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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智能锁生产的外壳

清洗装置,包括用于供智能锁外壳清洗的清洗箱

和对智能锁外壳进行冲刷的冲洗罩；所述冲洗罩

与清洗箱之间呈活动连接，所述清洗箱的两侧分

别设有多个用于固定智能锁外壳的第一固定装

置和第二固定装置与用于驱动智能锁外壳同时

进行自转和公转的驱动装置，所述清洗箱内设有

用于过滤冲洗后产生的废水的过滤件;通过上述

驱动装置的设置，使得固定后的智能锁外壳可以

在清洗时实现自转和公转的清洗效果，使得智能

锁外壳的各个面都可以得到彻底全面的清洗，有

效的提高了对于智能锁外壳清洗的全面性，有效

的加强了对智能锁外壳的清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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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智能锁生产的外壳清洗装置,包括用于供智能锁外壳清洗的清洗箱（1）和

对智能锁外壳进行冲刷的冲洗罩（2）；其特征在于：所述冲洗罩（2）与清洗箱（1）之间呈活动

连接，所述清洗箱（1）的两侧分别设有多个用于固定智能锁外壳的第一固定装置和第二固

定装置以及用于驱动智能锁外壳同时进行自转和公转的驱动装置，所述清洗箱（1）内设有

用于过滤冲洗后产生的废水的过滤件（11）；

所述驱动装置包括分别设于清洗箱（1）两侧的工作腔（3）、设于工作腔（3）内的第一传

动件（31）、多个与第一传动件（31）啮合连接的第二传动件（32）及用于驱动第一传动件（31）

转动的第一驱动件（33），所述工作腔（3）的内壁上设有与第二传动件（32）啮合连接的啮齿

圈（34），所述第二传动件（32）上设有驱动轴（321）；

所述驱动轴（321）的端部设有第一限位滑块（322），所述工作腔（3）的一侧设有与第一

限位滑块（322）相配合的第一限位滑槽（35），所述工作腔（3）的另一侧设有用于供驱动轴

（321）移动的移动槽（36），所述第一传动件（31）的中轴与第一驱动件（33）的输出轴固定连

接；

所述第一固定装置包括与驱动轴（321）的端部固定连接的第一连接板（41）和用于支撑

智能锁外壳的第一支撑板（42），所述第一连接板（41）上设有可移动的固定筒（43）和用于驱

动的固定筒（43）移动的驱动筒（44），所述固定筒（43）上设有可移动的固定柱（45），所述固

定柱（45）的端部设有第二连接板（451），所述第二连接板（451）通过多个第一连接柱（452）

与第一支撑板（42）刚性连接；

所述固定筒（43）内设有与固定柱（45）固定连接的第一弹性件（431），所述固定筒（43）

的开口处设有第一限位部（432），所述固定柱（45）上设有与第一限位部（432）相配合的第二

限位部（453），所述固定筒（43）与驱动筒（44）之间呈螺纹配合，所述驱动筒（44）的端部设有

第二限位滑块（441），所述第一支撑板（42）上设有多个第一通孔（42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智能锁生产的外壳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筒

（43）的侧壁上设有十字限位滑块（433），所述第一连接板（41）上设有分别与第二限位滑块

（441）和十字限位滑块（433）相配合的第二限位滑槽（411）和十字限位滑槽（412），所述第二

固定装置包括用于支撑智能锁外壳的第二支撑板（46）、与驱动轴（321）的端部连接的第三

连接板（47）及用于连接第二支撑板（46）和第三连接板（47）的第二连接柱（48），所述第二支

撑板（46）上设有多个第二通孔（46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智能锁生产的外壳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冲洗罩

