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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建筑施工用模板清

理设备，涉及建筑施工技术领域，包括：第一清理

腔、第一电机、震动泵、第一液压泵、第二液压泵

和第二清理腔，第一清理腔的正面左上角嵌入设

置有开关控制器，第一清理腔的左侧面开设有进

料口。本实用通过设置有凸块、刮板、毛刷、第一

转轮和第二转轮，通过震动泵带动凸块上下震动

对模板的上下表面进行捶打，使得凸块将模板表

面的混凝土进行打碎，并通过刮板将模板上的混

凝土刮蹭，在是的毛刷对模板上混凝土灰进行清

扫，使得模板的上下两个面被清理，通过第一电

机和第三电机带动第一转轮和第二转轮转动，使

得第一转轮和第二转轮对模板的四个侧面进行

清理，使得模板在整个装置内被进行全方位的清

理，使得在对模板清理过程中更加便捷、迅速，提

高了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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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施工用模板清理设备，包括：第一清理腔(1)、第一电机(2)、震动泵(3)、第

一液压泵(4)、第二液压泵(5)和第二清理腔(6)，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清理腔(1)的正面左

上角嵌入设置有开关控制器(101)，所述第一清理腔(1)的左侧面开设有进料口(102)，所述

开关控制器(101)的下方通过螺母固定连接有第二电机(103)，所述第二电机(103)的输出

端固定安装有滚筒(104)，所述第一清理腔(1)的内部下方固定安装有支撑板(105)，所述支

撑板(105)上开设有漏孔(106)，所述第一清理腔(1)的底端开设有废料口(107)，所述第一

清理腔(1)的顶端通过螺母固定连接有两个第一电机(2)，所述第一电机(2)的输出端设置

有第一转轮(201)，所述第一清理腔(1)的内部上下两端均通过螺母固定连接有震动泵(3)，

所述震动泵(3)的输出端固定安装有固定块(301)，所述固定块(301)的下表面设置有凸块

(302)，所述震动泵(3)的右方上下两端均通过螺母固定连接有第一液压泵(4)，所述第一液

压泵(4)的输出端固定安装有刮板(401)，所述第一液压泵(4)的右方上下两端均通过螺母

固定连接有第二液压泵(5)，所述第二液压泵(5)的输出端固定安装有隔板(501)，所述隔板

(501)的底端通过螺母固定连接有马达(502)，所述马达(502)的输出端设置有毛刷(503)，

所述第一清理腔(1)的右端固定安装有第二清理腔(6)，所述第二清理腔(6)的正面开设有

出料口(601)，所述第二清理腔(6)的顶端通过螺母固定连接有两个第三电机(602)，所述第

三电机(602)的转轴中部固定安装有第二转轮(603)，所述第二清理腔(6) 的背面通过螺母

固定连接有第三液压泵(604)，所述第三液压泵(604)的输出端固定安装有活动板(605)，所

述第二清理腔(6)的内部固定安装有承重板(60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施工用模板清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凸块(302)

呈半球状排列在固定块(301)的底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施工用模板清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刮板(401)

的长度大于模板的宽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施工用模板清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马达(502)

和毛刷(503)均设置有13个，所述马达(502)和毛刷(503)均呈“一”字形排列在隔板(501)

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施工用模板清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两个第一转

轮(201)之间的距离等于模板的宽度，所述两个第二转轮(603)之间的距离等于模板的长

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施工用模板清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动板

(605)的下表面与承重板(606)的上表面相交。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施工用模板清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滚筒(104)

设置有四个，且所述每个滚筒(104)的外表面均粘接有一层橡胶垫。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施工用模板清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电机

(2)、第二电机(103)、第三电机(602)、震动泵(3)、第一液压泵(4)、第二液压泵(5)、第三液

压泵(604)和马达(502)均通过开关控制器(101)与外接电源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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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施工用模板清理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施工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建筑施工用模板清理

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建筑施工用模板在使用后，会在模板上残留一些混凝土，需要工作人员进

行清理后才能进行下次使用，对模板进行清理时，普遍采用人工清理，费时费力，且工作效

率低。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一)技术问题

[0004] 本实用提供一种建筑施工用模板清理设备，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现有的建

