述组纵

向的风干风刀51和电加热器61均对应安装有边沿检测传感器9。

[0016]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

[0017] 1.本实用新型采用节能型自清洁水循环冲洗装置，冲洗水循环利用降低能耗。

[0018] 2.干燥环节分吹扫、风干、烘干三级，吹扫及风干环节采用压缩空气便于分区域及

分时控制，设计移动风刀快速吹扫装置，将玻璃表面的水珠快速吹扫至两边，可通入高温高

压蒸汽清洗吹扫，效果更加明显。

[0019] 3.设计分布式风干装置，将玻璃表面的水分风化干燥，采用分区域、分时控制技术

进一步降低能耗，减少噪音。

[0020] 4.设计电辅(蒸汽)加热烘干装置，将玻璃表面及侧面的水汽彻底干燥。

[0021] 5.设计自动控制系统实现自动控制。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俯视结构会示意图；

[0024] 图3为移动吹扫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循环水洗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清洗管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6为移动小车的一种示意图；

[0028] 图7为移动吹扫单元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9] 图8为横杆和通孔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9为实施例2的移动吹扫单元和加热烘干模组单元；

[0031] 图10为实施例3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32] 图11为实施例3中V型导轮运送玻璃的原理结构示意图；

[0033] 图12为实施例3中同步带轮和同步带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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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4] 实施例1

[0035] 如图1和2所示的本实用新型一种高效节能玻璃清洗干燥机由机架、循环水洗单

元、玻璃传送装置、清洗干燥架(包括上清洗干燥架、下清洗干燥架)、自动控制系统组成，其

中上清洗干燥架和下清洗干燥架为上下对称结构；

[0036] 沿玻璃传送装置依次安装循环洗水单元、移动吹扫单元、分布式风干单元、电辅

(蒸汽)加热烘干模组单元(加热烘干模组单元)  构成；

[0037] 循环洗水单元由喷淋管、毛刷辊组成；

[0038] 移动吹扫单元由移动吹扫导轨、移动小车、风刀换向机构、吹扫风刀组成；移动小

车和移动吹扫导轨的实时方式可以有多种，具体如图5所示的一种，两个移动吹扫导轨中部

成形有滑槽，移动小车左右各有两个滚轮处于滑槽内，滚轮连接有转轴和电机，转轴通过轴

承与风刀安装台连接。

[0039] 分布式风干单元由纵向控制阀组52、横向控制阀组53、风干风刀组51组成(这些在

图中没有标出)或由若干单独的分布式排列的风干风刀51组成。

[0040] 电辅(蒸汽)加热模块由轴流风机62、电加热器61(电热交换器或蒸汽热交换器)、

散热器63组成；或若干单独设置的电加热器  61组成；

[0041] 上清洗干燥机架各环节相应部位设有边沿检测传感器(如接近开关等)、循环洗水

单元前即机器入口设有玻璃宽度检测传感器；

[0042] 工作过程(附图2)：

[0043] 当被洗玻璃进入洗水干燥机时，玻璃宽度检测传感器自动检测玻璃宽度，循环洗

水单元喷淋管根据玻璃宽度自动设定喷淋宽度、移动吹扫单元移动小车自动换算并存储移

动吹扫行程、分布式风干单元打开对应宽度范围内的风干风刀、电辅(蒸汽)加热烘干模组

单元对应宽度模块进入预热状态；

[0044] 移动吹扫：被洗玻璃先经过循环洗水环节进行水洗后玻璃传送加将玻璃传送至移

动吹扫单元，如图2所示，第一个1边沿检测传感器检测到玻璃前边沿时第一个扫风刀自动

吹风，移动小车在相应行程内开始往复移动；第二个边沿检测传感器检测到玻璃前边沿时

第二个吹扫风刀自动吹风；第三个边沿检测传感器检测到玻璃前边沿时第三个吹扫风刀自

动吹扫；当玻璃后边沿经过边沿检测传感器后，对应的吹扫风刀即停止吹扫；此环节若采用

高温高压蒸汽吹扫，利用高温高压蒸汽对污渍的气化清洗作用，能使清洗效过更加明显；

[0045] 分布式风干：边沿检测传感器检测到玻璃前边沿时第一个横向控制阀打开，因此

前对应的纵向控制阀组已经打开，故受第一个横向控制阀控制的1-7个风刀开始吹扫；当玻

璃移动，后续的沿检测传感器检测到玻璃前边沿时，对应的横向控制阀军打开；当玻璃后边

沿经过边沿检测传感器时，对应的横向控制阀和纵向控制阀组均关闭。具体的，参见图7和

8，分布式风干单元包括风干总管54，风干总管  54连通有进气管55和若干风干管56，风干管

56通过竖管57连通有若干风干风刀51；竖管57上安装横向控制阀组53，横向控制阀组  53包

括穿过竖管57的横杆58，横杆58上成形有与竖管57配合的通孔59，横杆58连接有推拉装置

510如气缸等。

[0046] 电辅(蒸汽)加热烘干：也设置有边沿检测传感器，边沿检测传感器检测到玻璃的

前边沿时对应宽度的电辅(蒸汽)加热烘干模块风机启动，散热器散发出热风对玻璃进行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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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处理；玻璃后边沿经过边沿检测传感器后对应加热器停止加热，风机延时停止。

