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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尤其涉及一种纺
本发明涉及一种喷洒设备，
织用棉花除糖喷洒设备。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
题是提供一种喷洒效率高、
喷洒均匀的纺织用棉
花除糖喷洒设备。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
明提供了这样一种纺织用棉花除糖喷洒设备，
包
括有横板等 ；横板的底部左右两端均安装有支
架，
左右支架的底部前后两侧均安装有万向轮，
横板的顶部中间连接有箱体，
箱体的顶部中间连
接有料斗，
料斗与箱体连通，
箱体内设有搅拌装
置，
横板底部设有喷洒装置。本发明通过搅拌装
置将除糖剂和清水搅拌均匀，
喷洒装置将除糖剂
水溶液喷洒在棉包表面，
摆动装置使得除糖剂水
溶液喷洒效率更高、
更均匀，
达到了喷洒效率高、
喷洒均匀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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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纺织用棉花除糖喷洒设备，
其特征在于，
包括有横板(1)、支架(2)、万向轮(3)、
箱体(4)、料斗(5)、搅拌装置(6) 和喷洒装置(7) ，
横板(1)的底部左右两端均安装有支架
(2) ，左右支架(2)的底部前后两侧均安装有万向轮(3) ，
横板(1)的顶部中间连接有箱体
(4) ，
箱体(4)的顶部中间连接有料斗(5)，
料斗(5)与箱体(4)连通，
箱体(4)内设有搅拌装置
(6) ，
横板(1)底部设有喷洒装置(7)；
搅拌装置(6)包 括有第一轴承座(61)、第一转轴(62)、
搅拌叶片(63)、
齿轮(64)、
气缸(65)和齿条(66)，
箱体 (4)的左右两侧中部均嵌入式安装有
第一轴承座(61)，
左右第一轴承座(61)之间设有第一 转轴(62)，
第一转轴(62)与第一轴承
座(61)内的轴承过盈连接，
第一转轴(62)分别穿过左 右第一轴承座(61)，
第一转轴(62)的
中部均匀间隔连接有多个搅拌叶片(63) ，
搅拌叶片 (63)位于箱体(4)内，
第一转轴(62)的
右端安装有齿轮(64) ，
横板(1)的顶部右侧安装有气 缸(65) ，
气缸(65)位于箱体(4)右侧，
气缸(65)的顶部连接有齿条(66) ，
齿条(66)位于齿轮 (64)后方，
齿条(66)与齿轮(64)啮
合；
喷洒装置(7)包 括有水泵(71)、
进水管(72)、
出水管(73)、
弹簧(74)、
空心管(75)和雾化
喷嘴(76)，
箱体(4) 内底部安装有水泵(71)，
水泵(71)左侧连接有进水管(72)，
进水管(72)
末端与箱体(4)内底 部连接，
水泵(71)右侧连接有出水管(73) ，
出水管(73)依次贯穿箱体
(4)底部和横板(1)中 部，
横板(1)的底部左右两侧均连接有弹簧(74) ，
左右弹簧(74)的底
端连接有空心管(75)，出水管(73)末端与空心管(75)顶部中间连接，
出水管(73)与空心管
(75)连通，
空心管(75) 的底部均匀间隔连接有多个雾化喷嘴(76)，
雾化喷嘴(76)与空心管
(75)连通；
还包括有摆动装 置(8)，
摆动装置(8)包括有安装杆(81)、第二轴承座(82)、第二
转轴(83)、
大带轮(84)、
小带 轮(85)、
皮带(87)、
摆杆(88)和环形套(89)，
横板(1)的底部中
间连接有安装杆(81)，
安装杆 (81)的底部安装有第二轴承座(82)，
第二轴承座(82)内的轴
承过盈连接有第二转轴(83)，第二转轴(83)的左端安装有大带轮(84)，
第一转轴(62)的左
端安装有小带轮(85) ，
横板(1) 左部开有开口(86) ，
小带轮(85)与大带轮(84)之间设有皮
带(87) ，
皮带(87)穿过开口(86) ，第二转轴(83)的右端连接有摆杆(88) ，