（2）上设有用于供清水流动的通水腔（21），所述通水腔（21）的侧壁上设有多个用于喷射清

水的喷射枪（211），所述通水腔（21）的底部设有多个进水孔（22），所述清洗箱（1）内设有用

于输送清水至冲洗罩（2）内的送水管（12），所述送水管（12）的顶部设有与进水孔（22）相配

合的插接部（121），所述插接部（121）上设有紧固垫（12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智能锁生产的外壳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箱

（1）上设有用于固定冲洗罩（2）的固定装置，所述冲洗罩（2）的侧边上设有至少一个凸块

（23），所述固定装置包括用于紧固凸块（23）的紧固条（51）、用于驱动紧固条（51）转动的驱

动块（52）及用于供驱动块（52）活动的活动腔（53）。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智能锁生产的外壳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块

（52）的侧壁上设有啮齿组（521），所述活动腔（53）内设有与啮齿组（521）啮合连接的第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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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件（531）和与第三传动件（531）啮合连接的传动杆（532），所述传动杆（532）和紧固条（51）

之间呈刚性连接设置，所述紧固条（51）和清洗箱（1）之间固设有第二弹性件（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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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智能锁生产的外壳清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智能锁生产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用于智能锁生产的外壳清洗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智能锁是指区别于传统机械锁，在用户识别、安全性、管理性方面更加智能化的锁

具，智能锁是门禁系统中锁门的执行部件；智能锁外壳在注塑成型后其表面会粘附脱模剂。

[0003] 现在公开号为CN107350201A的公开文件中公开了一种智能锁外壳表面清洗装置，

该装置清洁效率高，省时省力，而且有效保护成型件表面不被划伤，对于表面凹陷处的细屑

也能够清洁干净，冲洗掉的废液与成型件分离，不会出现二次粘附污染，导致清理不彻底的

现象。

[0004] 但是，该装置在对智能锁外壳进行清洗时，智能锁外壳的部分死角无法得到彻底

的清洗，使得智能锁外壳的清洗效果降低，会有部分残渣残留，影响对智能锁的安装。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清洗效率高的用于智能锁生产的外壳

清洗装置。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用于智能锁生产的外壳清洗

装置,包括用于供智能锁外壳清洗的清洗箱和对智能锁外壳进行冲刷的冲洗罩；所述冲洗

罩与清洗箱之间呈活动连接，所述清洗箱的两侧分别设有多个用于固定智能锁外壳的第一

固定装置和第二固定装置与用于驱动智能锁外壳同时进行自转和公转的驱动装置，所述清

洗箱内设有用于过滤冲洗后产生的废水的过滤件;通过上述清洗罩的设置，使得上述智能

锁外壳可以通过清洗罩进行全覆盖的清洗，增加了对智能锁外壳的清洗面积，且加强了对

智能锁外壳的清洗效果，而驱动装置的设置，使得固定后的智能锁外壳可以在清洗时实现

自转和公转的清洗效果，使得智能锁外壳的各个面都可以得到彻底全面的清洗，有效的提

高了对于智能锁外壳清洗的全面性，有效的加强了对智能锁外壳的清洗效果。

[0007] 所述驱动装置包括分别设于清洗箱两侧的工作腔、设于工作腔内的第一传动件、

多个与第一传动件啮合连接的第二传动件及用于驱动第一传动件转动的第一驱动件，所述

工作腔的内壁上设有与第二传动件啮合连接的啮齿圈，所述第二传动件上设有驱动轴；通

过上述结构的设置，使得上述第一传动件可以通过第一驱动件控制第二传动件实现缓慢的

公转和自转，从而可以控制各个智能锁外壳进行公转和自转的清洗处理，且降低了智能锁

外壳的转动速度，使得智能锁外壳被冲洗的更加充分，保证了对智能锁外壳的冲洗质量。

[0008] 所述驱动轴的端部设有第一限位滑块，所述工作腔的一侧设有与第一限位滑块相

配合的第一限位滑槽，所述工作腔的另一侧设有用于供驱动轴移动的移动槽，所述第一传

动件的中轴与第一驱动件的输出轴固定连接；通过上述第一限位滑块和第一限位滑槽的设

置，可以避免上述第二传动件在移动时发生脱离，保证了第二传动件的稳定运行，且移动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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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置，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辅助第二传动件的移动。

