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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麻鸭清洗加工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麻鸭清洗加工装置，

涉及麻鸭加工技术领域，包括装置主体，装置主

体内部的两侧旋转有输出辊，输出辊的外侧旋转

有皮带，装置主体下端的内部嵌入有集水腔，装

置主体靠近皮带的下端嵌套连接有卡接架，卡接

架的内侧安装有过滤网，集水腔的上端镶嵌有过

滤层，设置有过滤网，当喷头通过出水筒对皮带

上端麻鸭冲洗时，冲洗后产生污水进入过滤网的

上端，使得可通过过滤网对杂质进行拦截，过滤

网过滤后污水进入过滤层的内部进行过滤，过滤

后清水进入集水腔的内部，可通过水泵和输水管

带动集水腔内部清水进入支架内部，从而使得该

种清洗加工装置能够对清洗后产生污水进行回

收利用，形成循环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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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麻鸭清洗加工装置，包括装置主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主体(1)内部的两

侧旋转有输出辊(101)，所述输出辊(101)的外侧旋转有皮带(102)，所述装置主体(1)下端

的内部嵌入有集水腔(103)；

所述装置主体(1)靠近皮带(102)的下端嵌套连接有卡接架(201)，所述卡接架(201)的

内侧安装有过滤网(2)，所述集水腔(103)的上端镶嵌有过滤层(202)，所述集水腔(103)的

一侧贯通对接有水泵(3)；

所述水泵(3)的上端贯通有输水管(301)，所述输水管(301)的一侧贯穿有支架(302)，

所述支架(302)的下端贯穿有喷头(4)，所述喷头(4)的下端旋转有出水筒(401)，所述出水

筒(401)上端的两侧旋转有滚轮(402)，所述装置主体(1)靠近皮带(102)上端的一侧安装有

电机(5)，所述电机(5)靠近装置主体(1)的一侧旋转有旋转轴(501)，所述旋转轴(501)的外

侧排布有清理刷(50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麻鸭清洗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轴(501)贯穿设置

于装置主体(1)的内侧，所述清理刷(502)的下端与皮带(102)之间间隔5‑15cm，且清理刷

(502)通过电机(5)与旋转轴(501)呈360°旋转。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麻鸭清洗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喷头(4)呈水平排布有

多个，所述喷头(4)与皮带(102)呈垂直对应设置，且出水筒(401)通过滚轮(402)于喷头(4)

的内部呈360°旋转。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麻鸭清洗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302)贯穿设置于

装置主体(1)的上端，所述支架(302)内部呈中空状设置，且支架(302)通过输水管(301)与

集水腔(103)贯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麻鸭清洗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层(202)为活性炭

材质过滤层，所述过滤层(202)与过滤网(2)呈垂直对应设置，且过滤网(2)通过过滤层

(202)与集水腔(103)贯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麻鸭清洗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卡接架(201)呈横向凹

状设置，所述过滤网(2)通过卡接架(201)与装置主体(1)嵌套，且过滤网(2)的内部贯穿有

多个孔径为0.2‑0.4cm孔洞。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麻鸭清洗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输出辊(101)的一侧安

装有配套电机，所述水泵(3)和电机(5)均通过电源线与电源电性连接，且皮带(102)于装置

主体(1)的内部呈360°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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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麻鸭清洗加工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麻鸭加工技术领域，更具体的，涉及一种麻鸭清洗加工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麻鸭加工的过程中，需要对宰杀后的麻鸭进行清洗烘干操作；

[0003] 关于清洗加工装置，经检索发现，有一篇专利号为CN201820086669.0一种麻鸭清

洗加工装置，该种麻鸭清洗加工装置，能够对宰杀后的麻鸭进行清洗烘干操作，且装置结构

设计合理，有效提高工作效率；

[0004] 其中，不足点如下：

[0005] 麻鸭清洗加工时需要使用大量清水进行冲洗，而该种加工装置无法对使用后清水

进行循环利用，导致该种加工装置在冲洗过程中产生大量污水。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旨在于解决背景中清洗加工装置无法对使用后清水进行循环利用的

