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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垃圾分类机的清洗系统，
包括清洗刷、刮水板、为清洗刷提供清洗液的清
洗液供应系统和用于收集废用清洗液的清洗仓，
清洗刷和刮水板均设于清洗仓内，
清洗仓与垃圾
分类机的垃圾传送部相对接；
所述清洗系统还包
括连杆，
清洗刷和刮水板分别可转动的连接于连
杆的两端，
所述清洗刷或刮水板上连接有驱动机
构，
驱动机构动作时，
可通过连杆的驱动作用，
驱
动清洗刷、刮水板同步靠近或远离垃圾传送系
统。本发明应用于医疗垃圾分类机，
可避免出现
各类垃圾交叉污染的现象，
保证垃圾传送部干净
卫生，
有利于维护良好的医疗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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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垃圾分类机的清洗系统，
其特征在于，
包括清洗刷、刮水板、为清洗刷提供清洗
液的清洗液供应系统和用于收集废用清洗液的清洗仓，
清洗刷和刮水板均设于清洗仓内，
清洗仓与垃圾分类机的垃圾传送部相对接；
所述清洗系统还包括连杆，
清洗刷和刮水板分别可转动的连接于连杆的两端，
清洗刷
设置于垃圾传送部的上部，
刮水板设置于垃圾传送部的下部，
刮水板通过转轴可转动的连
接于垃圾分类机的机架上；
所述清洗刷或刮水板上连接有驱动机构，
驱动机构动作时，
可通过连杆的驱动作用，
驱
动清洗刷、刮水板同步靠近或远离垃圾传送系统。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分类机的清洗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清洗刷的刷板上设
置有与清洗液供应系统相连通的出水孔。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分类机的清洗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驱动机构包括可正
反转的电动机、
与电动机的转轴传动连接的丝杠，
所述丝杠与清洗刷或者刮水板传动连接。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垃圾分类机的清洗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清洗刷上还连接有
运动导向杆。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分类机的清洗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清洗系统包括对垃
圾传送部进行干燥处理的烘干装置。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分类机的清洗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刮水板与垃圾传送
部相对应的边沿呈楔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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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垃圾分类机的清洗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垃圾分类机，
特别涉及一种垃圾分类机的清洗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在医疗过程中，
会产生许多类型的医疗垃圾，
例如药瓶、纱布、注射器、残剩药物、
手术用具、
化验器皿、
医学标本、
输液皮带等等，
为了环保，
需要将这些医疗垃圾分类，
目前，
一般是通过医护人员进行人工分类丢弃，
如此，
会加大医务人员的工作强度，
且会导致分类
错误；
另外，
为了方便，
通常将医疗垃圾直接丢弃在就诊室的垃圾箱内，
如此，
医疗垃圾容易
污染就诊环境。
[0003] 2015年5月27日中国专利数据库公开了一件申请号为：
201510073616 .6，
发明名称
为：
医疗垃圾智能分类回收系统及其控制方法，
系统包括隔离墙、窗口、接收装置、输出装
置、
传送带及多个垃圾收集装置，
隔离墙用于形成相互隔离的第一间室及第二间室；
窗口贯
穿隔离墙；
接收装置位于第一间室内，
接收装置用于接收医疗垃圾并通过窗口将医疗垃圾
输送至第二间室；
输出装置位于第二间室内，
输出装置用于接收并输送医疗垃圾；
传送带位
于第二间室内，
传送带用于带动输出装置移动；
多个垃圾收集装置位于第二间室内；
控制装
置用于区分医疗垃圾的类型，
并控制输出装置将医疗垃圾输送至对应的垃圾收集装置。本
发明可将就诊室和垃圾处置室分隔开，
医疗垃圾可分配至不同的垃圾收集装置，
提高了就
诊室环境，
且降低了工作强度。
[0004] 其不足之处在于：
上述垃圾分类回收系统不具备清洗系统，
传送带在多次使用后
易被各类垃圾污染，
尤其是感染性垃圾，
含有大量的细菌、病毒及化学药剂，
具有极强的传
染性、生物毒性和腐蚀性，
未经处理或处理不彻底的感染性医疗垃圾与其它垃圾使用同一
传送带传送，
极易造成各类垃圾交叉污染，
对人体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危害，
也可能成为疫病
