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1114551.8

(22)申请日 2020.06.16

(73)专利权人 胡旭阳

地址 510000 广东省广州市三元里大道11-

21号中港颇具城1104

(72)发明人 俞娟文　胡旭阳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得本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44762

代理人 袁江龙

(51)Int.Cl.

B08B 3/02(2006.01)

F26B 15/14(2006.01)

F26B 5/14(2006.01)

F26B 9/06(2006.01)

F26B 21/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便于使用的机械加工用加工件清洗装

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机械加工技术领域，且公开

了一种便于使用的机械加工用加工件清洗装置，

包括底板，所述底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清洗装

置，所述清洗装置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渗水板，

所述渗水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放置装置。该便

于使用的机械加工用加工件清洗装置，通过启动

风机，使得空气穿过发热板沿着引导管进入防护

框内，经过放置板向右移动带动加工件向右移

动，对加工件进行烘干，进而减少了取放加工件

的次数，缩短了移动加工件所需要的时间，通过

启动传动电机，使得加工件向右移动经过清理轴

转动对其进行擦拭，进而避免了因清洗后的加工

件表面留有水印而影响美观的情况发生，减轻了

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加快了清洗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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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于使用的机械加工用加工件清洗装置，包括底板(1)，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

(1)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清洗装置(2)，所述清洗装置(2)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渗水板(3)，

所述渗水板(3)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放置装置(4)，所述渗水板(3)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辅

助装置(5)，所述底板(1)下表面的四角均固定连接有万向轮(6)，所述渗水板(3)外侧面的

中部固定连接有拖动把手(7)，所述清洗装置(2)右侧面的底部插接有出水阀门(8)，所述辅

助装置(5)内壁的中部固定连接有分隔板(9)，所述分隔板(9)正面的底部插接有阻挡板

(10)，所述辅助装置(5)正面的左右两侧均通过合页铰接有箱体门(11)，所述箱体门(11)正

面的内侧固定连接有箱门把手(12)；

所述清洗装置(2)包括水箱(201)，所述水箱(201)内壁的左侧固定连接有阻挡层

(202)，所述辅助装置(5)上表面的左侧固定连接有水泵(203)，所述水泵(203)的输出端和

输入端分别固定连接有出水管(204)和入水管(205)，所述入水管(205)的前端与水箱(201)

背面的左侧插接，所述出水管(204)的外端穿过辅助装置(5)外侧面的左侧并与喷水管

(206)的外表面插接；

所述放置装置(4)包括推杆电机(401)，所述渗水板(3)上表面的前后两侧均固定连接

有移动轨(402)，所述移动轨(402)外表面的左侧设置有移动块(403)，所述移动块(403)的

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放置板(404)，所述放置板(404)的上表面开设有渗水孔，所述推杆电机

(401)的输出端穿过辅助装置(5)左侧面的底部并与放置板(404)左侧面的底部插接，所述

移动轨(402)上表面的右侧固定连接有连接板(405)，所述连接板(405)左侧面的中部固定

连接有辅助弹簧(406)，所述辅助弹簧(406)的左端固定连接有挡板(407)；

所述辅助装置(5)包括防护框(501)，所述防护框(501)背面的右侧固定连接有传动电

机(502)，所述传动电机(502)的输出端穿过防护框(501)背面的右侧并与清理轴(503)的后

端插接，所述防护框(501)上表面的右侧固定连接有辅助箱(504)，所述辅助箱(504)上表面

的左侧固定连接有风机(505)，所述风机(505)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有出风管(506)，所述辅助

箱(504)内壁的中部固定连接有发热板(507)，所述发热板(507)的上表面设置有发热丝，所

述防护框(501)背面的底部与辅助箱(504)背面的底部通过引导管(508)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使用的机械加工用加工件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移动轨(402)为工字滑轨，移动块(403)为工字滑块，移动轨(402)与移动块(403)滑动连

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使用的机械加工用加工件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箱门把手(12)的外表面设置有包裹层，包裹层的外表面设置有防滑凸粒。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使用的机械加工用加工件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清理轴(503)的外表面设置有多组清理条，清理条由棉线制作而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使用的机械加工用加工件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辅助箱(504)背面的底部开设有圆孔，圆孔的尺寸与引导管(508)的尺寸相适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使用的机械加工用加工件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阻挡层(202)的内部设置有阻挡网，阻挡网由聚四氟乙烯制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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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于使用的机械加工用加工件清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机械加工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便于使用的机械加工用加工件清