问题，从而提供一种麻鸭清洗加工装置。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麻鸭清洗加工装置，包括装

置主体，所述装置主体内部的两侧旋转有输出辊，所述输出辊的外侧旋转有皮带，所述装置

主体下端的内部嵌入有集水腔；

[0008] 所述装置主体靠近皮带的下端嵌套连接有卡接架，所述卡接架的内侧安装有过滤

网，所述集水腔的上端镶嵌有过滤层，所述集水腔的一侧贯通对接有水泵，所述水泵的上端

贯通有输水管，所述输水管的一侧贯穿有支架，所述支架的下端贯穿有喷头，所述喷头的下

端旋转有出水筒，所述出水筒上端的两侧旋转有滚轮，所述装置主体靠近皮带上端的一侧

安装有电机，所述电机靠近装置主体的一侧旋转有旋转轴，所述旋转轴的外侧排布有清理

刷。

[0009] 优选的，所述旋转轴贯穿设置于装置主体的内侧，所述清理刷的下端与皮带之间

间隔5‑15cm，且清理刷通过电机与旋转轴呈360°旋转。

[0010] 优选的，所述喷头呈水平排布有多个，所述喷头与皮带呈垂直对应设置，且出水筒

通过滚轮于喷头的内部呈360°旋转。

[0011] 优选的，所述支架贯穿设置于装置主体的上端，所述支架内部呈中空状设置，且支

架通过输水管与集水腔贯通。

[0012] 优选的，所述过滤层为活性炭材质过滤层，所述过滤层与过滤网呈垂直对应设置，

且过滤网通过过滤层与集水腔贯通。

[0013] 优选的，所述卡接架呈横向凹状设置，所述过滤网通过卡接架与装置主体嵌套，且

过滤网的内部贯穿有多个孔径为0.2‑0.4cm孔洞。

[0014] 优选的，所述输出辊的一侧安装有配套电机，所述水泵和电机均通过电源线与电

源电性连接，且皮带于装置主体的内部呈360°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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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麻鸭清洗加工装置，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6] 1、该种麻鸭清洗加工装置设置有滚轮，当清水进入支架内部后，清水冲击至出水

筒的上端，并出水筒能够通过滚轮于喷头的内部呈360°旋转喷洒，方便对麻鸭进行旋转冲

洗，且电机带动旋转轴旋转，旋转轴带动清理刷旋转，使得可通过清理刷对麻鸭上端进行旋

转清理，提高麻鸭整体加工效率；

[0017] 2、该种麻鸭清洗加工装置设置有过滤网，当喷头通过出水筒对皮带上端麻鸭冲洗

时，冲洗后产生污水进入过滤网的上端，使得可通过过滤网对杂质进行拦截，过滤网过滤后

污水进入过滤层的内部进行过滤，过滤后清水进入集水腔的内部，可通过水泵和输水管带

动集水腔内部清水进入支架内部，从而使得该种清洗加工装置能够对清洗后产生污水进行

回收利用，形成循环用水。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过滤网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图1中A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旋转轴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2] 图1‑4中：1‑装置主体，101‑输出辊，102‑皮带，103‑集水腔，2‑过滤网，201‑卡接

架，202‑过滤层，3‑水泵，301‑输水管，302‑支架，4‑喷头，401‑出水筒，402‑滚轮，5‑电机，

501‑旋转轴，502‑清理刷。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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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4] 请参阅图1至4，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一种麻鸭清洗加工装置，包括装置主体1，装

