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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清洗机领域，尤其涉及一种

可对大蒜进行高效清洗的清洗机。其技术方案

为：一种可对大蒜进行高效清洗的清洗机，包括

机架，机架上分别安装有传送带和清洗池，传送

带的下段设置于清洗池内；所述清洗池内设置有

滑槽，滑槽内套设有摆动板，清洗池上安装有用

于驱动摆动板在滑槽内往复移动的驱动机构，摆

动板上连接有若干用于揉搓大蒜的清洗机构，清

洗机构位于传送带上方。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

可对大蒜进行揉搓、清洗效率高的清洗机，解决

了现有清洗机清洗大蒜时效率较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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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对大蒜进行高效清洗的清洗机，包括机架(1)，机架(1)上分别安装有传送带

(2)和清洗池(3)，传送带(2)的下段设置于清洗池(3)内；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池(3)内设

置有滑槽(31)，滑槽(31)内套设有摆动板(4)，清洗池(3)上安装有用于驱动摆动板(4)在滑

槽(31)内往复移动的驱动机构(5)，摆动板(4)上连接有若干用于揉搓大蒜的清洗机构(6)，

清洗机构(6)位于传送带(2)上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对大蒜进行高效清洗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

机构(6)包括弹簧(61)，弹簧(61)的一端连接于摆动板(4)上，弹簧(61)的另一端连接有连

接头(62)，连接头(62)的另一端通过轴承连接有滚轮(63)，滚轮(63)表面粘贴有清洗海绵

(6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对大蒜进行高效清洗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

机构(5)包括电机(51)，电机(51)的输出轴连接有减速器(52)，电机(51)和减速器(52)均安

装于清洗池(3)上，减速器(52)的输出轴连接有转盘(53)，转盘(53)的边缘铰接有连杆

(54)，连杆(54)的另一端与摆动板(4)铰接。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可对大蒜进行高效清洗的清洗机，其特征在

于，所述机架(1)上安装有用于对大蒜进行喷水清洗的水循环系统(7)和对大蒜进行喷气的

鼓泡机构(8)。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可对大蒜进行高效清洗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循

环系统(7)包括水箱(71)，水箱(71)上安装有第一水泵(72)，第一水泵(72)的出口连接有喷

水管(73)，喷水管(73)安装于机架(1)上，喷水管(73)位于传送带(2)上方，喷水管(73)上安

装有若干喷水头(74)；清洗池(3)内安装有水过滤装置(75)，水过滤装置(75)上安装有第二

水泵(76)，第二水泵(76)的出水口与水箱(71)之间通过管道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可对大蒜进行高效清洗的清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鼓泡

机构(8)包括鼓风机(81)，鼓风机(81)安装于机架(1)上，鼓风机(81)上连接有通气管(82)，

通气管(82)固定于机架(1)上，通气管(82)上固定有若干鼓泡头(83)，鼓泡头(83)位于传送

带(2)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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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对大蒜进行高效清洗的清洗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清洗机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可对大蒜进行高效清洗的清洗机。

背景技术

[0002] 清洗机，适用于叶类蔬菜的清洗，可根据产品的质量要求来定做。气泡清洗机是针

对外形要求高的物料设计，适用于：蔬菜、水果、水产品、中草药等颗粒状、叶状、根茎类产品

清洗、浸泡。在大多数工厂里使用的清洗机都是带式或者基于带式的组合清洗机，其主要利

用流水作业。主要去污清洗装置是刷辊、喷水管。

[0003] 专利申请号为CN201410813180.5的实用新型专利公布了一种大蒜清洗机。该大蒜

清洗机，包括过滤槽壳体，清洗槽壳体和传送壳体，所述过滤槽壳体内设有过滤槽、过滤网

和初步冲洗口；所述清洗槽壳体与传送壳体焊接；所述传送壳体上端设有电动机，该电动机

通过齿轮带动传送履带，该传送履带铺设于清洗槽壳体和传送壳体底端；所述清洗槽壳体

上端设有上冲洗口，传送带上端设有下冲洗口；所述清洗槽壳体与传送壳体连接处下端设

有出水口；所述清洗槽壳体底端连接有污水管；所述传送壳体顶端下部设有出蒜口，该出蒜

口上端设有后冲洗口。本发明使用方便，设计合理，保证了大蒜得到充分清洗，同时节约了

水资源，节省人力资源，实用性强，适用范围广泛。

[0004] 但是，上述清洗机对大蒜进行清洗时，水流对大蒜的冲击较小，大蒜表面附着的杂

质难以清除。仅靠水流冲击力来清洗大蒜，难以彻底清除大蒜表面附着的杂质，清洗效果较

差。而在人工清洗大蒜的时候，工人要对大蒜表面进行反复揉搓才能使杂质去除干净。现有

的清洗机无法模拟手搓洗的动作，因此，现有清洁机无法对大蒜进行彻底清洗。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克服了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可对大蒜进行揉搓、清洗效率高的