[0009] 所述第一固定装置包括与驱动轴的端部固定连接的第一连接板和用于支撑智能

锁外壳的第一支撑板，所述第一连接板上设有可移动的固定筒和用于驱动的固定筒移动的

驱动筒，所述固定筒上设有可移动的固定柱，所述固定柱的端部设有第二连接板，所述第二

连接板通过多个第一连接柱与第一支撑板刚性连接；通过上述结构的设置，使得上述智能

锁外壳可以通过第一支撑板进行支撑固定，避免智能锁外壳的脱离，而驱动筒和固定筒的

设置，以便于在固定智能锁外壳时进行微调，增加第一支撑板对于智能锁外壳的固定强度，

加强对智能锁外壳的固定效果。

[0010] 所述固定筒内设有与固定柱固定连接的第一弹性件，所述固定筒的开口处设有第

一限位部，所述固定柱上设有与第一限位部相配合的第二限位部，所述固定筒与驱动筒之

间呈螺纹配合，所述驱动筒的端部设有第二限位滑块，所述第一支撑板上设有多个第一通

孔；通过上述第一弹性件的设置，以便于调整第一支撑板和第二支撑板之间的间距，方便放

置智能锁外壳，对智能锁外壳进行固定，而对于驱动筒和固定筒的配合设置，使得固定筒可

以通过驱动筒的控制实现移动的效果，以便于微调第一支撑板和第二支撑板之间的间距，

提高对间距的控制性，上述第一通孔的设置，以便于增加清水对智能锁外壳的冲洗面积，增

大清水对智能锁外壳的冲洗覆盖面积。

[0011] 所述固定筒的侧壁上设有十字限位滑块，所述第一连接板上设有分别与第二限位

滑块和十字限位滑块相配合的第二限位滑槽和十字限位滑槽，所述第二固定装置包括用于

支撑智能锁外壳的第二支撑板、与驱动轴的端部连接的第三连接板及用于连接第二支撑板

和第三连接板的第二连接柱，所述第二支撑板上设有多个第二通孔；通过上述十字限位滑

块和第二限位滑槽的配合设置，可以避免上述固定筒在移动时发生偏移而影响固定筒的移

动，且可以增加固定筒与第一连接板之间的接触面积，加强对固定筒的限位稳定性，而上述

第二支撑板的设置，可以对智能锁外壳起到固定的作用，同时通过第二通孔增加清水对智

能锁外壳的冲洗面积，提高冲洗效率。

[0012] 所述冲洗罩上设有用于供清水流动的通水腔，所述通水腔的侧壁上设有多个用于

喷射清水的喷射枪，所述通水腔的底部设有多个进水孔，所述清洗箱内设有用于输送清水

至冲洗罩内的送水管，所述送水管的顶部设有与进水孔相配合的插接部，所述插接部上设

有紧固垫；通过上述通水腔和喷射枪的设置，使得清水可以通过喷出，对智能锁外壳高效的

冲洗，加强对清水的冲洗效率，而插接部和送水管的配合设置，使得冲洗罩的翻转可以连接

送水管和进水孔，以便于输送过滤后的清水对智能锁外壳进行冲洗，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实

现对清水的重复利用。

[0013] 所述清洗箱上设有用于固定冲洗罩的固定装置，所述冲洗罩的侧边上设有至少一

个凸块，所述固定装置包括用于紧固凸块的紧固条、用于驱动紧固条转动的驱动块及用于

供驱动块活动的活动腔；通过上述结构的设置，使得上述冲洗罩可以通过凸块和紧固条的

配合实现固定的效果，避免冲洗罩在冲洗时，因清水的反冲力而发生翻转，使得清水到处喷

射而无法对智能锁外壳进行有效的冲洗，且增加了对清水的损耗，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0014] 所述驱动块的侧壁上设有啮齿组，所述活动腔内设有与啮齿组啮合连接的第三传

