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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凉席环保清洗装置，属于环保设备领

域，所述凉席输入装置与清洗装置连接，安装在

水池左侧的第二支架上方，所述清洗装置安装在

第一支架上，其位置位于清刷装置上方，所述清

刷装置与清洗装置相连接，安装在凉席输入装置

右侧，所述高温杀菌滚筒安装在第一支架上，其

位置位于水池上方，所述吸气烘干装置与凉席输

出装置相连接，其位置在水池右上方，所述凉席

输出装置安装在水池右侧的第二支架上方。该发

明通过滚筒带动凉席运动，通过清洗装置和清刷

装置对凉席进行清洁，通过吸气烘干装置对凉席

进行快速晾干，并将水资源循环重复利用，节约

用水，减少了人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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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凉席环保清洗装置，包括凉席输入装置、清洗装置、清刷装置、高温杀菌滚筒、第

一电动机、水池、吸气烘干装置、凉席输出装置、轴套、第一支架、支腿和第二支架，其特征在

于：所述凉席输入装置与清洗装置连接，安装在水池左侧的第二支架上方，所述清洗装置安

装在第一支架上，其位置位于清刷装置上方，所述清刷装置与清洗装置相连接，安装在凉席

输入装置右侧，所述高温杀菌滚筒安装在第一支架上，其位置位于水池上方，所述第一电动

机安装在高温杀菌滚筒前方，所述水池安装在第二支架和支腿之间，所述吸气烘干装置与

凉席输出装置相连接，其位置在水池右上方，所述凉席输出装置安装在水池右侧的第二支

架上方，所述轴套安装在高温杀菌滚筒后方，所述第一支架安装在水池上方，其连接凉席输

入装置、清洗装置、清刷装置、高温杀菌滚筒、吸气烘干装置和凉席输出装置，所述支腿安装

在水池下方，其数量为四个分别安装在水池四角，所述第二支架安装在水池四角的上方，其

连接水池和凉席输入装置、凉席输出装置；所述凉席输入装置包括入口框、第一滚筒支架、

第一滚筒、第二滚筒支架、第二滚筒、第二电动机基座、第二电动机、导向板和输入台，所述

入口框安装在输入台的右侧，所述第一滚筒支架固定在入口框右侧，所述第一滚筒安装在

第一滚筒支架中，所述第二滚筒支架安装在第一滚筒支架的下端，与入口框相连接，所述第

二滚筒安装在第二滚筒支架内，所述第二电动机基座安装在第二滚筒前方，其与入口框相

固定，所述第二电动机安装在第二电动机基座上，第二电动机和第二滚筒的轴线一致，所述

导向板安装在入口框内部，所述输入台安装在入口框的左侧；所述清刷装置包括毛刷、第五

支架、滑槽、偏心轮、第三电动机和第三电动机基座，所述毛刷安装在第五支架右侧，所述第

五支架固定在滑槽和毛刷之间，所述滑槽安装在第五支架的左侧，所述偏心轮安装在第三

电动机的前方，用来连接第五支架和第三电动机，所述第三电动机固定在第三电动机基座

上，所述第三电动机基座与第三电动机相连；所述吸气烘干装置包括抽气泵、气管、第六支

架、磁铁挡板和吸气槽，抽气泵与气管相连接，其位置位于第六支架下方，所述气管固定在

抽气泵上，所述第六支架用来连接吸气槽和气管，所述磁铁挡板安装在吸气槽上方，所述吸

气槽安装在第六支架右侧；所述凉席输出装置包括出口框、第三滚筒支架、第三滚筒、第四

滚筒支架、第四滚筒、第四电动机基座、第四电动机和输出台，所述出口框安装在输出台左

侧，所述第三滚筒支架固定在出口框上，其位置位于出口框左侧，所述第三滚筒固定在  第

三滚筒支架上，所述第四滚筒支架安装在出口框左侧，其位置位于第三滚筒下方，所述第四

滚筒安装在第四滚筒支架内，所述第四电动机基座安装在出口框左侧，其位置位于第四滚

筒前端，所述第四电动机安装在第四电动机基座上，所述输出台安装在出口框右侧。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凉席环保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装置包括第三支

架、喷水杆、喷头、第一水管、第四支架、第二水管和高压水泵，所述第三支架与喷水杆和第

一水管相连接，所述喷水杆分别固定在第三支架和第四支架的同一侧，开有与喷头相配合

的螺旋孔，所述喷头等距离安装在两根喷水杆上，所述第一水管固定在第三支架和第四支

架之间，所述第四支架安装在第二水管上方，以连接第一水管和喷水杆，所述第二水管固定

在高压水泵和第四支架中间，所述高压水泵安装在第二水管下方。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凉席环保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入口框开有大小与第