筑施工模板进行清理时，普遍采用人工清理，费时费力，且工作效率低。

[0005] (二)技术方案

[0006] 本实用提供了一种建筑施工用模板清理设备，包括：第一清理腔、第一电机、震动

泵、第一液压泵、第二液压泵和第二清理腔，所述第一清理腔的正面左上角嵌入设置有开关

控制器，所述第一清理腔的左侧面开设有进料口，所述开关控制器的下方通过螺母固定连

接有第二电机，所述第二电机的输出端固定安装有滚筒，所述第一清理腔的内部下方固定

安装有支撑板，所述支撑板上开设有漏孔，所述第一清理腔的底端开设有废料口，所述第一

清理腔的顶端通过螺母固定连接有两个第一电机，所述第一电机的输出端设置有第一转

轮，所述第一清理腔的内部上下两端均通过螺母固定连接有震动泵，所述震动泵的输出端

固定安装有固定块，所述固定块的下表面设置有凸块，所述震动泵的右方上下两端均通过

螺母固定连接有第一液压泵，所述第一液压泵的输出端固定安装有刮板，所述第一液压泵

的右方上下两端均通过螺母固定连接有第二液压泵，所述第二液压泵的输出端固定安装有

隔板，所述隔板的底端通过螺母固定连接有马达，所述马达的输出端设置有毛刷，所述第一

清理腔的右端固定安装有第二清理腔，所述第二清理腔的正面开设有出料口，所述第二清

理腔的顶端通过螺母固定连接有两个第三电机，所述第三电机的转轴中部固定安装有第二

转轮，所述第二清理腔的背面通过螺母固定连接有第三液压泵，所述第三液压泵的输出端

固定安装有活动板，所述第二清理腔的内部固定安装有承重板。

[0007] 优选的，所述凸块呈半球状排列在固定块的底端。

[0008] 优选的，所述刮板的长度大于模板的宽度。

[0009] 优选的，所述马达和毛刷均设置有13个，所述马达和毛刷均呈“一”字形排列在隔

板上。

[0010] 优选的，所述两个第一转轮之间的距离等于模板的宽度，所述两个第二转轮之间

的距离等于模板的长度。

[0011] 优选的，所述活动板的下表面与承重板的上表面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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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优选的，所述滚筒设置有四个，且所述每个滚筒的外表面均粘接有一层橡胶垫。

[0013] 优选的，所述第一电机、第二电机、第三电机、震动泵、第一液压泵、第二液压泵、第

三液压泵和马达均通过开关控制器与外接电源电性连接。

[0014] (三)有益效果

[0015] 本实用通过设置有凸块、刮板、毛刷、第一转轮和第二转轮，通过震动泵带动凸块

上下震动对模板的上下表面进行捶打，使得凸块将模板表面的混凝土进行打碎，并通过刮

板将模板上的混凝土刮蹭，再使得毛刷对模板上混凝土灰进行清扫，使得模板的上下两个

面被清理，通过第一电机和第三电机带动第一转轮和第二转轮转动，使得第一转轮和第二

转轮对模板的四个侧面进行清理，使得模板在整个装置内被进行全方位的清理，使得在对

模板清理过程中更加便捷、迅速，提高了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0016] 其次，通过在支撑板上开设有漏孔，使得模板清理后掉落的混凝土通过支撑板上

的漏孔掉落到废料口处排出，使得工作人员在对混凝土渣进行清扫时，更加便捷。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的整体右视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的第一清理腔和第二清理腔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的震动泵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实用的第二液压泵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2] 在图1至图5中，部件名称或线条与附图编号的对应关系为：

[0023] 第一清理腔1、开关控制器101、进料口102、第二电机103、滚筒104、支撑板105、漏

孔106、废料口107、第一电机2、第一转轮201、震动泵3、固定块301、凸块302、第一液压泵4、

刮板401、第二液压泵5、隔板501、马达502、毛刷503、第二清理腔6、出料口  601、第三电机

602、第二转轮603、第三液压泵604、活动板605、承重板606。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的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实施例用于

