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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多功能高效果蔬清

洗装置，主要用于水果蔬菜表面尘土和残留农药

的清洁，包括机架、冲洗装置、推进式旋转清洗装

置、传送装置、收集箱和控制器。本实用新型的冲

洗装置安装在框架上方，可循环利用水箱内的水

对果蔬进行冲洗，推进式旋转清洗装置倾斜安装

在清洗水箱内，向前推进果蔬的同时可以将其多

次旋转，进行全方位清洗，传送装置把果蔬传送

到收集箱内，大大提高了高果蔬的清洗效率和洁

净程度，节约了劳动成本，且本实用新型工作可

靠，操作简单，能够解决传统人工清洗效率低、清

洗不干净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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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高效果蔬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冲洗装置、推进式旋转清洗

装置、传送装置、收集箱和控制器，所述的机架包括框架、玻璃挡板、水箱、阀门、车轮、支腿，

所述的玻璃挡板有两个，对称安装在框架的上部左右两侧，所述的水箱安装在框架的下方，

所述的阀门安装在水箱下部，所述的车轮有四个，均通过螺栓安装在框架的下方，所述的支

腿有四个，通过螺纹连接在框架的下部，所述的冲洗装置安装在框架上，所述的推进式旋转

清洗装置倾斜安装在框架上，所述的传送装置通过螺栓螺母安装在框架上，所述的收集箱

位于水箱前部，所述的控制器安装在框架的上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高效果蔬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冲洗装置

包括循环冲洗装置、清水冲洗装置和气泡冲洗装置，所述的循环冲洗装置安装在框架底部，

所述的循环冲洗装置包括水泵、水管一、高压喷头一，所述的水泵通过螺栓安装在框架上，

所述的水泵的吸水口与水箱连通，所述的水管一连接在水泵的出水口，所述的高压喷头一

有八个，安装在水管一上，所述的清水冲洗装置安装在框架上部，所述的清水冲洗装置包括

水管二、高压喷头二，所述的水管二连通在自来水龙头上，所述的高压喷头二有八个，均安

装在水管二上，所述的气泡冲洗装置安装在框架底部，所述的气泡冲洗装置包括高压气泵、

进气管、喷气头，所述的高压气泵通过螺栓安装在框架上，所述的进气管有两个，均连接在

高压气泵出气口，所述的喷气头有六个，均安装在两个进气管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高效果蔬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推进式旋

转清洗装置包括清洗筒、进料口、旋转装置和动力装置，所述的清洗筒倾斜安装在水箱内，

所述的进料口焊接在清洗桶上，所述的旋转装置安装在清洗筒内，所述的旋转装置包括转

轴一、转轴二、螺旋毛刷一、螺旋毛刷二，所述的转轴一和转轴二通过轴承安装在清洗筒内，

所述的螺旋毛刷一安装在转轴一上，所述的螺旋毛刷二安装在转轴二上，所述的动力装置

包括电机一、锥齿轮一、锥齿轮二、万向节、同步带轮一、同步齿形带、同步带轮二，所述的电

机一通过螺栓安装在框架上，所述的锥齿轮一通过键安装在电机一的输出轴上，所述的锥

齿轮二通过键连接在万向节上，锥齿轮一和锥齿轮二相互啮合构成齿轮传动，所述的万向

节通过轴承安装在框架顶部，一端通过键连接在锥齿轮二上，另一端通过键连接在转轴一

上，所述的同步带轮一通过键连接在转轴一上，所述的同步带轮二通过键连接在转轴二上，

所述的同步齿形带套在同步带轮一和同步带轮二上，所述的同步带轮一、同步齿形带和同

步带轮二组成同步带传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高效果蔬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传送装置

包括转轴三、转轴四、卷筒、传送带、刮板、挡板和动力装置，所述的转轴三通过轴承安装在

框架上，所述的转轴四通过轴承安装在框架上，所述的卷筒有两个，分别焊接在转轴三和转

轴四上，所述的传送带套在卷筒上，所述的刮板通过焊接安装在传送带上，所述的挡板通过

螺栓安装在框架上，所述的动力装置安装在框架上，所述的动力装置包括电机二、小带轮、V

带和大带轮，所述的电机二通过螺栓安装在框架上，所述的小带轮通过键安装在电机二的

输出轴上，所述的大带轮通过键安装在转轴三上，所述的V带套在小带轮和大带轮上，小带

轮、V带和大带轮构成带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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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高效果蔬清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自动清洗装置技术领域，具体是涉及一种多功能高效果蔬清洗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类代替人工的机械设备逐渐出现，人们的生产和生

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但是对于水果蔬菜的清洗在多数情况下均采用人工清洗，为了清