摆杆(88)的底部
连接有环形套(89) ，
空心管(75)穿 过环形套(89) ，
环形套(89)位于空心管(75)中部；
还包
括有连杆 (9)、
风扇(10)和网框(11) ，
左右支架(2)的内侧上部均连接有连杆(9) ，
连杆(9)
的末端安装 有风扇(10) ，
横板(1)的底部左右两侧与左右支架(2)的内侧上部之间均连接
有网框(11)，连杆(9)和风扇(10)均位于网框(11)内。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纺织用棉花除糖喷洒设备，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有第一防
护罩(12)和第二防护罩(13) ，
横板(1)的顶部左侧与箱体(4)左侧之间连接有第一防护罩
(12) ，
小带轮(85)与皮带(87)均位于第一防护罩(12)内，
横板(1)的顶部右侧与箱体(4)右
侧之间连接有第二防护罩(13)，
气缸(65)、
齿条(66)和齿轮(64)均位于第二防护罩(13)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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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纺织用棉花除糖喷洒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喷洒设备，
尤其涉及一种纺织用棉花除糖喷洒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纺织原意是取自纺纱与织布的总称，
但是随着纺织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的不断发
展和完善，
特别是非织造纺织材料和三维复合编织等技术产生后，
现在的纺织已经不仅是
传统的手工纺纱和织布，
也包括无纺布技术，
现代三维编织技术，
现代静电纳米成网技术等
生产的服装用、产业用、装饰用纺织品。所以 ，
现代纺织是指一种纤维或纤维集合体的多尺
度结构加工技术。
中国古代的纺织与印染技术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
古
人为了适应气候的变化，
已懂得就地取材，
利用自然资源作为纺织和印染的原料，
以及制造
简单的手工纺织工具。
[0003]
棉花是锦葵科棉属植物的种籽纤维，
原产于亚热带。植株灌木状，
在热带地区栽培
可长到6米高，
一般为1到2米。棉花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农作物之一，
产量大、生产成本低，
使
棉制品价格比较低廉。棉纤维能制成多种规格的织物，
从轻盈透明的巴里纱到厚实的帆布
和厚平绒，
适于制作各类衣服、家具布和工业用布。棉织物坚牢耐磨，
能够洗涤和在高温下
熨烫，
棉布由于吸湿和脱湿快速而使穿着舒服。
[0004] 部分棉花含糖量比较高、
粘性大，
影响生产效率，
所以需要先将棉花中糖分除去，
可以将棉花打包后在棉包上喷洒除糖剂水溶液，
再放置一定时间即能达到去糖效果，
目前
均由人工进行喷洒除糖剂水溶液，
人工喷洒效率较低、
喷洒不均匀，
因此亟需研发一种喷洒
效率高、
喷洒均匀的纺织用棉花除糖喷洒设备。
发明内容
[0005]
(1)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6] 本发明为了克服目前均由人工进行喷洒除糖剂水溶液，
人工喷洒效率较低、
喷洒
不均匀的缺点，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喷洒效率高、
喷洒均匀的纺织用棉花
除糖喷洒设备。
[0007]
(2)技术方案
[0008]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明提供了这样一种纺织用棉花除糖喷洒设备，
包括
有横板、支架、万向轮、箱体、
