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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农作物清洗机，涉及农产品加工的前置

处理设备，由滑板、上滑槽、下滑槽、行走齿轮、内

齿环、从动臂、棒形刷和清洗槽组成；内齿环设置

在支撑圆盘的盘体内环侧并与之联为一体；减速

电机安装在直立的滑板上，滑板置于上滑槽和下

滑槽之中，行走齿轮与内齿环进行啮合转动使减

速电机作圆周运动；从动臂安装在转轴的下端，

棒形刷安装在从动臂的外端头上；驱动组件在清

洗槽的上方，棒形刷以垂直方式伸入到清洗槽

中；在清洗槽的刷洗区侧壁上有出料口，出料口

相对侧的刷洗区侧壁上分布有多只射流喷嘴，多

只射流喷嘴指向出料口。本发明实现对根茎类农

作物的外表面进行直接刷洗，利用射流喷嘴的水

流进行出料，提高工作效率并减轻了操作人员的

劳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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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农作物清洗机，包括机架、清洗槽、棒形刷和减速电机，其特征是棒形刷（11）在

清洗槽（23）中行走，对农作物的外表进行直接刷洗，使清洗彻底干净和效率高；清洗机由驱

动组件、从动臂（7）、棒形刷（11）和清洗槽（23）组成，其中，驱动组件由安装有减速电机的滑

板（27）、上滑槽（1）、下滑槽（3）、行走齿轮（6）和内齿环（5）构成；上滑槽（1）为槽口倒扣的圆

环体结构，下滑槽（3）为槽口朝上的圆环体结构，下滑槽（3）设置在支撑圆盘（4）上，上滑槽

（1）通过支撑件（2）连接到支撑圆盘（4）上，上滑槽（1）的槽口与下滑槽（3）的槽口呈上下对

应，支撑圆盘（4）为圆环盘体结构，内齿环（5）设置在支撑圆盘（4）的盘体内环侧并与之联为

一体；减速电机（30）以倒立方式安装在直立的滑板（27）上，滑板（27）的上下两端分别置于

上滑槽（1）之中和下滑槽（3）之中，滑板（27）携带减速电机（30）在上滑槽（1）和下滑槽（3）之

间作水平圆周滑行，减速电机（30）的转轴（25）为加长轴，行走齿轮（6）设置在转轴（25）上，

行走齿轮（6）与内齿环（5）进行啮合转动，通过转轴（25）的位移使安装在滑板（27）上的减速

电机（30）作圆周运动；从动臂（7）以水平转动方式安装在转轴（25）的下端，棒形刷（11）安装

在从动臂（7）的外端头上；驱动组件和清洗槽（23）安装在机架（17）上，驱动组件在清洗槽

（23）的上方，棒形刷（11）以垂直方式伸入到清洗槽（23）的刷洗区中；在清洗槽（23）的刷洗

区侧壁上有出料口（10），出料口（10）上有出料门（9），出料门（9）与出料口10之间有密封圈

8，在出料口（10）相对侧的刷洗区侧壁上分布有多只射流喷嘴（20），多只射流喷嘴（20）指向

出料口（10），在清洗槽（23）的刷洗区上部有进水接口（24）接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作物清洗机，其特征是棒形刷（11）为二支，从动臂（7）

为一字臂，一字臂的中心为轴套结构，一字臂的两个外端为直形通孔结构，一字臂中心的轴

套安装在转轴（25）的下端，二支棒形刷（11）的棒体安装在一字臂的两个外端的直形通孔

中。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作物清洗机，其特征是清洗槽（23）为上口敞开的圆桶

体结构，清洗槽（23）中有滤板（13）分隔为上下二层空间，滤板（13）之上的空间构成刷洗区

（19），滤板（13）之下的空间构成集污区（18），集污区（18）的底部有污水排出口（16）接出，在

集污区（18）中的周边有环形分配管（15），环形分配管（15）分布设置有流体喷嘴（14），流体

喷嘴（14）指向污水排出口（1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作物清洗机，其特征是上滑槽的支撑件（2）为回转体结