洗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机械是机器与机构的总称，机械是一种工具装置，旨在帮人们降低工作难度或节

省力气，筷子、扫帚以及镊子一类的物品可称为简单机械，而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简单机械构

成就是复杂机械；现有技术的机械加工用加工件清洗装置，由于清洗结束后需要操作人员

将工件取出再放置在烘干箱内，导致移动过程费时费力，从而降低了操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0003] 例如，中国专利公告号CN209697591U公开了一种机械加工用工件清洗装置，其基

本描述为：通过设置风机和吹风架，能够通过风机吹风的方式，通过风力将工件表面的灰

尘、残渣清理干净，降低清洗池的清洗压力，从而达到节约水资源的效果，通过设置一号缓

冲台和二号缓冲台，且一号缓冲台和二号缓冲台的上方均采用圆弧凹面结构，从而能够有

效降低工件滑落的速度，大大降低了设备件的磕碰，达到保护工件和设备的效果，通过设置

电机和丝杠，能够自由升降网板从而达到换水的效果，避免持续喷洒水源造成水资源浪费

的现象发生，且设置大、小颗粒过滤板，能够将清洗后的污水过滤回收再利用，节约了水资

源，降低了水污染，通过设置烘干箱，能够将清洗后的工件放置在烘干箱内烘干，提高了清

洗效率；实际上在使用时，由于清洗后加工件的表面容易留有水印，导致需要操作人员二次

擦拭，从而拖慢了加工件的清洗进度。

[0004] 于是，发明人有鉴于此，秉持多年该相关行业丰富的设计开发及实际制作的经验，

针对现有的结构及缺失予以研究改良，提供一种便于使用的机械加工用加工件清洗装置。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6]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便于使用的机械加工用加工件清洗

装置，解决了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7] (二)技术方案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便于使用的机械加工用加

工件清洗装置，包括底板，所述底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清洗装置，所述清洗装置的上表面

固定连接有渗水板，所述渗水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放置装置，所述渗水板的上表面固定

连接有辅助装置，所述底板下表面的四角均固定连接有万向轮，所述渗水板外侧面的中部

固定连接有拖动把手，所述清洗装置右侧面的底部插接有出水阀门，所述辅助装置内壁的

中部固定连接有分隔板，所述分隔板正面的底部插接有阻挡板，所述辅助装置正面的左右

两侧均通过合页铰接有箱体门，所述箱体门正面的内侧固定连接有箱门把手。

[0009] 所述清洗装置包括水箱，所述水箱内壁的左侧固定连接有阻挡层，所述辅助装置

上表面的左侧固定连接有水泵，所述水泵的输出端和输入端分别固定连接有出水管和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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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所述入水管的前端与水箱背面的左侧插接，所述出水管的外端穿过辅助装置外侧面的

左侧并与喷水管的外表面插接。

[0010] 所述放置装置包括推杆电机，所述渗水板上表面的前后两侧均固定连接有移动

轨，所述移动轨外表面的左侧设置有移动块，所述移动块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放置板，所述

放置板的上表面开设有渗水孔，所述推杆电机的输出端穿过辅助装置左侧面的底部并与放

置板左侧面的底部插接，所述移动轨上表面的右侧固定连接有连接板，所述连接板左侧面

的中部固定连接有辅助弹簧，所述辅助弹簧的左端固定连接有挡板。

[0011] 所述辅助装置包括防护框，所述防护框背面的右侧固定连接有传动电机，所述传

动电机的输出端穿过防护框背面的右侧并与清理轴的后端插接，所述防护框上表面的右侧

固定连接有辅助箱，所述辅助箱上表面的左侧固定连接有风机，所述风机的输出端固定连

接有出风管，所述辅助箱内壁的中部固定连接有发热板，所述发热板的上表面设置有发热

丝，所述防护框背面的底部与辅助箱背面的底部通过引导管连通。

[0012] 优选的，所述移动轨为工字滑轨，移动块为工字滑块，移动轨与移动块滑动连接。

[0013] 优选的，所述箱门把手的外表面设置有包裹层，包裹层的外表面设置有防滑凸粒。

[0014] 优选的，所述清理轴的外表面设置有多组清理条，清理条由棉线制作而成。

[0015] 优选的，所述辅助箱背面的底部开设有圆孔，圆孔的尺寸与引导管的尺寸相适配。

[0016] 优选的，所述阻挡层的内部设置有阻挡网，阻挡网由聚四氟乙烯制作而成。

[0017] (三)有益效果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便于使用的机械加工用加工件清洗装