料斗、搅拌装置和喷洒装置，
横板的底部左右两端均安装有支
架，
左右支架的底部前后两侧均安装有万向轮，
横板的顶部中间连接有箱体，
箱体的顶部中
间连接有料斗，
料斗与箱体连通，
箱体内设有搅拌装置，
横板底部设有喷洒装置。
[0009] 优选地，
搅拌装置包括有第一轴承座、第一转轴、搅拌叶片、齿轮、气缸和齿条，
箱
体的左右两侧中部均嵌入式安装有第一轴承座，
左右第一轴承座之间设有第一转轴，
第一
转轴与第一轴承座内的轴承过盈连接，
第一转轴分别穿过左右第一轴承座，
第一转轴的中
部均匀间隔连接有多个搅拌叶片，
搅拌叶片位于箱体内，
第一转轴的右端安装有齿轮，
横板
的顶部右侧安装有气缸，
气缸位于箱体右侧，
气缸的顶部连接有齿条，
齿条位于齿轮后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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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条与齿轮啮合。
[0010] 优选地，
喷洒装置包括有水泵、进水管、出水管、
弹簧、
空心管和雾化喷嘴，
箱体内
底部安装有水泵，
水泵左侧连接有进水管，
进水管末端与箱体内底部连接，
水泵右侧连接有
出水管，
出水管依次贯穿箱体底部和横板中部，
横板的底部左右两侧均连接有弹簧，
左右弹
簧的底端连接有空心管，
出水管末端与空心管顶部中间连接，
出水管与空心管连通，
空心管
的底部均匀间隔连接有多个雾化喷嘴，
雾化喷嘴与空心管连通。
[0011] 优选地，
还包括有摆动装置，
摆动装置包括有安装杆、第二轴承座、第二转轴、
大带
轮、
小带轮、
皮带、
摆杆和环形套，
横板的底部中间连接有安装杆，
安装杆的底部安装有第二
轴承座，
第二轴承座内的轴承过盈连接有第二转轴，
第二转轴的左端安装有大带轮，
第一转
轴的左端安装有小带轮，
横板左部开有开口 ，
小带轮与大带轮之间设有皮带，
皮带穿过开
口，
第二转轴的右端连接有摆杆，
摆杆的底部连接有环形套，
空心管穿过环形套，
环形套位
于空心管中部。
[0012] 优选地，
还包括有连杆、风扇和网框，
左右支架的内侧上部均连接有连杆，
连杆的
末端安装有风扇，
横板的底部左右两侧与左右支架的内侧上部之间均连接有网框，
连杆和
风扇均位于网框内。
[0013] 优选地，
还包括有第一防护罩和第二防护罩，
横板的顶部左侧与箱体左侧之间连
接有第一防护罩，
小带轮与皮带均位于第一防护罩内，
横板的顶部右侧与箱体右侧之间连
接有第二防护罩，
气缸、
齿条和齿轮均位于第二防护罩内。
[0014] 工作原理：
使用时，
操作人员将适量的除糖剂和清水按一定比例从料斗倒入箱体
内，启动搅拌装置，
从而对箱体内的除糖剂和清水进行搅拌，
当除糖剂和清水搅拌均匀后，
启动喷洒装置运行，
从而带动箱体内的除糖剂水溶液从横板底部喷出，
操作人员推动本发
明移动，
使棉包位于左右支架之间，
如此即可将除糖剂水溶液喷洒在棉包上，
使用过程中，
沿着棉包慢慢推动本发明移动，
即可对棉包进行连续喷洒除糖剂水溶液，
喷洒完成后，
关闭
喷洒装置和搅拌装置即可。
[0015] 因为搅拌装置包括有第一轴承座、
第一转轴、
搅拌叶片、
齿轮、
气缸和齿条，
箱体的
左右两侧中部均嵌入式安装有第一轴承座，
左右第一轴承座之间设有第一转轴，
第一转轴
与第一轴承座内的轴承过盈连接，
第一转轴分别穿过左右第一轴承座，
第一转轴的中部均
匀间隔连接有多个搅拌叶片，
搅拌叶片位于箱体内，
第一转轴的右端安装有齿轮，
横板的顶
部右侧安装有气缸，
气缸位于箱体右侧，
气缸的顶部连接有齿条，
齿条位于齿轮后方，
齿条
与齿轮啮合。所以 ，
将除糖剂和清水倒入箱体内后，启动气缸反复伸缩，
从而带动齿条上下
移动，
进而带动齿轮正反交替转动，
齿轮带动第一转轴正反交替转动，
从而带动搅拌叶片正
反交替转动，
搅拌叶片对箱体内的除糖剂和清水进行搅拌，
使得除糖剂和清水搅拌均匀，
喷
洒完成后，
关闭气缸即可。
[0016] 因为喷洒装置包括有水泵、
进水管、
出水管、
弹簧、
空心管和雾化喷嘴，
箱体内底部
安装有水泵，
水泵左侧连接有进水管，
进水管末端与箱体内底部连接，