置主体1内部的两侧旋转有输出辊101，输出辊101的外侧旋转有皮带102，装置主体1下端的

内部嵌入有集水腔103；

[0025] 装置主体1靠近皮带102的下端嵌套连接有卡接架201，卡接架201的内侧安装有过

滤网2，集水腔103的上端镶嵌有过滤层202，集水腔103的一侧贯通对接有水泵3，水泵3的上

端贯通有输水管301，输水管301的一侧贯穿有支架302，支架302的下端贯穿有喷头4，喷头4

的下端旋转有出水筒401，出水筒401上端的两侧旋转有滚轮402，装置主体1靠近皮带102上

端的一侧安装有电机5，电机5靠近装置主体1的一侧旋转有旋转轴501，旋转轴501的外侧排

布有清理刷502。

[0026] 在本实施例中：旋转轴501贯穿设置于装置主体1的内侧，清理刷502的下端与皮带

102之间间隔5‑15cm，且清理刷502通过电机5与旋转轴501呈360°旋转，通过设置清理刷

502，电机5带动旋转轴501旋转，旋转轴501带动清理刷502旋转，使得可通过清理刷502对麻

鸭上端进行旋转清理，提高麻鸭整体加工效率。

[0027] 在本实施例中：喷头4呈水平排布有多个，喷头4与皮带102呈垂直对应设置，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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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筒401通过滚轮402于喷头4的内部呈360°旋转，设置有滚轮402，当清水进入支架302内部

后，清水冲击至出水筒401的上端，并出水筒401能够通过滚轮402于喷头4的内部呈360°旋

转喷洒，方便对麻鸭进行旋转冲洗。

[0028] 在本实施例中：支架302贯穿设置于装置主体1的上端，支架302内部呈中空状设

置，且支架302通过输水管301与集水腔103贯通，通过设置有支架302，使得可通过支架302

方便输水管301内部清水进入喷头4的内部。

[0029] 在本实施例中：过滤层202为活性炭材质过滤层，过滤层202与过滤网2呈垂直对应

设置，且过滤网2通过过滤层202与集水腔103贯通，通过设置有过滤层202，使得可通过过滤

层202对污水进行过滤。

[0030] 在本实施例中：卡接架201呈横向凹状设置，过滤网2通过卡接架201与装置主体1

嵌套，且过滤网2的内部贯穿有多个孔径为0.2‑0.4cm孔洞，设置有过滤网2，当喷头4通过出

水筒401对皮带102上端麻鸭冲洗时，冲洗后产生污水进入过滤网2的上端，使得可通过过滤

网2对杂质进行拦截，过滤网2过滤后污水进入过滤层202的内部进行过滤，过滤后清水进入

集水腔103的内部，可通过水泵3和输水管301带动集水腔103内部清水进入支架302内部，从

而使得该种清洗加工装置能够对清洗后产生污水进行回收利用，形成循环用水。

[0031] 在本实施例中：输出辊101的一侧安装有配套电机，水泵3和电机5均通过电源线与

电源电性连接，且皮带102于装置主体1的内部呈360°旋转，通过设置有皮带102，使得可通

过皮带102旋转带动麻鸭于装置主体1的内部移动。

[0032] 其中，水泵3和电机5均安装有配套控制开关。

[0033] 其中，电机5安装有配套调速开关。

[0034] 在使用本实用新型一种麻鸭清洗加工装置时，首先将电机5和水泵3接通电源，随

后当清水进入支架302内部后，清水冲击至出水筒401的上端，并出水筒401能够通过滚轮

402于喷头4的内部呈360°旋转喷洒，方便对麻鸭进行旋转冲洗，且电机5带动旋转轴501旋

转，旋转轴501带动清理刷502旋转，使得可通过清理刷502对麻鸭上端进行旋转清理，当喷

头4通过出水筒401对皮带102上端麻鸭冲洗时，冲洗后产生污水进入过滤网2的上端，使得

可通过过滤网2对杂质进行拦截，过滤网2过滤后污水进入过滤层202的内部进行过滤，过滤

后清水进入集水腔103的内部，可通过水泵3和输水管301带动集水腔103内部清水进入支架

302内部。

[0035] 以上的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也应该视为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这些都不会影响本实用新型实施的效果和专利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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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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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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