置，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19] 1、该便于使用的机械加工用加工件清洗装置，通过启动风机，使得空气穿过发热

板沿着引导管进入防护框内，经过放置板向右移动带动加工件向右移动，对加工件进行烘

干，进而减少了取放加工件的次数，缩短了移动加工件所需要的时间，通过启动传动电机，

使得加工件向右移动经过清理轴转动对其进行擦拭，进而避免了因清洗后的加工件表面留

有水印而影响美观的情况发生，减轻了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加快了清洗进度。

[0020] 2、该便于使用的机械加工用加工件清洗装置，通过启动水泵，使得水沿着出水管

经过喷水管喷出对加工件进行清洗，进而增强了该装置的清洗效果，降低了清洗效果较差

对其他工序造成的影响程度。

附图说明

[0021] 图1、图2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实用新型清洗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实用新型放置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实用新型辅助装置竖剖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1、底板；2、清洗装置；201、水箱；202、阻挡层；203、水泵；204、出水管；205、入

水管；206、喷水管；3、渗水板；4、放置装置；401、推杆电机；402、移动轨；403、移动块；404、放

置板；405、连接板；406、辅助弹簧；407、挡板；5、辅助装置；501、防护框；502、传动电机；503、

清理轴；504、辅助箱；505、风机；506、出风管；507、发热板；508、引导管；6、万向轮；7、拖动把

手；8、出水阀门；9、分隔板；10、阻挡板；11、箱体门；12、箱门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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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7] 请参阅图1-5，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便于使用的机械加工用加工件

清洗装置，包括底板1，底板1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清洗装置2，清洗装置2的上表面固定连接

有渗水板3，渗水板3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放置装置4，渗水板3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辅助装

置5，底板1下表面的四角均固定连接有万向轮6，渗水板3外侧面的中部固定连接有拖动把

手7，清洗装置2右侧面的底部插接有出水阀门8，辅助装置5内壁的中部固定连接有分隔板

9，分隔板9正面的底部插接有阻挡板10，辅助装置5正面的左右两侧均通过合页铰接有箱体

门11，箱体门11正面的内侧固定连接有箱门把手12。

[0028] 清洗装置2包括水箱201，水箱201内壁的左侧固定连接有阻挡层202，辅助装置5上

表面的左侧固定连接有水泵203，水泵203的型号为150QJ20-48/8，启动水泵203，使得水沿

着出水管204经过喷水管206喷出对加工件进行清洗，进而增强了该装置的清洗效果，降低

了清洗效果较差对其他工序造成的影响程度，水泵203的输出端和输入端分别固定连接有

出水管204和入水管205，入水管205的前端与水箱201背面的左侧插接，出水管204的外端穿

过辅助装置5外侧面的左侧并与喷水管206的外表面插接。

[0029] 放置装置4包括推杆电机401，推杆电机401的型号为LAP22，渗水板3上表面的前后

两侧均固定连接有移动轨402，移动轨402外表面的左侧设置有移动块403，移动块403的上

表面固定连接有放置板404，放置板404的上表面开设有渗水孔，推杆电机401的输出端穿过

辅助装置5左侧面的底部并与放置板404左侧面的底部插接，移动轨402上表面的右侧固定

连接有连接板405，连接板405左侧面的中部固定连接有辅助弹簧406，辅助弹簧406的左端

固定连接有挡板407。

[0030] 辅助装置5包括防护框501，防护框501背面的右侧固定连接有传动电机502，传动

电机502的型号为Y80M1-2，启动传动电机502，使得加工件向右移动经过清理轴503转动对

其进行擦拭，进而避免了因清洗后的加工件表面留有水印而影响美观的情况发生，减轻了

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加快了清洗进度，传动电机502的输出端穿过防护框501背面的右侧

