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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农用薄膜回收处理加工

设备，包括箱体，所述箱体内设置有开口的容腔，

所述容腔下端壁内连通设置有沉积腔，所述沉积

腔下端壁内连通设置有导管，所述导管内连通设

置有开关阀，所述容腔内设置有对农用薄膜进行

清洗且将所述容腔封闭的清洗装置，所述箱体外

侧设置有用于将农用薄膜进行捆扎且带动移动

以实现更方便高效清洁的捆扎移动装置，本发明

设备结构简单，此设备采用了将待清洗的农用薄

膜进行高效喷射清洗或者浸泡混合清洗的方法，

将待清洗的农用薄膜进行高效的清洗，且设备内

部结构灵巧，使设备的工作效率上升，降低了人

员负担，且利于网状结构便于将农用薄膜进行收

集，防止农用薄膜阻塞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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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农用薄膜回收处理加工设备，包括箱体，所述箱体内设置有开口的容腔，所述容

腔下端壁内连通设置有沉积腔，所述沉积腔下端壁内连通设置有导管，所述导管内连通设

置有开关阀，所述容腔内设置有对农用薄膜进行清洗且将所述容腔封闭的清洗装置，所述

箱体外侧设置有用于将农用薄膜进行捆扎且带动移动以实现更方便高效清洁的捆扎移动

装置；

清洗装置包括设置于所述容腔端壁内的若干水连管，所述水连管于外部空间的水泵连

通，所述水连管内连通设置有喷水器，所述喷水器朝向所述容腔，所述箱体前侧设置有将所

述容腔进行封闭的封闭组件；

封闭组件包括与所述箱体前侧转到配合连接且由电机驱动的封闭板，所述封闭板靠近

箱体的一侧固设有密封垫；

捆扎移动装置包括设置于所述箱体左右侧且对称的支架，所述支架上侧滑动的设置有

滑块，所述滑块上端面固设有顶块，所述顶块之间固设有顶部支架，所述滑块内设置有驱动

所述滑块进行移动的移动组件，所述顶部支架内设置有能够对农用薄膜进行装载升降捆扎

的装载组件；

移动组件包括由马达驱动转动且设置于所述滑块一侧的齿轮，所述齿轮下侧啮合设置

有与所述支架上端面固定的齿条；

装载组件包括设置于所述顶部支架内且上下贯穿的贯穿腔，所述贯穿腔端壁内连通设

置有环形阵列的若干开口腔，所述开口腔之间固设有滑动轴，相邻的所述滑动轴之间高度

不同，相对的所述滑动轴之间高度相同，所述滑动轴外表面滑动的设置有对称的移动块，所

述移动块上端面固设有滑动架，所述滑动架内设置有上下贯穿的滑槽，前后侧的所述滑动

架与左右侧的所述滑动架之间垂直设置，所述滑槽交叉处相抵设置有装卡块，所述装卡块

内设置有悬挂盛放农用薄膜的盛放结构，盛放结构包括与所述装卡块固定的升降块，所述

装卡块上端面设置有带动盛放结构上下移动以实现高效加工的升降结构，箱体顶部支架上

端面固设有推挤气缸，所述推挤气缸内动力连接设置有内推杆，所述内推杆与其中一个所

述升降块固定；

所述升降块下端面固设有竖直杆，所述竖直杆下端面固设有挂钩，所述挂钩下方设置

有装纳网，所述装纳网下端面设置有对称的称重块，所述装纳网内设置有开口的悬挂孔，所

述悬挂孔与所述挂钩装卡配合连接，所述装纳网为开口的网状结构；

升降结构包括与所述装卡块固定且对称的立杆，所述立杆上端面固设有顶板，所述顶

板内固设有推动气缸，所述推动气缸的推杆与所述升降块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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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农用薄膜回收处理加工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用薄膜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农用薄膜回收处理加工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农用薄膜采用塑料制作，由于塑料不可降解，若直接将薄膜遗弃将会损坏到环境，

使环境污染不可再生，这很大程度上使可持续发展性降低，则对农用薄膜进行回收再次生

产成为发展的潮流，在一般的农用薄膜再生生产过程中，由于农用薄膜在使用后会沾污到

泥土化肥等杂物，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用薄膜的再生回收效率，则需要对农用薄膜进行

清洗除去泥土杂质等作业，在一般的设备进行除去杂质过程中，存在除杂效果不好，采用浸

泡式除杂将会反复交叉污染且会使薄膜烘干的难度上升，使薄膜再生的成本上升，同时不

便于进行可持续的高效生产过程，且一般薄膜采用成团或者成卷或者碎片式的方式进行加

工，在进行收集清洗时会造成一些薄膜碎片掉落到设备中，影响设备的工作运行，且人员不

得不停机对设备内部的薄膜碎片进行清洁，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人员的劳动负担，也使