清洗机，解决了现有清洗机清洗大蒜时效率较低的问题。

[0006] 为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可对大蒜进行高效清洗的清洗机，包括机架，机架上分别安装有传送带和清

洗池，传送带的下段设置于清洗池内；所述清洗池内设置有滑槽，滑槽内套设有摆动板，清

洗池上安装有用于驱动摆动板在滑槽内往复移动的驱动机构，摆动板上连接有若干用于揉

搓大蒜的清洗机构，清洗机构位于传送带上方。

[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方案，所述清洗机构包括弹簧，弹簧的一端连接于摆动板

上，弹簧的另一端连接有连接头，连接头的另一端通过轴承连接有滚轮，滚轮表面粘贴有清

洗海绵。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方案，所述驱动机构包括电机，电机的输出轴连接有减速

器，电机和减速器均安装于清洗池上，减速器的输出轴连接有转盘，转盘的边缘铰接有连

杆，连杆的另一端与摆动板铰接。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方案，所述机架上安装有用于对大蒜进行喷水清洗的水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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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系统和对大蒜进行喷气的鼓泡机构。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方案，所述水循环系统包括水箱，水箱上安装有第一水泵，

第一水泵的出口连接有喷水管，喷水管安装于机架上，喷水管位于传送带上方，喷水管上安

装有若干喷水头；清洗池内安装有水过滤装置，水过滤装置上安装有第二水泵，第二水泵的

出水口与水箱之间通过管道连通。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方案，所述鼓泡机构包括鼓风机，鼓风机安装于机架上，鼓

风机上连接有通气管，通气管固定于机架上，通气管上固定有若干鼓泡头，鼓泡头位于传送

带下方。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4] 1、本实用新型具有清洗机构，当驱动机构驱动摆动板在滑槽内往复移动时，清洗

机构可对大蒜进行反复揉搓，使得大蒜表面附着的杂质能够充分脱落。清洗机构对大蒜的

反复揉搓模拟了工人手搓大蒜的动作，使得大蒜表面不易清除的杂质也能彻底脱落，提高

了大蒜清洗效果和清洁效率。

[0015] 2、当驱动机构驱动摆动板往复移动时，清洗机构随摆动板往复移动。滚轮表面的

清洗海绵能反复揉搓大蒜，使得大蒜表面的杂质能充分脱落。弹簧能将滚轮往下推，清洗海

绵始终紧贴大蒜表面，使得清洗海绵能充分揉搓大蒜，进一步提高清洗效果。

[0016] 3、当电机启动后，减速器驱动转盘转动，连杆连续动作并拉动摆动板在滑槽内往

复移动。转盘和连杆形成的凸轮机构能使摆动板往复移动，实现了清洗机构对大蒜进行内

揉搓的动作，提高了清洗效果。

[0017] 4、水循环系统能使清洗池中的水循环使用，节约了水资源。鼓泡机构能加速大蒜

的翻滚，去除产品表面农残功效，漂浮物可以从溢流槽溢出，沉淀物从排污口排出，以达到

清洗的目的。

[0018] 5、第一水泵能将水箱中的水持续抽到喷水管，则喷水管上的喷水头能对清洗池内

的大蒜进行充分冲洗。清洗池内的废水经水过滤装置净化后，由第二水泵抽到水箱中，从

而，水资源得到循环利用。

[0019] 6、当鼓风机打开时，若干鼓泡头能对清洗池通入空气。空气在水中形成气泡，从而

气泡能将大蒜表面的杂质携带走，提高大蒜的清洗效果。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部分结构图。