说明本实用，但不能用来限制本实用的范围。

[0025] 请参考图1至图5；本实用提出了一种建筑施工用模板清理设备，包括：第一清理腔

1、第一电机2、震动泵3、第一液压泵4、第二液压泵5和第二清理腔6，第一清理腔1的正面左

上角嵌入设置有开关控制器  101，第一清理腔1的左侧面开设有进料口102，开关控制器101

的下方通过螺母固定连接有第二电机103，第二电机103的输出端固定安装有滚筒104，第一

清理腔1的内部下方固定安装有支撑板105，支撑板105  上开设有漏孔106，第一清理腔1的

底端开设有废料口107，第一清理腔  1的顶端通过螺母固定连接有两个第一电机2，第一电

机2的输出端设置有第一转轮201，第一清理腔1的内部上下两端均通过螺母固定连接有震

动泵3，震动泵3的输出端固定安装有固定块301，固定块301的下表面设置有凸块302，震动

泵3的右方上下两端均通过螺母固定连接有第一液压泵4，第一液压泵4的输出端固定安装

有刮板401，第一液压泵4 的右方上下两端均通过螺母固定连接有第二液压泵5，第二液压

泵5的输出端固定安装有隔板501，隔板501的底端通过螺母固定连接有马达  502，马达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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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输出端设置有毛刷503，第一清理腔1的右端固定安装有第二清理腔6，第二清理腔6的正

面开设有出料口601，第二清理腔6 的顶端通过螺母固定连接有两个第三电机602，第三电

机602的转轴中部固定安装有第二转轮603，第二清理腔6的背面通过螺母固定连接有第三

液压泵604，第三液压泵604的输出端固定安装有活动板605，第二清理腔6的内部固定安装

有承重板606。

[0026] 其中，凸块302呈半球状排列在固定块301的底端，使得震动泵3带动固定块301进

行上下震动时，凸块302能有效的将模板上下两面的混凝土进行打碎，由于凸块302呈半球

状，使得凸块302在对模板进行捶打时，不会对模板造成损坏。

[0027] 其中，刮板401的长度大于模板的宽度，使得刮板401对模板表面的混凝土进行刮

蹭，通过刮板401对模板表面进行清理，使得刮板401  在对模板进行清理时，对于模板上混

凝土不会遗漏。

[0028] 其中，马达502和毛刷503均设置有13个，马达502和毛刷503均呈“一”字形排列在

隔板501上，使得马达502带动毛刷503转动将模板上的混凝土灰清扫干净。

[0029] 其中，两个第一转轮201之间的距离等于模板的宽度，两个第二转轮603之间的距

离等于模板的长度，使得两个第一电机2和第三电机602  带动第一转轮201和第二转轮603

进行转动，使得第一转轮201和第二转轮603对模板的四个侧面进行清理，使得整个装置对

模板进行全方位的清理。

[0030] 其中，述活动板605的下表面与承重板606的上表面相交，使得第三液压泵604推动

活动板605向前移动，并使得活动板605推动承重板  606上的模板向出料口601处移动，使得

经过清理的模板从出料口601取出，在活动板605推动时，不会使得模板被卷入活动板605的

底端，导致模板损坏。

[0031] 其中，滚筒104设置有四个，且每个滚筒104的外表面均粘接有一层橡胶垫，使得模

板在被滚筒104传输过程中，模板不会滑动。

[0032] 其中，第一电机2、第二电机103、第三电机602、震动泵3、第一液压泵4、第二液压泵

5、第三液压泵604和马达502均通过开关控制器  101与外接电源电性连接。

[0033] 工作原理：首先，将模板通过进料口102放进第一清理腔1内，然后，使得工作人员

通过开关控制器101启动第二电机103、第一电机  2、震动泵3、第一液压泵4和第二液压泵5，

使得第二电机103带动滚筒104转动，使得滚筒104将模板向第一清理腔1的右端移动，接着，

使得震动泵3带动固定块301和凸块302上下震动，对模板上的混凝土进行打碎，通过两个第

一电机2带动两个第一转轮201转动，使得两个第一转轮201对模板的正面和背面进行清理，

使得第一液压泵4将刮板401向模板移动，使得刮板401对模板上的混凝土进行刮蹭，通过第

二液压泵5将隔板501向模板处移动，使得隔板501上的马达502带动毛刷503转动，使得毛刷

503对模板上的混凝土灰进行清扫，使得清扫后的混凝土通过支撑板105上的漏孔106掉落

到废料口107排出，紧接着，使得滚筒104将模板传输至第二清理腔6内，通过第三液压泵604

带动活动板605将模板向出料口601处推动，使得两个第三电机602带动两个第二转轮603转

动，使得两个第二转轮  603对模板的右侧面和左侧面进行清理，使得经过全面清理的模板

通过出料口601排出，最后，使得整个装置停止运转。

[0034] 本实用的实施例是为了示例和描述起见而给出的，而并不是无遗漏的或者将本实

用限于所公开的形式。很多修改和变化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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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和描述实施例是为了更好说明本实用的原理和实际应用，并且使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能够理解本实用从而设计适于特定用途的带有各种修改的各种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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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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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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