设备的工作效率降低。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农用薄膜回收处理加工设备，其能够解决

上述现在技术中的问题。

[0004]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本发明的一种农用薄膜回收处理加工设

备，包括箱体，所述箱体内设置有开口的容腔，所述容腔下端壁内连通设置有沉积腔，所述

沉积腔下端壁内连通设置有导管，所述导管内连通设置有开关阀，所述容腔内设置有对农

用薄膜进行清洗且将所述容腔封闭的清洗装置，所述箱体外侧设置有用于将农用薄膜进行

捆扎且带动移动以实现更方便高效清洁的捆扎移动装置，从而利用上述装置实现了农用薄

膜的高效捆扎及清洁过程。

[0005]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清洗装置包括设置于所述容腔端壁内的若干水连管，所述水

连管于外部空间的水泵连通，所述水连管内连通设置有喷水器，所述喷水器朝向所述容腔，

所述箱体前侧设置有将所述容腔进行封闭的封闭组件，从而利用封闭组件将所述容腔内密

封，使农用薄膜内的杂质能够快速沉降跟冲洗。

[0006]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封闭组件包括与所述箱体前侧转到配合连接且由电机驱动的

封闭板，所述封闭板靠近箱体的一侧固设有密封垫，从而利用所述密封垫将所述封闭板更

好将所述容腔密封。

[0007]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捆扎移动装置包括设置于所述箱体左右侧且对称的支架，所

述支架上侧滑动的设置有滑块，所述滑块上端面固设有顶块，所述顶块之间固设有顶部支

架，所述滑块内设置有驱动所述滑块进行移动的移动组件，所述顶部支架内设置有能够对

农用薄膜进行装载升降捆扎的装载组件，从而利用装载组件将农用薄膜进行捆扎。

[0008]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移动组件包括由马达驱动转动且设置于所述滑块一侧的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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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所述齿轮下侧啮合设置有与所述支架上端面固定的齿条，从而利用所述齿轮在马达驱

动下带动所述滑块和顶块进行移动。

[0009]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装载组件包括设置于所述顶部支架内且上下贯穿的贯穿腔，

所述贯穿腔端壁内连通设置有环形阵列的若干开口腔，所述开口腔之间固设有滑动轴，相

邻的所述滑动轴之间高度不同，相对的所述滑动轴之间高度相同，所述滑动轴外表面滑动

的设置有对称的移动块，所述移动块上端面固设有滑动架，所述滑动架内设置有上下贯穿

的滑槽，前后侧的所述滑动架与左右侧的所述滑动架之间垂直设置，所述滑槽交叉处相抵

设置有装卡块，所述装卡块内设置有悬挂盛放农用薄膜的盛放结构，所述装卡块上端面设

置有带动盛放结构上下移动以实现高效加工的升降结构，箱体顶部支架上端面固设有推挤

气缸，所述推挤气缸内动力连接设置有内推杆，所述内推杆与其中一个所述升降块固定，从

而利用上述结构实现了农用薄膜高效清洗。

[0010]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盛放结构包括与所述装卡块固定的升降块，所述升降块下端

面固设有竖直杆，所述竖直杆下端面固设有挂钩，所述挂钩下方设置有装纳网，所述装纳网

下端面设置有对称的称重块，所述装纳网内设置有开口的悬挂孔，所述悬挂孔与所述挂钩

装卡配合连接，所述装纳网为开口的网状结构，从而利用所述装纳网来装载农用薄膜。

[0011]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升降结构包括与所述装卡块固定且对称的立杆，所述立杆上

端面固设有顶板，所述顶板内固设有推动气缸，所述推动气缸的推杆与所述升降块固定，从

而利用所述推动气缸控制所述装纳网的高度。，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装置在将农用薄膜进行装载时，所述齿轮在马达的