[0047] 实施例2

[0048] 为了节省能源，同时增加清洗效果，对移动吹扫单元(4)和加热烘干模组单元(6)

进行如下改进：

[0049] 加热烘干模组单元(6)改为蒸汽加热结构，具体包括风机601、蒸汽加热器602和散

热器63；蒸汽加热器602内蒸汽管的出口处通过水汽出口管603连通移动吹扫单元(4)的吹

扫风刀(43)。

[0050] 这样，高温蒸汽通过蒸汽入口管进入蒸汽加热器对加热烘干模块升温，风机运行

时将冷空气吹向蒸汽加热器，经蒸汽加热器加热后的热风从散热器排出对玻璃表面进行烘

干

[0051] 蒸汽吹扫：参与热交换后高温蒸汽将变为水汽混合蒸汽，水汽混合蒸汽通过水汽

出口管排出后进入移动吹扫风刀，并从移动吹扫风刀喷咀喷出对玻璃表面进行吹扫、清洗；

[0052] 风干单元(5)：压缩空气通过压缩空气入口管进入分布式风干模块，在纵向、横向

控制阀的控制下经风干风刀吹出，对玻璃表面进行吹扫、风干；

[0053] 清洗干燥流程：被洗玻璃先进入水洗装置经喷淋管毛刷辊进行一次清洗；水洗后

玻璃表面将附着大量的水珠，玻璃经过吹扫风刀时，风刀喷咀喷出水汽混合蒸汽对玻璃表

面进行二次清洗，同时风刀移动吹扫将玻璃表面的水珠吹赶至两边落下；蒸汽吹扫、清洗后

的玻璃表面残留的水迹再经风干风刀吹出的压缩空气吹扫、风干；玻璃经压缩空气吹扫、风

干后进入烘干模块，散热器排除的热风对玻璃表面进行烘干处理，最终使玻璃表面达到完

全干燥的效果。

[0054] 实施例3

[0055] 实施例1中采用的是通过胶辊(传送辊21)与玻璃面的摩擦进行输送。但是其存在

如下缺点：

[0056] 1.胶辊表面容易粘上颗粒物等硬质结晶物时，传送过程中易将玻璃面刮伤。

[0057] 2.胶辊生产加工成本高，且对环境污染严重。

[0058] 3.胶辊运行时间过久易老化脱落，在清洗设备上使用时对玻璃造成二次污染。

[0059] 4.在玻璃清洗机上使用时由于胶辊排列比较密集，不易对玻璃下表面进行清洗、

干燥。

[0060] 克服上述缺点，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对传输装置进行如下改进：

[0061] 如图10-11所示，在机架1的宽度方向安装有丝杆101，丝杆101  螺纹连接有丝杆滑

块102，丝杆滑块102滑动连接有光杆103；丝杆滑块102上安装有带有凹槽的被动导轮104，

机架1上安装有与被动导轮104配合的带有凹槽的主动导轮105，所述主动导轮105连接有旋

转动力机构106，丝杆101连接有旋转机构114。被动导轮104和主动导轮105均为V型导轮。丝

杆101为多个，丝杆滑块102两侧安装有支撑辊筒107。

[0062] 丝杆滑块102上安装有滑动销108，被动导轮104的被动转轴109  滑动连接在滑动

销108上；被动转轴109连接有压缩弹簧110。摇主动导轮105的主动转轴111上安装有至少两

个同步带轮112，相邻主动转轴111之间通过套设在同步带轮112上同步带113进行传动旋转

动力机构106为电机，旋转机构114为丝。杆调节电机；丝杆101两端通过轴承115与机架1旋

转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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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这样通过V型导轮夹持玻璃两侧进行传输，使得玻璃悬空，大大降低了玻璃被划伤

的可能，且玻璃底部的遮掩部分大大减少，方便了对玻璃底部进行充分清洗。

[0064] 支撑滚筒的作用一是方便玻璃导入V型导轮，二是传送大块玻璃时减轻V型导轮的

承重并防止玻璃下垂减小传送过程中的晃动。

[0065] 上述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不作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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