洗掉水果蔬菜上的灰尘泥土以及农药残留，需要工人反复清洗，费时费力并对工人的手部

皮肤有很大的损伤，不利于人们的身体健康，对于餐饮行业和食品加工行业改进果蔬的清

洗方式不仅可以节约大量的生产时间，而且可以大大降低生产成本，利用自动化的机械装

置来代替人工清洗已成为大势所需。

[0003] 目前市场也出现了一些果蔬清洗装置，这些装置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果蔬

的清洗效率，但这些装置有的只能清洗固体块状类，有的只能清洗叶类，功能较单一不能满

足一具多用的要求，且工作时仅是靠水管朝一个方向冲洗，清洁力度有限，很难清洗掉果蔬

上残留的农药。因此需要设计一种能够清洗多种类果蔬，还在保证不破坏果蔬表面的情况

下，将残留在果蔬上的泥土农药完全的清洁干净，提高工作效率的清洗装置来满足市场的

需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多功能高效果蔬清洗装置，以解决现有的果蔬清洗装置清

洗种类单一、清洁力度有限、效率低等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6] 一种多功能高效果蔬清洗装置，包括机架、冲洗装置、推进式旋转清洗装置、传送

装置、收集箱和控制器。所述的机架包括框架、玻璃挡板、水箱、阀门、车轮、支腿，所述的玻

璃挡板有两个，对称安装在框架的上部左右两侧，用来防止溅水，所述的水箱安装在框架的

下方，所述的阀门安装在水箱下部，用于排水，所述的车轮有四个，均通过螺栓安装在框架

的下方，用于移动清洗装置整体；所述的支腿有四个，通过螺纹连接在框架的下部，用于在

工作时使装置保持稳定；所述的冲洗装置安装在框架上，用于清洗果蔬；所述的推进式旋转

清洗装置倾斜安装在框架上，用于洗刷果蔬；所述的传送装置安装在框架上，用于向前推动

果蔬向前运行；所述的收集箱位于水箱前部，用来收集清洗后的果蔬；所述的控制器安装在

框架的上方，用来控制装置运行。

[0007] 所述的冲洗装置包括循环冲洗装置、清水冲洗装置、气泡冲洗装置，所述的循环冲

洗装置安装在框架底部，所述的循环冲洗装置包括水泵、水管一、高压喷头一，所述的水泵

通过螺栓安装在框架上，所述的水泵的吸水口与水箱连通，所述的水管一连接在水泵的出

水口，所述的高压喷头一有八个，安装在水管一上；所述的清水冲洗装置安装在框架上部，

包括水管二、高压喷头二，所述的水管二连通在自来水龙头上，所述的高压喷头二有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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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安装在水管二上，用于清洗果蔬；所述的气泡冲洗装置安装在框架底部，包括高压气泵、