带动下进行工作，由于所述齿轮和齿条的啮合关系，使所述滑块、顶块和顶部支架向前移

动，且所述封闭板在电机驱动转动下使所述封闭板与所述箱体脱离相抵，此后所述顶部支

架间接带动所述装纳网完全脱离所述容腔，此时往所述装纳网内装载好待清洗的农用薄膜

即可，此后上述结构复位。

[0013] 当对农用薄膜进行清洗时，首先所述封闭板在电机的作用下使所述封闭板和密封

垫与所述箱体完全相抵，使所述容腔处于密封状态，此后所述喷水器开始工作后喷出水液

使所述装纳网内的农用薄膜进行完全的冲洗除杂，由于所述称重块的作用，使所述装纳网

始终处于下垂状态，此后所述容腔内逐渐充满了水液，则可以将所述装纳网内的农用薄膜

释放在所述容腔内进行充分冲洗，则所述推动气缸驱动所述升降块向下移动后，使所述竖

直杆和挂钩带动所述悬挂孔和装纳网运动到最下侧位置，此时农用薄膜即可完全释放在所

述容腔内，此后杂质汇集到所述沉积腔内，此时打开所述开关阀后，即可将杂质由所述导管

和开关阀排出到外部空间，此后，不断冲洗所述装纳网内的农用薄膜，直至冲洗完毕，在将

所述装纳网打开将农用薄膜进行释放过程中，所述推挤气缸工作后驱动所述内推杆朝向所

述顶部支架外侧移动，即可使所述装纳网处于打开状态，上述步骤完毕后各结构复位且使

农用薄膜重新被所述装纳网装载并在相关结构的驱动下运出设备即可。

[0014] 当直接对农用薄膜进行冲洗时，所述推挤气缸工作后驱动所述内推杆带动所述升

降块移动，此时所述装卡块在所述滑槽内滑动，实现将所述装纳网进行捆扎，以便于所述水

连管和喷水器对农用薄膜进行高速高效冲洗，便于使设备的工作效率上升，并且将农用薄

膜进行充分的冲洗。

[0015] 本发明设备结构简单，此设备采用了将待清洗的农用薄膜进行高效喷射清洗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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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泡混合清洗的方法，将待清洗的农用薄膜进行高效的清洗，且设备内部结构灵巧，使设备

的工作效率上升，降低了人员负担，且利于网状结构便于将农用薄膜进行收集，防止农用薄

膜阻塞设备。

附图说明

[0016] 为了易于说明，本发明由下述的具体实施例及附图作以详细描述。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农用薄膜回收处理加工设备内部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图1中顶部支架的A方向示意图；

[0019] 图3为图1中方箱体的B向示意图；

[0020] 图中，称重块102、悬挂孔104、挂钩105、装纳网106、开关阀107、导管108、沉积腔

110、箱体112、喷水器113、水连管114、支架115、齿条116、齿轮117、滑块118、顶块119、顶部

支架120、开口腔121、滑槽122、推动气缸123、顶板124、立杆125、滑动架126、移动块127、滑

动轴128、装卡块129、升降块130、竖直杆131、容腔132、贯穿腔133、封闭板201、密封垫202、

推挤气缸301、内推杆302。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如图1-图3所示，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为叙述方便，现对下文所说的方位规定

如下：下文所说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与图1本身投影关系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一致，本发明

的一种农用薄膜回收处理加工设备，包括箱体112，所述箱体112内设置有开口的容腔132，

所述容腔132下端壁内连通设置有沉积腔110，所述沉积腔110下端壁内连通设置有导管

108，所述导管108内连通设置有开关阀107，所述容腔132内设置有对农用薄膜进行清洗且

将所述容腔132封闭的清洗装置，所述箱体112外侧设置有用于将农用薄膜进行捆扎且带动

移动以实现更方便高效清洁的捆扎移动装置，从而利用上述装置实现了农用薄膜的高效捆

扎及清洁过程。

[0022] 有益地，其中，清洗装置包括设置于所述容腔132端壁内的若干水连管114，所述水

连管114于外部空间的水泵连通，所述水连管114内连通设置有喷水器113，所述喷水器113

朝向所述容腔132，所述箱体112前侧设置有将所述容腔132进行封闭的封闭组件，从而利用

封闭组件将所述容腔132内密封，使农用薄膜内的杂质能够快速沉降跟冲洗。

[0023] 有益地，其中，封闭组件包括与所述箱体112前侧转到配合连接且由电机驱动的封

闭板201，所述封闭板201靠近箱体112的一侧固设有密封垫202，从而利用所述密封垫202将

所述封闭板201更好将所述容腔132密封。

[0024] 有益地，其中，捆扎移动装置包括设置于所述箱体112左右侧且对称的支架115，所

述支架115上侧滑动的设置有滑块118，所述滑块118上端面固设有顶块119，所述顶块119之

间固设有顶部支架120，所述滑块118内设置有驱动所述滑块118进行移动的移动组件，所述

顶部支架120内设置有能够对农用薄膜进行装载升降捆扎的装载组件，从而利用装载组件

将农用薄膜进行捆扎。

[0025] 有益地，其中，移动组件包括由马达驱动转动且设置于所述滑块118一侧的齿轮

117，所述齿轮117下侧啮合设置有与所述支架115上端面固定的齿条116，从而利用所述齿

轮117在马达驱动下带动所述滑块118和顶块119进行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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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有益地，其中，装载组件包括设置于所述顶部支架120内且上下贯穿的贯穿腔133，