动件和与第三传动件啮合连接的传动杆，所述传动杆和紧固条之间呈刚性连接设置，所述

紧固条和清洗箱之间固设有第二弹性件；通过上述第三传动件和传动杆的配合设置，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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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块的下压可以实现紧固条的旋转，从而可以通过紧固条对凸块进行固定，而第二弹性件

的设置，使得凸块在离开驱动块时，紧固条可以通过第二弹性件的驱动实现自然朝外翻转

的效果，使得冲洗罩可以直接带动凸块翻转至驱动块上，实现对冲洗罩的固定。

[0015]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本用于智能锁生产的外壳清洗装置通过上述结构的设置，

使得上述智能锁外壳可以通过上述第一传动件和第二传动件的配合实现同时自转和公转，

增加了清水对智能锁外壳的冲洗面积，提高了清水对智能锁外壳的冲洗效率，且避免了清

洗死角的产生，有效的加强了对智能锁外壳的冲洗效果。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图。

[0017] 图2为图1的立体剖视图一。

[0018] 图3为图2中的A处的结构放大图。

[0019] 图4为图2中的B处的结构放大图。

[0020] 图5为图2中的C处的结构放大图。

[0021] 图6为图1中的固定筒和驱动筒配合的立体结构图。

[0022] 图7为图1中的第一连接板的立体结构图。

[0023] 图8为图1的立体剖视图二。

[0024] 图9为图8中的D处的结构放大图。

[0025] 图10为图1的立体剖视图三。

[0026] 图11为图10中的E处的结构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如图1-11所示，一种用于智能锁生产的外壳清洗装置,包括用于供智能锁外壳清

洗的清洗箱1和对智能锁外壳进行冲刷的冲洗罩2；所述冲洗罩2与清洗箱1之间呈活动连

接，所述清洗箱1的两侧分别设有多个用于固定智能锁外壳的第一固定装置和第二固定装

置与用于驱动智能锁外壳同时进行自转和公转的驱动装置，所述清洗箱1内设有用于过滤

冲洗后产生的废水的过滤件11，通过上述清洗罩的设置，使得上述智能锁外壳可以通过清

洗罩进行全覆盖的清洗，增加了对智能锁外壳的清洗面积，且加强了对清洗罩的清洗效果，

而驱动装置的设置，使得固定后的智能锁外壳可以在清洗时实现自转和公转的清洗效果，

使得智能锁外壳的各个面都可以得到彻底全面的清洗，有效的提高了对于智能锁外壳清洗

的全面性，有效的加强了对智能锁外壳的清洗效果；上述冲洗罩呈向下凹陷的弧状设置，增

加对智能锁外壳的覆盖性，上述过滤件采用普通的过滤网设置，为现有技术，此处不再赘

述，上述冲洗后的清水在下落后，经过过滤件的过滤，储存在清洗箱的底部；本实说明书附

图中的电机为现有技术中的电机，在说明书附图中并不详细画出。

[0028] 所述驱动装置包括分别设于清洗箱1两侧的工作腔3、设于工作腔3内的第一传动

件31、多个与第一传动件31啮合连接的第二传动件32及用于驱动第一传动件31转动的第一

驱动件33，所述工作腔3的内壁上设有与第二传动件32啮合连接的啮齿圈34，所述第二传动

件32上设有驱动轴321，通过上述结构的设置，使得上述第一传动件可以通过第一驱动件控

制第二传动件实现缓慢的公转和自转，从而可以控制各个智能锁外壳进行公转和自转的清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10434110 B