进气管、喷气头，所述的高压气泵通过螺栓安装在框架上，所述的进气管有两个，均连接在

高压气泵出气口，所述的喷气头有六个，均安装在两个进气管上，用于产生气泡。

[0008] 所述的推进式旋转清洗装置包括清洗筒、进料口、旋转装置、动力装置一，所述的

清洗筒倾斜安装在水箱内，用于清洗果蔬；所述的进料口焊接在清洗桶上，所述的旋转装置

安装在清洗筒内，用于翻转并向前推进果蔬；所述的旋转装置包括转轴一、转轴二、螺旋毛

刷一和螺旋毛刷二，所述的转轴一和转轴二通过轴承安装在清洗筒内，所述的螺旋毛刷一

安装在转轴一上，所述的螺旋毛刷二安装在转轴二上；所述的动力装置一包括电机一、锥齿

轮一、锥齿轮二、万向节、同步带轮一、同步齿形带、同步带轮二，用于驱动旋转装置，所述的

电机一通过螺栓螺母安装在框架上，所述的锥齿轮一通过键安装在电机一的输出轴上，所

述的锥齿轮二通过键连接在万向节上，锥齿轮一和锥齿轮二相互啮合构成齿轮传动，所述

的万向节通过轴承安装在框架顶部，一端通过键连接在锥齿轮二上，另一端通过键连接在

转轴一上，所述的同步带轮一通过键连接在转轴一上，所述的同步带轮二通过键连接在转

轴二上，所述的同步齿形带套在同步带轮一和同步带轮二上，所述的同步带轮一、同步齿形

带和同步带轮二组成同步带传动。

[0009] 所述的传送装置包括转轴三、转轴四、卷筒、传送带、刮板、挡板、动力装置二，所述

的转轴三通过轴承安装在框架上，所述的转轴四通过轴承安装在框架上，所述的卷筒有两

个，分别焊接在转轴三和转轴四上，所述的传送带套在卷筒上，所述的刮板安装在传送带

上，防止果蔬滚落进水箱；所述的挡板通过螺栓安装在框架上，便于传送果蔬；所述的动力

装置二安装在框架上，用于给传送带提供动力，所述的动力装置二包括电机二、小带轮、V带

和大带轮，所述的电机二通过螺栓安装在框架上，所述的小带轮通过键安装在电机二的输

出轴上，所述的大带轮通过键安装在转轴三上，所述的V带套在小带轮和大带轮上，小带轮、

V带和大带轮构成带传动。

[0010] 工作时，操作者打开控制器的启动开关，设置好清洗时的转速，将果蔬倒入进料

口，控制器启动电机一、电机二、水泵和高压气泵，电机一转动带动其输出轴上的锥齿轮一

转动，通过齿轮啮合传动带动锥齿轮二转动，锥齿轮二转动带动与其相连的万向节转动，万

向节转动带动与之连接的转轴一转动，转轴一转动带动同步带轮一转动，通过同步齿形带

带动同步带轮二转动，同步带轮二转动带动转轴二转动，转轴一和转轴二转动带动固连在

转轴一和转轴二上的螺旋毛刷一和螺旋毛刷二转动，螺旋毛刷转动可以推动果蔬向前运

动，同时可以将果蔬多次旋转，保证果蔬可以被全方位清洗，水泵将水箱内的水抽出通过高

压喷嘴对果蔬进行循环冲洗，高压气泵将空气进行压缩并通过水箱底部的喷气头喷出，将

在水箱内产生大量气泡对果蔬进行气泡清洗，清洗完成的果蔬将落在传送带上，打开水龙

头后，清水将通入水管二从高压喷头二喷出，完成对果蔬的清洁冲洗，电机二转动带动其输

出轴上的小带轮转动，通过V带带动大带轮转动，大带轮转动带动转轴三转动，从而带动卷

筒转动，卷筒转动带动套在其上的传送带运动，传送带运动将清洗完成的果蔬运输到收集

箱内。清洗完成后关闭控制器，打开阀门将污水放出。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一种多功能高效果蔬清洗装置的冲洗装置安装在框架

上方，可循环利用水箱内的水对果蔬进行冲洗，节约水资源；气泡清洗装置安装在水箱内

部，可产生大量气泡对果蔬进行清洗；推进式旋转清洗装置向前推进果蔬的同时可以将果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09660407 U

4



蔬多次旋转，进行全方位清洗；本实用新型大大提高了高果蔬的清洗效率和洁净程度，节约

了劳动成本，且本实用新型工作可靠，操作简单，能够解决传统人工清洗效率低、清洗不干

净等问题，有望大面积推广。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总体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总体结构俯视图；

[0014]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冲洗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推进式旋转清洗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传送装置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如图1所示，一种多功能高效果蔬清洗装置包括机架1、冲洗装置2、推进式旋转清