水泵右侧连接有出水
管，
出水管依次贯穿箱体底部和横板中部，
横板的底部左右两侧均连接有弹簧，
左右弹簧的
底端连接有空心管，
出水管末端与空心管顶部中间连接，
出水管与空心管连通，
空心管的底
部均匀间隔连接有多个雾化喷嘴，
雾化喷嘴与空心管连通。所以 ，启动水泵运行，
从而带动
箱体的除糖剂水溶液从进水管经出水管流至空心管内，
除糖剂水溶液再从雾化喷嘴喷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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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将除糖剂水溶液以雾状均匀喷洒在棉包表面，
喷洒效果好，
喷洒完成后，
关闭水泵即
可。
[0017] 因为还包括有摆动装置，
摆动装置包括有安装杆、第二轴承座、第二转轴、
大带轮、
小带轮、
皮带、摆杆和环形套，
横板的底部中间连接有安装杆，
安装杆的底部安装有第二轴
承座，
第二轴承座内的轴承过盈连接有第二转轴，
第二转轴的左端安装有大带轮，
第一转轴
的左端安装有小带轮，
横板左部开有开口，
小带轮与大带轮之间设有皮带，
皮带穿过开口，
第二转轴的右端连接有摆杆，
摆杆的底部连接有环形套，
空心管穿过环形套，
环形套位于空
心管中部。所以，
第一转轴正反交替转动带动小带轮正反交替转动，
从而通过皮带带动大带
轮正反交替转动，
进而通过第二转轴带动摆杆前后摆动，
摆杆通过环形套带动空心管前后
移动，
从而使得除糖剂水溶液喷洒范围更广、
更均匀，
进一步提高喷洒效率。
[0018] 因为还包括有连杆、
风扇和网框，
左右支架的内侧上部均连接有连杆，
连杆的末端
安装有风扇，
横板的底部左右两侧与左右支架的内侧上部之间均连接有网框，
连杆和风扇
均位于网框内。所以 ，
使用时启动风扇，
风扇将雾状除糖剂水溶液向下吹，
使得除糖剂水溶
液更有效落至棉包表面，
从而更进一步提高喷洒效率。
[0019] 因为还包括有第一防护罩和第二防护罩，
横板的顶部左侧与箱体左侧之间连接有
第一防护罩，
小带轮与皮带均位于第一防护罩内，
横板的顶部右侧与箱体右侧之间连接有
第二防护罩，
气缸、齿条和齿轮均位于第二防护罩内。所以 ，
第一防护罩和第二防护罩起保
护作用，
防止在使用本发明时造成意外事故，
从而提高本发明的安全性。
[0020]
(3)有益效果
[0021] 本发明通过搅拌装置将除糖剂和清水搅拌均匀，
喷洒装置将除糖剂水溶液喷洒在
棉包表面，
摆动装置使得除糖剂水溶液喷洒效率更高、
更均匀，
达到了喷洒效率高、
喷洒均
匀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的第一种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的齿轮和齿条右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的第二种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发明的环形套左视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本发明的第三种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7] 附图中的标记为：
1-横板，
2-支架，
3-万向轮，
4-箱体，
5-料斗，
6-搅拌装置，
61-第
一轴承座，
62-第一转轴，
63-搅拌叶片，
64-齿轮，
65-气缸，
66-齿条，
7-喷洒装置，
71-水泵，
72-进水管，
73-出水管，
74-弹簧，
75-空心管，
76-雾化喷嘴，
8-摆动装置，
81-安装杆，
82-第
二轴承座，
83-第二转轴，
84-大带轮，
85-小带轮，
86-开口，
87-皮带，
88-摆杆，
89-环形套，
9连杆，
10-风扇，
11-网框，
12-第一防护罩，
13-第二防护罩。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9] 实施例1