6



洗处理，且降低了智能锁外壳的转动速度，使得智能锁外壳被冲洗的更加充分，保证了对智

能锁外壳的冲洗质量；所述驱动轴321的端部设有第一限位滑块322，所述工作腔3的一侧设

有与第一限位滑块322相配合的第一限位滑槽35，所述工作腔3的另一侧设有用于供驱动轴

321移动的移动槽36，所述第一传动件31的中轴与第一驱动件33的输出轴固定连接，通过上

述第一限位滑块和第一限位滑槽的设置，可以避免上述第二传动件在移动时发生脱离，保

证了第二传动件的稳定运行，且移动槽的设置，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辅助第二传动件的

移动。

[0029] 上述第一传动件和第二传动件均采用齿轮设置，为现有技术，此处不再赘述，上述

第一驱动件采用电机设置，为现有技术，此处不再赘述，在对智能锁外壳固定后，第一驱动

件启动，第一驱动件带动第一传动件转动，第一传动件的转动带动各个第二传动件在缓慢

公转的同时进行缓慢自转。

[0030] 所述第一固定装置包括与驱动轴321的端部固定连接的第一连接板41和用于支撑

智能锁外壳的第一支撑板42，所述第一连接板41上设有可移动的固定筒43和用于驱动的固

定筒43移动的驱动筒44，所述固定筒43上设有可移动的固定柱45，所述固定柱45的端部设

有第二连接板451，所述第二连接板451通过多个第一连接柱452与第一支撑板42刚性连接，

通过上述结构的设置，使得上述智能锁外壳可以通过第一支撑板进行支撑固定，避免智能

锁外壳的脱离，而驱动筒和固定筒的设置，以便于在固定智能锁外壳时进行微调，增加第一

支撑板对于智能锁外壳的固定强度，加强对智能锁外壳的固定效果；所述固定筒43内设有

与固定柱45固定连接的第一弹性件431，所述固定筒43的开口处设有第一限位部432，所述

固定柱45上设有与第一限位部432相配合的第二限位部453，所述固定筒43与驱动筒44之间

呈螺纹配合，所述驱动筒44的端部设有第二限位滑块441，所述第一支撑板42上设有多个第

一通孔421，通过上述第一弹性件的设置，以便于调整第一支撑板和第二支撑板之间的间

距，方便放置智能锁外壳，对智能锁外壳进行固定，而对于驱动筒和固定筒的配合设置，使

得固定筒可以通过驱动筒的控制实现移动的效果，以便于微调第一支撑板和第二支撑板之

间的间距，提高对间距的控制性，上述第一通孔的设置，以便于增加清水对智能锁外壳的冲

洗面积，增大清水对智能锁外壳的冲洗覆盖面积。

[0031] 所述固定筒43的侧壁上设有十字限位滑块433，所述第一连接板41上设有分别与

第二限位滑块441和十字限位滑块433相配合的第二限位滑槽411和十字限位滑槽412，所述

第二固定装置包括用于支撑智能锁外壳的第二支撑板46、与驱动轴321的端部连接的第三

连接板47及用于连接第二支撑板46和第三连接板47的第二连接柱48，所述第二支撑板46上

设有多个第二通孔461，通过上述十字限位滑块和第二限位滑槽的配合设置，可以避免上述

固定筒在移动时发生偏移而影响固定筒的移动，且可以增加固定筒与第一连接板之间的接

触面积，加强对固定筒的限位稳定性，而上述第二支撑板的设置，可以对智能锁外壳起到固

定的作用，同时通过第二通孔增加清水对智能锁外壳的冲洗面积，提高冲洗效率。

[0032] 上述第一弹性件采用螺旋弹簧设置，为现有技术，此处不再赘述，在对智能锁外壳

冲洗之间，先转动驱动筒，使得固定筒与第一连接板相接触，此时第一支撑板和第二支撑板

之间的间距最大，然后挤压第一支撑板，使得固定柱收缩至固定筒内，第一弹性件收缩，然

后将智能锁外壳放置在第一支撑板和第二支撑板之间，放松第一支撑板，第一支撑板受到

第一弹性件的作用力朝着智能锁外壳的侧壁逐渐移动，直至第一支撑板与智能锁外壳的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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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相接触，第一支撑板和第二支撑板对智能锁外壳形成挤压，然后转动驱动筒，驱动筒控制