洗装置3、传送装置4、收集箱5、控制器6，所述的机架1包括框架11、玻璃挡板12、水箱13、阀

门14、车轮15、支腿16，所述的玻璃挡板12有两个，对称安装在框架11的上部左右两侧，用来

防止溅水，所述的水箱13安装在框架11的下方，所述的阀门14安装在水箱13下部，用于排

水，所述的车轮15有四个，均通过螺栓安装在框架11的下方，用于移动清洗装置整体；所述

的支腿16有四个，通过螺纹连接在框架11的下部，用于在工作时使装置保持稳定；所述的冲

洗装置2安装在框架11上，用于清洗果蔬；所述的推进式旋转清洗装置3倾斜安装在框架11

上，用于洗刷果蔬；所述的传送装置4安装在框架11上，用于向前推动果蔬向前运行；所述的

收集箱5位于水箱13前部，用来收集清洗后的果蔬；所述的控制器6安装在框架11的上方，用

来控制装置运行。

[0018] 如图1、图2和图3所示，所述的冲洗装置2包括循环冲洗装置21、清水冲洗装置22、

气泡冲洗装置23，所述的循环冲洗装置21安装在框架11底部，所述的循环冲洗装置21包括

水泵211、水管一212、高压喷头一213，所述的水泵211通过螺栓安装在框架11上，所述的水

泵211的吸水口与水箱13连通，所述的水管一212连接在水泵211的出水口，所述的高压喷头

一213有八个，安装在水管一212上；所述的清水冲洗装置22安装在框架11上部，包括水管二

221、高压喷头二222，所述的水管二221连通在自来水龙头上，所述的高压喷头二222有八

个，均安装在水管二221上，用于清洗果蔬；所述的气泡冲洗装置23安装在框架11底部，所述

的气泡冲洗装置23包括高压气泵231、进气管232、喷气头233，所述的高压气泵231通过螺栓

安装在框架11上，所述的进气管232有两个，均连接在高压气泵231出气口，所述的喷气头

233有六个，均安装在两个进气管232上，用于产生气泡。

[0019] 如图1、图2和图4所示，所述的推进式旋转清洗装置3包括清洗筒31、进料口32、旋

转装置33、动力装置一34，所述的清洗筒31倾斜安装在水箱13内，用于清洗果蔬；所述的进

料口32焊接在清洗桶31上，所述的旋转装置33安装在清洗筒31内，用于翻转并向前推进果

蔬；所述的旋转装置33包括转轴一331、转轴二332、螺旋毛刷一333和螺旋毛刷二334，所述

的转轴一331和转轴二332通过轴承安装在清洗筒31内，所述的螺旋毛刷一333安装在转轴

一331上，所述的螺旋毛刷二334安装在转轴二332上，所述的动力装置一34包括电机一341、

锥齿轮一342、锥齿轮二343、万向节344、同步带轮一345、同步齿形带346、同步带轮二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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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驱动旋转装置33，所述的电机一341通过螺栓安装在框架11上，所述的锥齿轮一342通

过键安装在电机一341的输出轴上，所述的锥齿轮二343通过键连接在万向节344上，锥齿轮

一342和锥齿轮二343相互啮合构成齿轮传动，所述的万向节344通过轴承安装在框架11顶

部，一端通过键连接在锥齿轮二343上，另一端通过键连接在转轴一331上，所述的同步带轮

一345通过键连接在转轴一331上，所述的同步带轮二347通过键连接在转轴二332上，所述

的同步齿形带346套在同步带轮一345和同步带轮二347上，所述的同步带轮一345、同步齿

形带346和同步带轮二347组成同步带传动。

[0020] 如图1、图2和图5所示，所述的传送装置4包括转轴三41、转轴四42、卷筒43、传送带

44、刮板45、挡板46、动力装置二47，所述的转轴三41通过轴承安装在框架11上，所述的转轴

四42通过轴承安装在框架11上，所述的卷筒43有两个，分别焊接在转轴三41和转轴四42上，

所述的传送带44套在卷筒43上，所述的刮板45通过焊接安装在传送带44上，所述的挡板46

通过螺栓安装在框架11上，所述的动力装置二47安装在框架11上，用于给传送带44提供动

力，所述的动力装置二47包括电机二471、小带轮472、V带473和大轮474，所述的电机二471

通过螺栓安装在框架11上，所述的小带轮472通过键安装在电机二471的输出轴上，所述的

大带轮474通过键安装在转轴三41上，所述的V带473套在小带轮472和大带轮474上，小带轮

472、V带473和大带轮474构成带传动。

[0021] 工作时，操作者打开控制器6的启动开关，设置好清洗时的转速，将果蔬倒入进料

口32，控制器6启动电机一341、电机二471、水泵211和高压气泵231，电机一341转动带动其

输出轴上的锥齿轮一342转动，通过齿轮啮合传动带动锥齿轮二343转动，锥齿轮二343转动

带动与其相连的万向节344转动，万向节344转动带动与之连接的转轴一331转动，转轴一

331转动带动同步带轮一345转动，通过同步齿形带346带动同步带轮二347转动，同步带轮

二347转动带动转轴二332转动，转轴一331和转轴二332转动带动固连在转轴一331和转轴

二332上的螺旋毛刷一333和螺旋毛刷二334转动，螺旋毛刷旋转可以推动果蔬向前运动，同

时可将果蔬多次旋转，保证果蔬可以被全方位清洗，水泵211将水箱13内的水抽出通过高压

喷嘴213对果蔬进行循环冲洗，高压气泵231将空气进行压缩并通过安装在水箱13底部的喷

气头233喷出，将在水箱13内产生大量气泡对果蔬进行气泡清洗，清洗完成的果蔬将落在传

送带44上，打开水龙头后，清水将通入水管二221从高压喷头二222喷出，完成对果蔬的清洁

冲洗，电机二471转动带动其输出轴上的小带轮472转动，通过V带473带动大带轮474转动，

大带轮474转动带动转轴三41转动，从而带动卷筒43转动，卷筒43转动带动套在其上的传送

带44运动，传送带44运动将清洗完成的果蔬运输到收集箱5内。清洗完成后关闭控制器6，打

开阀门14将污水放出。

[0022]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

应该了解，本实用新型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实用新型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实用新型还会有各种变化

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本实用新型要求保护的范围内。本实用新型要求保护范围

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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