[0030] 一种纺织用棉花除糖喷洒设备，
如图1-5所示，
包括有横板1、
支架2、
万向轮3、
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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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料斗5、
搅拌装置6和喷洒装置7，
横板1的底部左右两端均安装有支架2，
左右支架2的底部
前后两侧均安装有万向轮3，
横板1的顶部中间连接有箱体4，
箱体4的顶部中间连接有料斗
5，
料斗5与箱体4连通，
箱体4内设有搅拌装置6，
横板1底部设有喷洒装置7。
[0031] 实施例2
[0032] 一种纺织用棉花除糖喷洒设备，
如图1-5所示，
包括有横板1、
支架2、
万向轮3、
箱体
4、
料斗5、
搅拌装置6和喷洒装置7，
横板1的底部左右两端均安装有支架2，
左右支架2的底部
前后两侧均安装有万向轮3，
横板1的顶部中间连接有箱体4，
箱体4的顶部中间连接有料斗
5，
料斗5与箱体4连通，
箱体4内设有搅拌装置6，
横板1底部设有喷洒装置7。
[0033] 搅拌装置6包括有第一轴承座61、
第一转轴62、
搅拌叶片63、
齿轮64、
气缸65和齿条
66，
箱体4的左右两侧中部均嵌入式安装有第一轴承座61，
左右第一轴承座61之间设有第一
转轴62，
第一转轴62与第一轴承座61内的轴承过盈连接，
第一转轴62分别穿过左右第一轴
承座61，
第一转轴62的中部均匀间隔连接有多个搅拌叶片63，
搅拌叶片63位于箱体4内，
第
一转轴62的右端安装有齿轮64，
横板1的顶部右侧安装有气缸65，
气缸65位于箱体4右侧，
气
缸65的顶部连接有齿条66，
齿条66位于齿轮64后方，
齿条66与齿轮64啮合。
[0034] 实施例3
[0035] 一种纺织用棉花除糖喷洒设备，
如图1-5所示，
包括有横板1、
支架2、
万向轮3、
箱体
4、
料斗5、
搅拌装置6和喷洒装置7，
横板1的底部左右两端均安装有支架2，
左右支架2的底部
前后两侧均安装有万向轮3，
横板1的顶部中间连接有箱体4，
箱体4的顶部中间连接有料斗
5，
料斗5与箱体4连通，
箱体4内设有搅拌装置6，
横板1底部设有喷洒装置7。
[0036] 搅拌装置6包括有第一轴承座61、
第一转轴62、
搅拌叶片63、
齿轮64、
气缸65和齿条
66，
箱体4的左右两侧中部均嵌入式安装有第一轴承座61，
左右第一轴承座61之间设有第一
转轴62，
第一转轴62与第一轴承座61内的轴承过盈连接，
第一转轴62分别穿过左右第一轴
承座61，
第一转轴62的中部均匀间隔连接有多个搅拌叶片63，
搅拌叶片63位于箱体4内，
第
一转轴62的右端安装有齿轮64，
横板1的顶部右侧安装有气缸65，
气缸65位于箱体4右侧，
气
缸65的顶部连接有齿条66，
齿条66位于齿轮64后方，
齿条66与齿轮64啮合。
[0037] 喷洒装置7包括有水泵71、
进水管72、出水管73、
弹簧74、
空心管75和雾化喷嘴76，
箱体4内底部安装有水泵71，
水泵71左侧连接有进水管72，
进水管72末端与箱体4内底部连
接，
水泵71右侧连接有出水管73，
出水管73依次贯穿箱体4底部和横板1中部，
横板1的底部
左右两侧均连接有弹簧74，
左右弹簧74的底端连接有空心管75，
出水管73末端与空心管75
顶部中间连接，
出水管73与空心管75连通，
空心管75的底部均匀间隔连接有多个雾化喷嘴
76，
雾化喷嘴76与空心管75连通。
[0038] 实施例4
[0039] 一种纺织用棉花除糖喷洒设备，
如图1-5所示，
包括有横板1、
支架2、
万向轮3、
箱体
4、
料斗5、
搅拌装置6和喷洒装置7，
横板1的底部左右两端均安装有支架2，
左右支架2的底部
前后两侧均安装有万向轮3，
横板1的顶部中间连接有箱体4，
箱体4的顶部中间连接有料斗
5，
料斗5与箱体4连通，
箱体4内设有搅拌装置6，
横板1底部设有喷洒装置7。
[0040] 搅拌装置6包括有第一轴承座61、
第一转轴62、
搅拌叶片63、
齿轮64、
气缸65和齿条
66，