[0022] 图中，1-机架，2-传送带，3-清洗池，4-摆动板，5-驱动机构，6-清洗机构，  7-水循

环系统，8-鼓泡机构，31-滑槽，51-电机，52-减速器，53-转盘，54-连杆，61-弹簧，62-连接

头，63-滚轮，64-清洗海绵，71-水箱，72-第一水泵，73-  喷水管，74-喷水头，75-水过滤装

置，76-第二水泵，81-鼓风机，82-通气管，  83-鼓泡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详细的说明。

[0024]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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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

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5] 实施例一

[0026] 一种可对大蒜进行高效清洗的清洗机，包括机架1，机架1上分别安装有传送带2和

清洗池3，传送带2的下段设置于清洗池3内；所述清洗池3内设置有滑槽31，滑槽31内套设有

摆动板4，清洗池3上安装有用于驱动摆动板4在滑槽31内往复移动的驱动机构5，摆动板4上

连接有若干用于揉搓大蒜的清洗机构6，清洗机构6 位于传送带2上方。

[0027] 本实用新型具有清洗机构6，当驱动机构5驱动摆动板4在滑槽31内往复移动时，清

洗机构6可对大蒜进行反复揉搓，使得大蒜表面附着的杂质能够充分脱落。清洗机构6对大

蒜的反复揉搓模拟了工人手搓大蒜的动作，使得大蒜表面不易清楚的杂质也能彻底脱落，

提高了大蒜清洗效果和清洁效率。

[0028] 实施例二

[0029] 在实施例一的基础上，所述清洗机构6包括弹簧61，弹簧61的一端连接于摆动板4

上，弹簧61的另一端连接有连接头62，连接头62的另一端通过轴承连接有滚轮63，滚轮63表

面粘贴有清洗海绵64。

[0030] 当驱动机构5驱动摆动板4往复移动时，清洗机构6随摆动板4往复移动。滚轮  63表

面的清洗海绵64能反复揉搓大蒜，使得大蒜表面的杂质能充分脱落。弹簧61 能将滚轮63往

下推，清洗海绵64始终紧贴大蒜表面，使得清洗海绵64能充分揉搓大蒜，进一步提高清洗效

果。

[0031] 实施例三

[0032] 在实施例一或实施例二的基础上，所述驱动机构5包括电机51，电机51的输出轴连

接有减速器52，电机51和减速器52均安装于清洗池3上，减速器52的输出轴连接有转盘53，

转盘53的边缘铰接有连杆54，连杆54的另一端与摆动板4铰接。

[0033] 当电机51启动后，减速器52驱动转盘53转动，连杆54连续动作并拉动摆动板  4在

滑槽31内往复移动。转盘53和连杆54形成的凸轮机构能使摆动板4往复移动，实现了清洗机

构6对大蒜进行内揉搓的动作，提高了清洗效果。

[0034] 实施例四

[0035] 在上述任意一项实施例的基础上，所述机架1上安装有用于对大蒜进行喷水清洗

的水循环系统7和对大蒜进行喷气的鼓泡机构8。

[0036] 水循环系统7能使清洗池3中的水循环使用，节约了水资源。鼓泡机构8能加速大蒜

的翻滚，去除产品表面农残功效，漂浮物可以从溢流槽溢出，沉淀物从排污口排出，以达到

清洗的目的。

[0037] 实施例五

[0038] 在上述任意一项实施例的基础上，所述水循环系统7包括水箱71，水箱71上安装有

第一水泵72，第一水泵72的出口连接有喷水管73，喷水管73安装于机架1  上，喷水管73位于

传送带2上方，喷水管73上安装有若干喷水头74；清洗池3内安装有水过滤装置75，水过滤装

置75上安装有第二水泵76，第二水泵76的出水口与水箱71之间通过管道连通。

[0039] 第一水泵72能将水箱71中的水持续抽到喷水管73，则喷水管73上的喷水头74  能

对清洗池3内的大蒜进行充分冲洗。清洗池3内的废水经水过滤装置75净化后，由第二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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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抽到水箱71中，从而，水资源得到循环利用。

[0040] 实施例六

[0041] 在上述任意一项实施例的基础上，所述鼓泡机构8包括鼓风机81，鼓风机  81安装

于机架1上，鼓风机81上连接有通气管82，通气管82固定于机架1上，通气管82上固定有若干

鼓泡头83，鼓泡头83位于传送带2下方。

[0042] 当鼓风机81打开时，若干鼓泡头83能对清洗池3通入空气。空气在水中形成气泡，

从而气泡能将大蒜表面的杂质携带走，提高大蒜的清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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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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