固定筒朝着智能锁外壳移动，第一支撑板对智能锁外壳持续的挤压，直至固定筒无法移动，

从而完成对智能锁外壳的固定。

[0033] 所述冲洗罩2上设有用于供清水流动的通水腔21，所述通水腔21的侧壁上设有多

个用于喷射清水的喷射枪211，所述通水腔21的底部设有多个进水孔22，所述清洗箱1内设

有用于输送清水至冲洗罩2内的送水管12，所述送水管12的顶部设有与进水孔22相配合的

插接部121，所述插接部121上设有紧固垫122，通过上述通水腔和喷射枪的设置，使得清水

可以通过喷出，对智能锁外壳高效的冲洗，加强对清水的冲洗效率，而插接部和送水管的配

合设置，使得冲洗罩的翻转可以连接送水管和进水孔，以便于输送过滤后的清水对智能锁

外壳进行冲洗，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实现对清水的重复利用；上述清洗箱的底部原本就储存

有一定量的清水，上述紧固垫采用橡胶材料制成，上述喷射枪为目前市场上已有的产品，为

现有技术，此处不再赘述，上述送水管的底部设有普通的抽水泵，在对智能锁外壳固定后，

翻转冲洗罩，冲洗罩的凸块与驱动块相接触，插接部插入进水孔内，呈密封配合，固定装置

固定冲洗罩后，抽水泵启动，抽取清洗箱底部的清水，清水通过送水管进入通水腔内，然后

通过各个喷射枪喷射出来，对智能锁外壳进行冲洗。

[0034] 所述清洗箱1上设有用于固定冲洗罩2的固定装置，所述冲洗罩2的侧边上设有至

少一个凸块23，所述固定装置包括用于紧固凸块23的紧固条51、用于驱动紧固条51转动的

驱动块52及用于供驱动块52活动的活动腔53，通过上述结构的设置，使得上述冲洗罩可以

通过凸块和紧固条的配合实现固定的效果，避免冲洗罩在冲洗时，因清水的反冲力而发生

翻转，使得清水到处喷射而无法对智能锁外壳进行有效的冲洗，且增加了对清水的损耗，造

成了资源的浪费；所述驱动块52的侧壁上设有啮齿组521，所述活动腔53内设有与啮齿组

521啮合连接的第三传动件531和与第三传动件531啮合连接的传动杆532，所述传动杆532

和紧固条51之间呈刚性连接设置，所述紧固条51和清洗箱1之间固设有第二弹性件511，通

过上述第三传动件和传动杆的配合设置，使得凸块的下压可以实现紧固条的旋转，从而可

以通过紧固条对凸块进行固定，而第二弹性件的设置，使得凸块在离开驱动块时，紧固条可

以通过第二弹性件的驱动实现自然朝外翻转的效果，使得冲洗罩可以直接带动凸块翻转至

驱动块上，实现对冲洗罩的固定。

[0035] 上述第三传动件采用齿轮设置，为现有技术，此处不再赘述，上述第二弹性件采用

扭簧设置，为现有技术，此处不再赘述，在翻转冲洗罩直至冲洗罩与清洗箱相接触时，凸块

对驱动块逐渐下压，驱动块持续下移，驱动块的下移带动第三传动件转动，第三传动件的转

动带动传动杆旋转，传动杆的旋转带动紧固条转动，紧固条转动至凸块上方，对凸块固定，

对智能锁外壳冲洗完毕后，转动紧固条，使得紧固条离开凸块，从而可以翻转冲洗罩，取出

智能锁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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