流行的源头。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
提供种垃圾分类机的清洗系统，
解决
现有技术中垃圾分类机不具备清洗系统，
易出现各类垃圾交叉污染，
危害人体健康的技术
问题。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垃圾分类机的清洗系统，
包括清洗刷、刮水板、为清洗刷提供清洗液的清洗液供应系统和用于收集废用清洗液的清
洗仓，
清洗刷和刮水板均设于清洗仓内，
清洗仓与垃圾分类机的垃圾传送部相对接；
[0007] 所述清洗系统还包括连杆，
清洗刷和刮水板分别可转动的连接于连杆的两端，
所
述清洗刷或刮水板上连接有驱动机构，
驱动机构动作时，
可通过连杆的驱动作用，
驱动清洗
刷、刮水板同步靠近或远离垃圾传送系统。
[0008] 所述清洗刷的刷板上设置有与清洗液供应系统相连通的出水孔。
[0009] 所述驱动机构包括可正反转的电动机、
与电动机的转轴传动连接的丝杠，
所述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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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与清洗刷或者刮水板传动连接。
[0010] 所述清洗刷上还连接有运动导向杆。
[0011] 所述清洗系统包括对垃圾传送部进行干燥处理的烘干装置。
[0012] 所述刮水板与垃圾传送部相对应的边沿呈楔形。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 ，
本发明所达到的有益效果是：
提供了一种垃圾分类机的清洗系
统，
能够及时有效去除垃圾传送部上残留的污渍，
对垃圾传送部进行杀菌消毒，
保证垃圾传
送部的干净卫生，
避免出现各类垃圾交叉污染的现象。
由单个驱动机构驱动清洗刷或刮水
板，
通过连杆的驱动作用，
保证清洗刷和刮水板同步动作，
能够明显降低系统生产和使用成
本，
且能够保证清洗刷与刮水板的同步性。本发明应用于医疗垃圾分类机，
有利于维护良好
的医疗环境。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去掉清洗仓后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中：
1、清洗刷；
2、垃圾传送部；
3、刮水板；
4、
电动机；
5、连杆；
6、连接管；
7、支撑
架；
8、
运动导向杆；
9、
烘干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以下实施例仅用于更加清楚地说明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
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17] 垃圾分类机的清洗系统包括清洗刷1、
刮水板3、
清洗液供应系统和清洗仓，
清洗刷
1和刮水板3均设置于清洗仓内，
清洗液供应系统为清洗刷1提供清洗液。
[0018] 清洗仓与垃圾分类机的垃圾传送部2相对接，
用于盛接废用清洗液，
清洗仓的底部
连接下水管，
用于将废用清洗液排出。
[0019] 如图1所示，
是本发明去掉清洗仓后的结构示意图。清洗刷1包括朝向垃圾传送部2
的刷毛和用于固定刷毛的刷板。刷板上均匀开设若干出水孔，
各出水孔通过连接管6连接，
连接管6与清洗液供应系统相连通。
以驱动机构连接于清洗刷1上为例：
驱动机构包括可正
反转的电动机4、与电动机4的转轴传动连接的丝杠，
丝杠与刷板螺纹连接，
电动机4通过支
撑架7与垃圾分类机的机架固定连接。清洗刷1的左右两侧分别设置了运动导向杆8，
运动导
向杆8与固定电动机4的支撑架7固定连接，
刷板上设置了供运动导向杆8穿过的导向孔。
[0020]
刮水板3通过连杆5与清洗刷1连接，
刮水板3、清洗刷1分别可转动的连接于连杆5
的两端，
并位于连杆5的同一侧。刮水板3设置于垃圾传送部2的底部，
通过转轴可转动的连
接于垃圾分类机的机架上。连接在清洗刷1上的驱动机构驱动清洗刷1靠近或远离垃圾传送
部2时，
经连杆5的驱动作用，
刮水板3也同步靠近或远离垃圾传送部2。刮水板3与垃圾传送
部2相对应的边沿呈楔形，
保证刮水板3与垃圾传送部2紧密贴合。
[0021] 清洗系统包括对垃圾传送部2进行干燥处理的烘干装置9。
[0022] 工作时，
控制垃圾传送部2反向运转，
清洗刷1、刮水板3同步前进至垃圾传送部2，
清洗液供应系统输出清洗液，
清洗刷1开始对垃圾传送部2表面进行清洗，
刮水板3刮除垃圾
传送部2表面水分，
最后经烘干装置9烘干处理，
本发明应用于医疗垃圾分类机，
可避免出现
各类垃圾交叉污染的现象，
保证垃圾传送部2干净卫生，
有利于维护良好的医疗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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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
应当指出，
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
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变形，
这些改进和变形
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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