并与清理轴503的后端插接，防护框501上表面的右侧固定连接有辅助箱504，辅助箱504上

表面的左侧固定连接有风机505，风机505的型号为HG-HF-150P，启动风机505，使得空气穿

过发热板507沿着引导管508进入防护框501内，经过放置板404向右移动带动加工件向右移

动，对加工件进行烘干，进而减少了取放加工件的次数，缩短了移动加工件所需要的时间，

风机505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有出风管506，辅助箱504内壁的中部固定连接有发热板507，发

热板507的上表面设置有发热丝，防护框501背面的底部与辅助箱504背面的底部通过引导

管508连通。

[0031] 在本实用新型中，为了使操作步骤更加流畅，因此设置移动轨402为工字滑轨，移

动块403为工字滑块，移动轨402与移动块403滑动连接，增强了操作步骤的流畅性。

[0032] 在本实用新型中，为了防止使用时打滑，从而在箱门把手12的外表面设置有包裹

层，包裹层的外表面设置有防滑凸粒，增大了零部件接触面的粗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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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在本实用新型中，为了提高该装置的擦拭效果，因此在清理轴503的外表面设置有

多组清理条，清理条由棉线制作而成，防止清洗后的加工件表面留有水印。

[0034] 在本实用新型中，为了提高零部件间的配合，从而在辅助箱504背面的底部开设有

圆孔，圆孔的尺寸与引导管508的尺寸相适配，最大限度的发挥了零部件的作用。

[0035] 在本实用新型中，为了防止污垢堵塞入水管205，因此在阻挡层202的内部设置有

阻挡网，阻挡网由聚四氟乙烯制作而成，延长了零部件的使用寿命。

[0036] 该文中出现的电器元件均与外界的主控器及220V市电电连接，并且主控器可为计

算机等起到控制的常规已知设备。

[0037] 在使用时，操纵拖动把手7经过万向轮6将整体移动至预定位置，操纵位于左侧的

箱门把手12将位于左侧的箱体门11沿着合页向左翻转打开，将加工件放置在放置板404的

上表面，启动水泵203，水泵203的输出端经过入水管205将水箱201内的水吸出，沿着出水管

204经过喷水管206喷出，对加工件进行清洗，清洗后的水穿过渗水板3进入水箱201内，再穿

过阻挡层202被入水管205吸出，待清洗结束后，操纵阻挡板10向前移动抽出，启动推杆电机

401，推杆电机401的输出端向右移动带动放置板404经过移动块403沿着移动轨402向右移

动，放置板404向右移动带动加工件向右移动，启动传动电机502，传动电机502的输出端旋

转带动清理轴503转动，加工件向右移动经过清理轴503转动对其进行擦拭，放置板404的右

侧面与挡板407的左侧面接触后使辅助弹簧406收缩，防止加工件移出放置板404，启动风机

505，风机505的输出端经过出风管506将空气吹入辅助箱504内，启动发热丝使发热板507发

热，空气穿过发热板507沿着引导管508进入防护框501内，对加工件进行烘干，待烘干结束

后，操纵位于右侧的箱门把手12将位于右侧的箱体门11沿着合页向右翻转打开，将加工件

取出。

[0038] 综上所述，该便于使用的机械加工用加工件清洗装置，通过启动风机505，使得空

气穿过发热板507沿着引导管508进入防护框501内，经过放置板404向右移动带动加工件向

右移动，对加工件进行烘干，进而减少了取放加工件的次数，缩短了移动加工件所需要的时

间，通过启动传动电机502，使得加工件向右移动经过清理轴503转动对其进行擦拭，进而避

免了因清洗后的加工件表面留有水印而影响美观的情况发生，减轻了操作人员的劳动强

度，加快了清洗进度。

[0039] 该便于使用的机械加工用加工件清洗装置，通过启动水泵203，使得水沿着出水管

204经过喷水管206喷出对加工件进行清洗，进而增强了该装置的清洗效果，降低了清洗效

果较差对其他工序造成的影响程度。

[0040]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

改、替换和变型，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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