二滚筒支架管外径相等的圆孔。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凉席环保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出口框开有大小与第

四滚筒支架管外径相等的圆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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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凉席环保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水杆上开有大小与

喷头外径相等的圆孔。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8097618 B

3



一种凉席环保清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凉席环保清洗装置，具体地说是通过凉席输入装置的推动，将通

过清洗装置的凉席进行清洗、杀菌、烘干的装置，并通过水池循环用水实现环保清洗的装

置，属于环保设备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凉席是我国一项传统的手工艺制品，主要用于夏季炎热天气使用以起到消暑降温

的作用。随着工业技术的进步，凉席的生产也加入到机器生产的行列，通过机器设备的高速

运转，一个工厂每天可产出上千条凉席。但是机器生产的凉席需要在出厂前对其进行清洗、

消毒、烘干，以满足凉席干净无污染。

[0003] 现阶段工厂主要依赖人工进行凉席的清洗。首先将凉席投入大池子中漂洗，然后

捞出进行简单消毒并晾干。通过手工清洗做效率低，若想匹配机器生产的效率则需要大量

的工人；在大池子漂洗的过程中会对凉席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还会存在清洁死角，清洗不

彻底；而且这种清洗方式极其浪费水资源。凉席工厂仅在清洗凉席这一流程需支出不菲的

人工费用和水电费用，而且凉席的良品率得不到保证，生产成本也大大提高。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凉席环保清洗装置。

[0005]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凉席环保清洗装置，包括凉席输入装置、

清洗装置、清刷装置、高温杀菌滚筒、第一电动机、水池、吸气烘干装置、凉席输出装置、轴

套、第一支架、支腿和第二支架，所述凉席输入装置与清洗装置连接，  安装在水池左侧的第

二支架上方，所述清洗装置安装在第一支架上，其位置位于清刷装置上方，所述清刷装置与

清洗装置相连接，安装在凉席输入装置右侧，所述高温杀菌滚筒安装在第一支架上，其位置

位于水池上方，所述第一电动机安装在高温杀菌滚筒前方，所述水池安装在第二支架和支

腿之间，所述吸气烘干装置与凉席输出装置相连接，其位置在水池右上方，所述凉席输出装

置安装在水池右侧的第二支架上方，所述轴套安装在高温杀菌滚筒后方，所述第一支架安

装在水池上方，其连接凉席输入装置、清洗装置、清刷装置、高温杀菌滚筒、吸气烘干装置和

凉席输出装置装置，所述支腿安装在水池下方，其数量为四个分别安装在水池四角，所述第

二支架安装在水池四角的上方，其连接水池和凉席输入装置、凉席输出装置。

[0006] 所述凉席输入装置包括入口框、第一滚筒支架、第一滚筒、第二滚筒支架、第二滚

筒、第二电动机基座、第二电动机、导向板和输入台，所述入口框安装在输入台的右侧  ，所

述第一滚筒支架固定在入口框右侧，所述第一滚筒安装在第一滚筒支架中，所述第二滚筒

支架安装在第一滚筒支架的下端，与入口框相连接，所述第二滚筒安装在第二滚筒支架内，

所述第二电动机基座安装在第二滚筒前方，其与入口框相固定，所述第二电动机安装在第

二电动机基座上，第二电动机和第二滚筒的轴线一致，所述导向板安装在入口框内部，所述

输入台安装在入口框的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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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所述清洗装置包括第三支架、喷水杆、喷头、第一水管、第四支架、第二水管和高压