箱体4的左右两侧中部均嵌入式安装有第一轴承座61，
左右第一轴承座61之间设有第一
转轴62，
第一转轴62与第一轴承座61内的轴承过盈连接，
第一转轴62分别穿过左右第一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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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座61，
第一转轴62的中部均匀间隔连接有多个搅拌叶片63，
搅拌叶片63位于箱体4内，
第
一转轴62的右端安装有齿轮64，
横板1的顶部右侧安装有气缸65，
气缸65位于箱体4右侧，
气
缸65的顶部连接有齿条66，
齿条66位于齿轮64后方，
齿条66与齿轮64啮合。
[0041] 喷洒装置7包括有水泵71、
进水管72、出水管73、
弹簧74、
空心管75和雾化喷嘴76，
箱体4内底部安装有水泵71，
水泵71左侧连接有进水管72，
进水管72末端与箱体4内底部连
接，
水泵71右侧连接有出水管73，
出水管73依次贯穿箱体4底部和横板1中部，
横板1的底部
左右两侧均连接有弹簧74，
左右弹簧74的底端连接有空心管75，
出水管73末端与空心管75
顶部中间连接，
出水管73与空心管75连通，
空心管75的底部均匀间隔连接有多个雾化喷嘴
76，
雾化喷嘴76与空心管75连通。
[0042] 还包括有摆动装置8，
摆动装置8包括有安装杆81、第二轴承座82、第二转轴83、大
带轮84、小带轮85、
皮带87、摆杆88和环形套89，
横板1的底部中间连接有安装杆81，
安装杆
81的底部安装有第二轴承座82，
第二轴承座82内的轴承过盈连接有第二转轴83，
第二转轴
83的左端安装有大带轮84，
第一转轴62的左端安装有小带轮85，
横板1左部开有开口86，
小
带轮85与大带轮84之间设有皮带87，
皮带87穿过开口86，
第二转轴83的右端连接有摆杆88，
摆杆88的底部连接有环形套89，
空心管75穿过环形套89，
环形套89位于空心管75中部。
[0043] 还包括有连杆9、
风扇10和网框11，
左右支架2的内侧上部均连接有连杆9，
连杆9的
末端安装有风扇10，
横板1的底部左右两侧与左右支架2的内侧上部之间均连接有网框11，
连杆9和风扇10均位于网框11内。
[0044] 还包括有第一防护罩12和第二防护罩13，
横板1的顶部左侧与箱体4左侧之间连接
有第一防护罩12，
小带轮85与皮带87均位于第一防护罩12内，
横板1的顶部右侧与箱体4右
侧之间连接有第二防护罩13，
气缸65、
齿条66和齿轮64均位于第二防护罩13内。
[0045] 工作原理：
使用时，
操作人员将适量的除糖剂和清水按一定比例从料斗5倒入箱体
4内，启动搅拌装置6，
从而对箱体4内的除糖剂和清水进行搅拌，
当除糖剂和清水搅拌均匀
后，启动喷洒装置7运行，
从而带动箱体4内的除糖剂水溶液从横板1底部喷出，
操作人员推
动本发明移动，
使棉包位于左右支架2之间，
如此即可将除糖剂水溶液喷洒在棉包上，
使用
过程中，
沿着棉包慢慢推动本发明移动，
即可对棉包进行连续喷洒除糖剂水溶液，
喷洒完成
后，
关闭喷洒装置7和搅拌装置6即可。
[0046] 因为搅拌装置6包括有第一轴承座61、
第一转轴62、
搅拌叶片63、
齿轮64、
气缸65和
齿条66，
箱体4的左右两侧中部均嵌入式安装有第一轴承座61，
左右第一轴承座61之间设有
第一转轴62，
第一转轴62与第一轴承座61内的轴承过盈连接，
第一转轴62分别穿过左右第
一轴承座61，
第一转轴62的中部均匀间隔连接有多个搅拌叶片63，
搅拌叶片63位于箱体4
内，
第一转轴62的右端安装有齿轮64，
横板1的顶部右侧安装有气缸65，
气缸65位于箱体4右
侧，
气缸65的顶部连接有齿条66，
齿条66位于齿轮64后方，
齿条66与齿轮64啮合。所以，
将除
糖剂和清水倒入箱体4内后，启动气缸65反复伸缩，
从而带动齿条66上下移动，
进而带动齿
轮64正反交替转动，
齿轮64带动第一转轴62正反交替转动，
从而带动搅拌叶片63正反交替
转动，
搅拌叶片63对箱体4内的除糖剂和清水进行搅拌，