所述贯穿腔133端壁内连通设置有环形阵列的若干开口腔121，所述开口腔121之间固设有

滑动轴128，相邻的所述滑动轴128之间高度不同，相对的所述滑动轴128之间高度相同，所

述滑动轴128外表面滑动的设置有对称的移动块127，所述移动块127上端面固设有滑动架

126，所述滑动架126内设置有上下贯穿的滑槽122，前后侧的所述滑动架126与左右侧的所

述滑动架126之间垂直设置，所述滑槽122交叉处相抵设置有装卡块129，所述装卡块129内

设置有悬挂盛放农用薄膜的盛放结构，所述装卡块129上端面设置有带动盛放结构上下移

动以实现高效加工的升降结构，箱体1顶部支架120上端面固设有推挤气缸301，所述推挤气

缸301内动力连接设置有内推杆302，所述内推杆302与其中一个所述升降块130固定，从而

利用上述结构实现了农用薄膜高效清洗。

[0027] 有益地，其中，盛放结构包括与所述装卡块129固定的升降块130，所述升降块130

下端面固设有竖直杆131，所述竖直杆131下端面固设有挂钩105，所述挂钩105下方设置有

装纳网106，所述装纳网106下端面设置有对称的称重块102，所述装纳网106内设置有开口

的悬挂孔104，所述悬挂孔104与所述挂钩105装卡配合连接，所述装纳网106为开口的网状

结构，从而利用所述装纳网106来装载农用薄膜。

[0028] 有益地，其中，升降结构包括与所述装卡块129固定且对称的立杆125，所述立杆

125上端面固设有顶板124，所述顶板124内固设有推动气缸123，所述推动气缸123的推杆与

所述升降块130固定，从而利用所述推动气缸123控制所述装纳网106的高度。

[0029] 初始状态时，上述装置、组件和结构处于停止工作状态，在设备初始状态时需要将

所述装纳网106内装载好待清洗的农用薄膜。

[0030] 当将农用薄膜进行装载时，所述齿轮117在马达的带动下进行工作，由于所述齿轮

117和齿条116的啮合关系，使所述滑块118、顶块119和顶部支架120向前移动，且所述封闭

板201在电机驱动转动下使所述封闭板201与所述箱体112脱离相抵，此后所述顶部支架120

间接带动所述装纳网106完全脱离所述容腔132，此时往所述装纳网106内装载好待清洗的

农用薄膜即可，此后上述结构复位。

[0031] 当对农用薄膜进行清洗时，首先所述封闭板201在电机的作用下使所述封闭板201

和密封垫202与所述箱体112完全相抵，使所述容腔132处于密封状态，此后所述喷水器113

开始工作后喷出水液使所述装纳网106内的农用薄膜进行完全的冲洗除杂，由于所述称重

块102的作用，使所述装纳网106始终处于下垂状态，此后所述容腔132内逐渐充满了水液，

则可以将所述装纳网106内的农用薄膜释放在所述容腔132内进行充分冲洗，则所述推动气

缸123驱动所述升降块130向下移动后，使所述竖直杆131和挂钩105带动所述悬挂孔104和

装纳网106运动到最下侧位置，此时农用薄膜即可完全释放在所述容腔132内，此后杂质汇

集到所述沉积腔110内，此时打开所述开关阀107后，即可将杂质由所述导管108和开关阀

107排出到外部空间，此后，不断冲洗所述装纳网106内的农用薄膜，直至冲洗完毕，在将所

述装纳网106打开将农用薄膜进行释放过程中，所述推挤气缸301工作后驱动所述内推杆

302朝向所述顶部支架120外侧移动，即可使所述装纳网106处于打开状态，上述步骤完毕后

各结构复位且使农用薄膜重新被所述装纳网106装载并在相关结构的驱动下运出设备即

可。

[0032] 当直接对农用薄膜进行冲洗时，所述推挤气缸301工作后驱动所述内推杆302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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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升降块130移动，此时所述装卡块129在所述滑槽122内滑动，实现将所述装纳网106进

行捆扎，以便于所述水连管114和喷水器113对农用薄膜进行高速高效冲洗，便于使设备的

工作效率上升，并且将农用薄膜进行充分的冲洗。

[0033]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不经过创造性劳动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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