水泵，所述第三支架与喷水杆和第一水管相连接，所述喷水杆分别固定在第三支架和第四

支架的同一侧，开有与喷头相配合的螺旋孔，所述喷头等距离安装在两根喷水杆上，所述第

一水管固定在第三支架和第四支架之间，所述第四支架安装在第二水管上方，以连接第一

水管和喷水杆，所述第二水管固定在高压水泵和第四支架中间，所述高压水泵安装在第二

水管下方。

[0008] 所述清刷装置包括毛刷、第五支架、滑槽、偏心轮、第三电动机和第三电动机基座，

所述毛刷安装在第五支架右侧，所述第五支架固定在滑槽和毛刷之间，所述滑槽安装在第

五支架的左侧，所述偏心轮安装在第三电动机的前上，用来连接第五支架和第三电动机，所

述第三电动机固定在第三电动机基座上，所述第三电动机基座与第三电动机相连。

[0009] 所述吸气烘干装置包括抽气泵、气管、第六支架、磁铁挡板和吸气槽。抽气泵与气

管相连接，其位置位于第六支架下方，所述气管固定在抽气泵上，所述第六支架用来连接吸

气槽和气管，所述磁铁挡板安装在吸气槽上方，所述吸气槽安装在第六支架右侧。

[0010] 所述凉席输出装置包括出口框、第三滚筒支架、第三滚筒、第四滚筒支架、第四滚

筒、第四电动机基座、第四电动机和输出台，所述出口框安装在输出台左侧，所述第三滚筒

支架固定在出口框上，其位置位于出口框左侧，所述第三滚筒固定在第三滚筒支架上，所述

第四滚筒支架安装在出口框左侧，其位置位于第三滚筒下方，所述第四滚筒安装在第四滚

筒支架内，所述第四电动机基座安装在出口框左侧，其位置位于第四滚筒前端，所述第四电

动机安装在第四电动机基座上，所述输出台安装在出口框右侧。

[0011] 所述入口框和出口框均开有大小与滚筒支架管外径相等的圆孔。

[0012] 所述输入台与入口框成90度夹角，所述输出台与出口框的夹角为120度。

[0013] 所述喷水杆上开有大小与喷头外径相等的圆孔。

[0014] 该发明的有益之处是，该发明通过第二电动机带动第二滚筒旋转，使凉席通过可

以完全舒展的通过输入装置，在接下来的清洗过程中有效的避开了清洗死角，使清洗更彻

底；清洗装置通过水管连接下方水池的水泵，实现了水的循环利用，大大减少了水资源的浪

费；通过第三电动机带动偏心轮转动，使毛刷左右来回晃动，通过调节转动速度改变晃动速

率，可以很好的保护凉席不被刮坏；高温杀菌滚筒不仅带动凉席向前运动，更可有效的消灭

附着在凉席上的各种细菌；通过吸气烘干装置快速的将通过的凉席上的水滴吸走并进行烘

干，代替了传统晾晒的程序，大大的减少了劳动力；最后通过第四滚筒旋转带动凉席，使凉

席完好的从清洗设备输出，从而完成清洗凉席的过程。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图1的后部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图1的侧面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图1中凉席输入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发明图1中清洗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为本发明图1中清刷装置上部结构示意图。

[0021] 图7为本发明图1中吸气烘干装置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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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图8为本发明图1的凉席输出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1、凉席输入装置，101、入口框，102、第一滚筒支架，103、第一滚筒，104、第二

滚筒支架，105、第二滚筒，106、第二电动机基座，107、第二电动机，108、导向板，109、输入

台，2、清洗装置，201、第三支架，202、喷水杆，203、喷头，204、第一水管，205、第四支架，206、

第二水管，207、高压水泵，3、清刷装置，301、毛刷，302、第五支架，303、滑槽，304、偏心轮，

305、第三电动机，306、第三电动机基座，4、高温杀杀菌滚筒，5、第一电动机，6、水池，7、吸气

烘干装置，701、抽气泵，702、气管，703、第六支架，704、磁铁挡板，705、吸气槽，8、凉席输出

装置，801、出口框，802、第三滚筒支架，803、第三滚筒，804、第四滚筒支架，805、第四滚筒，

806、第四电动机基座，807、第四电动机，808、输出台，9、轴套，10、第一支架，11、支腿，12、第

二支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25] 一种凉席环保清洗装置，包括凉席输入装置1、清洗装置2、清刷装置3、高温杀菌滚