构，回转体的内壁上有一对导电环（26），在滑板（27）上有电刷支持件（29），电刷支持件（29）

中有一对电刷（28），一对电刷（28）分别通过导线连接到减速电机（30），一对电刷（28）与一

对导电环（26）进行电气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作物清洗机，其特征是滑板（27）由朝上的上支体（27-

1）、中间平板体（27-2）和下弧形体（27-3）构成一体化结构，在中间平板体（27-2）上有减速

电机（30）的安装螺孔，下弧形体（27-3）的弧度与下滑槽（3）的圆环弧度相配，滑板的上支体

（27-1）上端置入到上滑槽（1）中，滑板的下弧形体（27-3）下端置入到下滑槽（3）中；在下滑

槽（3）的槽底有朝上滑轮，在滑板上支体（27-1）的上部和滑板下弧形体（27-3）的下部各有

侧向滑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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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农作物清洗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产品加工的前置处理设备，特别涉及到一种农产品加工过程的清洗

机具。

背景技术

[0002] 根茎类农作物包括生姜、萝卜、地瓜、红薯、马铃薯、芋头、榨菜、甘蓝、荸荠、花生等,

这类农作物都从田地中起出，混身粘有泥土，人工清洗费时费力，效率很低。

[0003] 中国专利公布号CN105521162A公开了一种“茎块状粮食作物清洗系统”，包括依次

设置的对马铃薯进行除泥沙的除杂装置，对除杂后的马铃薯进行清洗的清洗装置。该“系

统”结构复杂且存在有清洗死角的缺点，容易造成漏洗，还存在清洗效率低的缺点。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对根茎类农作物清洗彻底干净、并且清洗效率高的清洗

设备，满足农产品深加工的前置处理要求，提高生产效率，以适合在农产品深加工中应用。

[0005] 本发明的一种农作物清洗机，包括机架、清洗槽、棒形刷和减速电机，其特征是棒

形刷11在清洗槽23中行走，对农作物的外表进行直接刷洗，使清洗彻底干净和效率高；清洗

机由驱动组件、从动臂7、棒形刷11和清洗槽23组成，其中，驱动组件由安装有减速电机的滑

板27、上滑槽1、下滑槽3、行走齿轮6和内齿环5构成；上滑槽1为槽口倒扣的圆环体结构，下

滑槽3为槽口朝上的圆环体结构，下滑槽3设置在支撑圆盘4上，上滑槽1通过支撑件2连接到

支撑圆盘4上，上滑槽1的槽口与下滑槽3的槽口呈上下对应，支撑圆盘4为圆环盘体结构，内

齿环5设置在支撑圆盘4的盘体内环侧并与之联为一体；减速电机30以倒立方式安装在直立

的滑板27上，滑板27的上下两端分别置于上滑槽1之中和下滑槽3之中，滑板27携带减速电

机30在上滑槽1和下滑槽3之间作水平圆周滑行，减速电机30的转轴25为加长轴，行走齿轮6

设置在转轴25上，行走齿轮6与内齿环5进行啮合转动，通过转轴25的位移使安装在滑板27

上的减速电机30作圆周运动；从动臂7以水平转动方式安装在转轴25的下端，棒形刷11安装

在从动臂7的外端头上；驱动组件和清洗槽23安装在机架17上，驱动组件在清洗槽23的上

方，棒形刷11以垂直方式伸入到清洗槽23的刷洗区中；在清洗槽23的刷洗区侧壁上有出料

口10，出料口10上有出料门9，出料门9与出料口10之间有密封圈8，在出料口10相对侧的刷

洗区侧壁上分布有多只射流喷嘴20，多只射流喷嘴20指向出料口10，在清洗槽23的刷洗区

上部有进水接口24接入。

[0006] 本发明中，棒形刷11为二支，从动臂7为一字臂，一字臂的中心为轴套结构，一字臂

的两个外端为直形通孔结构，一字臂中心的轴套安装在转轴25的下端，二支棒形刷11的棒

体安装在一字臂的两个外端的直形通孔中；清洗槽23为上口敞开的圆桶体结构，清洗槽23

中有滤板13分隔为上下二层空间，滤板13之上的空间构成刷洗区19，滤板13之下的空间构

成集污区18，集污区18的底部有污水排出口16接出，在集污区18中的周边有环形分配管15，

环形分配管15分布设置有流体喷嘴14，流体喷嘴14指向污水排出口16；上滑槽的支撑件2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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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转体结构，回转体的内壁上有一对导电环26，在滑板27上有电刷支持件29，电刷支持件29