使得除糖剂和清水搅拌均匀，
喷洒
完成后，
关闭气缸65即可。
[0047] 因为喷洒装置7包括有水泵71、
进水管72、
出水管73、
弹簧74、
空心管75和雾化喷嘴
76，
箱体4内底部安装有水泵71，
水泵71左侧连接有进水管72，
进水管72末端与箱体4内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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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水泵71右侧连接有出水管73，
出水管73依次贯穿箱体4底部和横板1中部，
横板1的底
部左右两侧均连接有弹簧74，
左右弹簧74的底端连接有空心管75，
出水管73末端与空心管
75顶部中间连接，
出水管73与空心管75连通，
空心管75的底部均匀间隔连接有多个雾化喷
嘴76，
雾化喷嘴76与空心管75连通。所以，
启动水泵71运行，
从而带动箱体4的除糖剂水溶液
从进水管72经出水管73流至空心管75内，
除糖剂水溶液再从雾化喷嘴76喷出，
从而将除糖
剂水溶液以雾状均匀喷洒在棉包表面，
喷洒效果好，
喷洒完成后，
关闭水泵71即可。
[0048] 因为还包括有摆动装置8，
摆动装置8包括有安装杆81、第二轴承座82、第二转轴
83、
大带轮84、
小带轮85、
皮带87、
摆杆88和环形套89，
横板1的底部中间连接有安装杆81，
安
装杆81的底部安装有第二轴承座82，
第二轴承座82内的轴承过盈连接有第二转轴83，
第二
转轴83的左端安装有大带轮84，
第一转轴62的左端安装有小带轮85，
横板1左部开有开口
86，
小带轮85与大带轮84之间设有皮带87，
皮带87穿过开口86，
第二转轴83的右端连接有摆
杆88，
摆杆88的底部连接有环形套89，
空心管75穿过环形套89，
环形套89位于空心管75中
部。所以，
第一转轴62正反交替转动带动小带轮85正反交替转动，
从而通过皮带87带动大带
轮84正反交替转动，
进而通过第二转轴83带动摆杆88前后摆动，
摆杆88通过环形套89带动
空心管75前后移动，
从而使得除糖剂水溶液喷洒范围更广、
更均匀，
进一步提高喷洒效率。
[0049] 因为还包括有连杆9、
风扇10和网框11，
左右支架2的内侧上部均连接有连杆9，
连
杆9的末端安装有风扇10，
横板1的底部左右两侧与左右支架2的内侧上部之间均连接有网
框11，
连杆9和风扇10均位于网框11内。所以，
使用时启动风扇10，
风扇10将雾状除糖剂水溶
液向下吹，
使得除糖剂水溶液更有效落至棉包表面，
从而更进一步提高喷洒效率。
[0050] 因为还包括有第一防护罩12和第二防护罩13，
横板1的顶部左侧与箱体4左侧之间
连接有第一防护罩12，
小带轮85与皮带87均位于第一防护罩12内，
横板1的顶部右侧与箱体
4右侧之间连接有第二防护罩13，
气缸65、
齿条66和齿轮64均位于第二防护罩13内。所以，
第
一防护罩12和第二防护罩13起保护作用，
防止在使用本发明时造成意外事故，
从而提高本
发明的安全性。
[0051]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
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
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
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
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
改进及替代，
这些都属于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
因此，
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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