筒4、第一电动机5、水池6、吸气烘干装置7、凉席输出装置8、轴套9、第一支架10、支腿11和第

二支架12，所述凉席输入装置1与清洗装置2连接，  安装在水池6左侧的第二支架12上方，所

述清洗装置2安装在第一支架10上，其位置位于清刷装置3上方，所述清刷装置3与清洗装置

2相连接，安装凉席输入装置1右侧，所述高温杀菌滚筒4安装在第一支架10上，其位置位于

水池6上方，所述第一电动机5安装在高温杀菌滚筒4前方，所述水池6安装在第二支架12和

支腿11之间，所述吸气烘干装置7与凉席输出装置8相连接，其位置在水池6右上方，所述凉

席输出装置8安装在水池6右侧的第二支架12上方，所述轴套9安装在高温杀菌滚筒4后方，

所述第一支架10安装在水池6上方，其连接凉席输入装置1、清洗装置2、清刷装置3、高温杀

菌滚筒4、吸气烘干装置7和凉席输出装置8，所述支腿11安装在水池下方，其数量为四个分

别安装在水池6的四角，所述第二支架12安装在水池6四角的上方，其连接水池6和凉席输入

装置1、凉席输出装置8。

[0026] 所述凉席输入装置1包括入口框101、第一滚筒支架102、第一滚筒103、第二滚筒支

架104、第二滚筒105、第二电动机基座106、第二电动机107、导向板108和输入台109，所述入

口框101安装在输入台109的右侧  ，所述第一滚筒支架102固定在入口框101右侧，所述第一

滚筒103安装在第一滚筒支架102中，所述第二滚筒支架104安装在第一滚筒支架102的下

端，与入口框101相连接，所述第二滚筒105安装在第二滚筒支架104内，所述第二电动机基

座106安装在第二滚筒105前方，与入口框101相固定以连接第二电动机107和第二滚筒105，

所述第二电动机107安装在第二电动机基座106上，第二电动机107和第二滚筒105的轴线一

致，所述导向板108安装在入口框101内部，所述输入台109安装在入口框101的左侧。

[0027] 所述清洗装置2包括第三支架201、喷水杆202、喷头203、第一水管204、第四支架

205、第二水管206和高压水泵207，所述第三支架201与喷水杆202和第一水管204相连接，所

述喷水杆202分别固定在第三支架201和第四支架205的同一侧，开有与喷头203相符合的螺

旋孔，所述喷头203等距离安装在两根喷水杆202上，所述第一水管204固定在第三支架201

和第四支架205之间，所述第四支架205安装在第二水管206上方，以连接第一水管204和喷

水杆202，所述第二水管206固定在高压水泵207和第四支架205中间，所述高压水泵207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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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水管206下方。

[0028] 所述清刷装置3包括毛刷301、第五支架302、滑槽303、偏心轮304、第三电动机305

和第三电动机基座306，所述毛刷301安装在第五支架302右侧，所述第五支架302固定在滑

槽303和毛刷301之间，所述滑槽303安装在第五支架302的左侧，所述偏心轮304安装在第三

电动机305的前方，用来连接第五支架302和第三电动机305，所述第三电动机305固定在第

三电动机基座306上，所述第三电动机基座306与第三电动机305相连。

[0029] 所述吸气烘干装置7包括抽气泵701、气管702、第六支架703、磁铁挡板704和吸气

槽705。抽气泵701与气管702相连接，其位置位于第六支架703下方，所述气管702固定在抽

气泵701上，所述第六支架703用来连接吸气槽705和气管702，所述磁铁挡板704安装在吸气

槽705上方，所述吸气槽705安装在第六支架703右侧。

[0030] 所述凉席输出装置8包括出口框801、第三滚筒支架802、第三滚筒803、第四滚筒支

架804、第四滚筒805、第四电动机基座806、第四电动机807和输出台808，所述出口框801安

装在输出台808左侧，所述第三滚筒支架802固定在出口框801上，其位置位于出口框801左

侧，所述第三滚筒803固定在第三滚筒支架802上，所述第四滚筒支架804安装在出口框801

左侧，其位置位于第三滚筒803下方，所述第四滚筒805安装在第四滚筒支架804内，所述第

四电动机基座806安装在出口框801左侧，其位置位于第四滚筒805前端，所述第四电动机

807安装在第四电动机基座806上，所述输出台808安装在出口框801右侧。

[0031] 所述入口框101和出口框801均开有大小与滚筒支架管外径相等的圆孔。

[0032] 所述导向板108与入口框101成90度夹角，所述输出台808与出口框801的夹角为

120度。

[0033] 所述喷水杆202上开有大小与喷头203外径相等的圆孔。

[0034] 工作原理：将水池6中充满水，将凉席光面向下放在输入台109上，打开第二电动机

107，使第二滚筒105旋转带动从输入台109输入的凉席，使凉席匀速进入装置中，打开高压

水泵207，高压水泵207通过自身的过滤，将纯净的水输出，使水通过喷头203均匀喷在凉席

上，从而将凉席浸湿，打开第五电动机305，使偏心轮304旋转带动毛刷301左右摇摆洗刷凉

席，将浸湿的凉席洗刷清洁，打开第一电动机5带动高温杀菌滚筒4旋转，从而带动凉席向后

运动并给其进行杀菌，打开抽气泵701快速将通过凉席上的水滴吸走并进行高温烘干，抽走

的水通过吸气槽705和气管702过滤落回水池6内，从而实现水资源的重复环保利用，通过调

节磁铁挡板704相对于吸气槽705的相对位置，从而保证了吸气槽705的进气口与凉席宽度

相配合，打开第四电动机807带动第四滚筒805旋转，将凉席从第四滚筒805和第三滚筒803

之间完好得输出到输出台808上，重复放置凉席，重复以上步骤，当完成所有工作后，装置停

止工作。

[0035] 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根据本发明的教导，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与

精神的情况下，对实施方式所进行的改变、修改、替换和变型仍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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