中有一对电刷28，一对电刷28分别通过导线连接到减速电机30，一对电刷28与一对导电环

26进行电气连接；滑板27由朝上的上支体27-1、中间平板体27-2和下弧形体27-3构成一体

化结构，在中间平板体27-2上有减速电机30的安装螺孔，下弧形体27-3的弧度与下滑槽3的

圆环弧度相配，滑板的上支体27-1上端置入到上滑槽1中，滑板的下弧形体27-3下端置入到

下滑槽3中；在下滑槽3的槽底有朝上滑轮，在滑板上支体27-1的上部和滑板下弧形体27-3

的下部各有侧向滑轮。

[0007] 本发明为农产品深加工的前置处理设备，使用时，由清洗槽23的敞开上口加入待

洗的根茎类农作物，开启进水接口24的阀门和污水排出接口16的阀门，调节两阀门的开启

度，使清洗槽23中的水位保持相对恒定，形成棒形刷11插入在根茎类农作物之中的情况。然

后启动开关使减速电机30通电运行，减速电机30的转轴25带动从动臂7进行水平旋转，同时

转轴25旋转使行走齿轮6沿内齿环5进行啮合转动，由于内齿环5固定不动，行走齿轮6便沿

着内齿环5的环齿进行水平圆周行走，与行走齿轮6一体的转轴25带动减速电机30携滑板27

进行水平圆周运行；从动臂7的水平旋转带动棒形刷11在根茎类农作物之间作圆弧轨迹的

行走，转轴25沿内齿环5的圆周运行使棒形刷11的圆弧轨迹行走变为椭圆形轨迹行走，并且

是以转轴25的水平圆周运行轨迹进行的逐圈位移，这样，棒形刷11便沿着转轴25圆周运行

的轨迹进行无数圈的具有一定位置偏移的且相互交叉的椭圆形轨迹行走，使棒形刷11行走

的轨迹启遍布清洗槽23刷洗区的全部内空间，对根茎类农作物进行全面刷洗，没有清洗死

角，如附图3所示。从根茎类农作物上刷洗下来的泥砂通过滤板13进入到集污区中，在环形

分配管15上分布的流体喷嘴14喷出高速水流或气流的作用下，混有泥砂的污水顺坡流向坡

底，被汇入到污水排出接口16排出，排出的污水通过水力旋流器除去泥砂后，返回到清洗槽

23中进行循环利用。清洗完成需出料时，关闭进水接口24的阀门和污水排出接口16的阀门，

在减速电机30继续通电运行的情况下，打开出料门9，开启分水管21的阀门，设置在出料口

10相对侧的多只射流喷嘴20喷射出具有一定流速的水流，把清洗干净的根茎类农作物带向

出料口，在棒形刷11继续行走配合下，清洗干净的根茎类农作物被移出清洗槽23，通过出料

口10外的出料导托12装入容器或带式输送机，进行下道工序。

[0008] 本发明采用棒形刷11伸入到清洗槽23的刷洗区中，使棒形刷11在根茎类农作物之

间进行圆周轨迹的逐圈位移的椭圆形行走的措施，实现对根茎类农作物外表面进行直接刷

洗，刷洗全面且效率高；棒形刷11进行相互交叉的椭圆形轨迹行走很容易使清洗槽23中的

根茎类农作物翻滚，使清洗更彻底干净；在清洗槽23中，当椭圆形轨迹行走的棒形刷11具有

一定速度时，会形成强力的旋转水流冲刷根茎类农作物的外表面，达到增强清洗效果；当清

洗槽23中的根茎类农作物密度松散时，旋转水流还容易使根茎类农作物悬浮翻滚，使得更

容易清洗干净。同时采用在出料口10相对侧设置多只射流喷嘴20的措施，利用射流喷嘴20

喷射出具有一定流速的水流进行出料，把清洗干净的根茎类农作物移出清洗槽23，提高工

作效率并减轻了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

[000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采用棒形刷11在根茎类农作物之间作交叉式的逐圈位移的

椭圆形轨迹行走的措施，使得结构简单，实现对根茎类农作物的外表面进行直接刷洗，具有

刷洗和水流冲洗的双重效果，清洗没有死角，使得清洗彻底干净，并且清洗效率高；利用射

流喷嘴20喷射的水流进行出料，提高工作效率并减轻了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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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0] 附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农作物清洗机结构图。

[0011] 附图2是图1所示结构中的滑板视图。

[0012] 附图3是本发明的棒形刷运行轨迹示意图。

[0013] 图中：1.上滑槽，2.上滑槽的支撑件，3.下滑槽，4.下滑槽的支撑圆盘，5.内齿环，

6.行走齿轮，7.从动臂，8.密封圈，9.出料门（开启状态），10.出料口，11.棒形刷，12.出料导

托，13.滤板，14.流体喷嘴，15.环形分配管，16.污水排出口，17.机架，18.集污区，19.刷洗

区，20.射流喷嘴，21.分水管，22.棒形的运行轨迹，23.清洗槽，24.进水接口，25.转轴，26.

导电环，27.滑板，27-1.滑板的上弧形体，27-2.滑板的中间平板体，27-3.滑板的下弧形体，

28.电刷，29.电刷支持件，30.减速电机，31.滑板的运行轨迹，32.滑板上侧向滑轮，33.滑板

的下侧向滑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实施例1 附图1所示的实施方式中，一种农作物清洗机由驱动组件、从动臂7、棒形

刷11、清洗槽23和机架17组成，其中，驱动组件由安装有减速电机的滑板27、上滑槽1、下滑

槽3、行走齿轮6和内齿环5构成；上滑槽1为槽口倒扣的圆环体结构，下滑槽3为槽口朝上的

圆环体结构，下滑槽3设置在支撑圆盘4上，上滑槽1通过支撑件2连接到支撑圆盘4上，上滑

槽1的槽口与下滑槽3的槽口呈上下对应，支撑圆盘4为圆环盘体结构，内齿环5设置在支撑

圆盘4的盘体内环侧并与之联为一体；减速电机30以倒立方式安装在直立的滑板27上，滑板

27的上下两端分别置于上滑槽1之中和下滑槽3之中，滑板27携带减速电机30在上滑槽1和

下滑槽3之间作水平圆周滑行，减速电机30的转轴25为加长轴，减速电机30的转轴25垂直向

下，行走齿轮6设置在转轴25上，行走齿轮6与内齿环5进行啮合转动，通过转轴25的位移使

安装在滑板27上的减速电机30作圆周运动；从动臂7以水平转动方式安装在转轴25的下端，

从动臂7为一字臂，一字臂的中心为轴套结构，一字臂的两个外端为直形通孔结构，一字臂

中心的轴套安装在转轴25的下端，中心轴套与转轴21通过销键进行紧固，二支棒形刷11的

棒体安装在一字臂的两个外端的直形通孔中；驱动组件和清洗槽23安装在机架17上，驱动

组件携从动臂7设置在清洗槽23的上方，清洗槽23为上口敞开的圆桶体结构，清洗槽23中有

滤板13分隔为上下二层空间，滤板13之上的空间构成刷洗区19，滤板13之下的空间构成集

污区18，集污区18的底部有污水排出口16接出，集污区18的周边至污水排出口16为具有下

行坡度的坡底结构，在集污区18中的周边有环形分配管15，环形分配管15分布设置有流体

喷嘴14，流体喷嘴14指向污水排出口16；安装在从动臂7上的棒形刷11以垂直方式伸入到清

洗槽23的刷洗区中,在清洗槽23的刷洗区侧壁上有出料口10，出料口10上有出料门9，出料

口10为圆形出口，为了加强出料口的机械强度，出料口10的圆周边有向外折出的门框，为了

消除清洗死角，在出料门9关闭时,  出料门9的内壁进入出料口10的门框并使之与清洗槽23

的内壁平齐，出料门9与出料口10之间有密封圈8，在出料口10相对的刷洗区侧壁上分布有

多只射流喷嘴20，多只射流喷嘴20指向出料口10，在清洗槽23的刷洗区上部有进水接口24

接入。本实施例中，上滑槽的支撑件2为回转体结构，回转体的内壁上有一对导电环26，上滑

槽的支撑件2选用绝缘材料制作，在滑板27上有电刷支持件29，电刷支持件29中有一对电刷

28，一对电刷28分别通过导线连接到减速电机30，一对电刷28与一对导电环26进行电气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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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滑板是使减速电机进行圆周运动的支撑部件，为了使滑板能在滑槽中顺利滑动及节省

材料，滑板27由朝上的上支体27-1、中间平板体27-2和下弧形体27-3构成一体化结构，在中

间平板体27-2上有减速电机30的安装螺孔，下弧形体27-3的弧度与下滑槽3的圆环弧度相

配，滑板的上支体27-1上端置入到上滑槽1中，滑板的下弧形体27-3下端置入到下滑槽3中；

为了减少滑板23与滑槽壁体间的磨擦，在下滑槽3的槽底有朝上滑轮，在滑板上支体27-1的

上部和滑板下弧形体27-3的下部各有侧向滑轮。

[0015] 本实施例为农产品深加工的前置处理设备，使用时，由清洗槽23的敞开上口加入

待洗的根茎类农作物，开启进水接口24的阀门和污水排出接口16的阀门，调节两阀门的开

启度，使清洗槽23中的水位保持相对恒定，形成棒形刷11插入在根茎类农作物之中的情况。

然后启动开关使减速电机30通电运行，减速电机30的转轴25带动从动臂7进行水平旋转，同

时转轴25旋转使行走齿轮6沿内齿环5进行啮合转动，由于内齿环5固定不动，行走齿轮6便

沿着内齿环5的环齿进行水平圆周行走，与行走齿轮6一体的转轴25带动减速电机30携滑板

27进行水平圆周运行；从动臂7的水平旋转带动棒形刷11在根茎类农作物之间作圆弧轨迹

的行走，转轴25沿内齿环5的圆周运行使棒形刷11的圆弧轨迹行走变为椭圆形轨迹行走，并

且是以转轴25的水平圆周运行轨迹进行的逐圈位移，这样，棒形刷11便沿着转轴25圆周运

行的轨迹进行无数圈的具有一定位置偏移的且相互交叉的椭圆形轨迹行走，使棒形刷11行

走的轨迹启遍布清洗槽23刷洗区的全部内空间，对根茎类农作物进行全面刷洗，没有清洗

死角，如附图3所示。从根茎类农作物上刷洗下来的泥砂通过滤板13进入到集污区中，在环

形分配管15上分布的流体喷嘴14喷出高速水流或气流的作用下，混有泥砂的污水顺坡流向

坡底，被汇入到污水排出接口16排出，排出的污水通过水力旋流器除去泥砂后，返回到清洗

槽23中进行循环利用。清洗完成需出料时，关闭进水接口24的阀门和污水排出接口16的阀

门，在减速电机30继续通电运行的情况下，打开出料门9，开启分水管21的阀门，设置在出料

口10相对侧的多只射流喷嘴20喷射出具有一定流速的水流，把清洗干净的根茎类农作物带

向出料口，在棒形刷11继续行走配合下，清洗干净的根茎类农作物被移出清洗槽23，通过出

料口10外的出料导托12装入容器或带式输送机，进行下道工序。

[0016] 本实施例采用棒形刷11伸入到清洗槽23的刷洗区中，使棒形刷11在根茎类农作物

之间进行圆周轨迹的逐圈位移的椭圆形行走的措施，实现对根茎类农作物外表面进行直接

刷洗，刷洗全面且效率高；同时采用在出料口10相对侧设置多只射流喷嘴20的措施，利用射

流喷嘴20喷射出具有一定流速的水流进行出料，把清洗干净的根茎类农作物移出清洗槽

23，提高工作效率并减轻了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9127509 A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7

CN 109127509 A

7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8

CN 109127509 A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