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343700.5

(22)申请日 2018.11.13

(71)申请人 沈利琴

地址 313000 浙江省湖州市湖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杨家埠工业园区

(72)发明人 沈利琴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众合诚成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246

代理人 郭晓凤

(51)Int.Cl.

B08B 3/10(2006.01)

B08B 3/14(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节能环保的颗粒状植物清洗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节能环保的颗粒状植物

清洗装置，包括底座，所述底座的顶面后侧中心

固定有支撑柱，清洗桶铰接在支撑柱上，支撑柱

上设有水平支撑气缸，水平支撑气缸的活塞杆端

固定有弹性球，弹性球顶靠在清洗桶的外侧壁

上；支撑柱的顶面设有升降气缸，升降气缸的活

塞杆上固定有矩形板，矩形板上固定有旋转电

机，旋转电机的输出轴连接有搅拌过滤装置。本

发明的优点在于：它具有二次过滤效果，过滤范

围大，对植物的损伤小，本装置采用将搅拌机构

跟过滤机构结合在一起，使得搅拌机构在搅拌清

洗大米的同时，不断转动的过滤装置还能有效地

将漂浮杂质收集起来，并且本装置能循环利用水

资源，对植物进行过滤，节能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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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节能环保的颗粒状植物清洗装置，包括底座(1)，所述底座(1)的顶面后侧中心

固定有向上延伸的支撑柱(3)，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柱(3)的上端前侧面设有铰接耳(31)，

清洗桶(2)的后侧外表壁上所具有的铰接座(23)铰接在铰接耳(31)上，所述支撑柱(3)上设

有矩形通槽(302)，矩形通槽(302)位于铰接耳(31)的正下方，矩形通槽(302)中固定有水平

支撑气缸(37)，所述水平支撑气缸(37)的活塞杆端固定有弹性球(371)，弹性球(371)水平

顶靠在清洗桶(2)的外侧壁上使清洗桶(2)处于水平状态；所述支撑柱(3)的顶面具有矩形

凹槽(301)，矩形凹槽(301)中设有升降气缸(32)，所述升降气缸(32)的活塞杆上固定有沿

清洗桶(2)中心方向延伸的矩形板(33)，所述矩形板(33)的上表面且正对清洗桶(2)的中心

固定有旋转电机(36)，所述旋转电机(36)的输出轴穿过矩形板(33)连接有搅拌过滤装置

(4)；所述清洗桶(2)的底面中心具有排水孔，排水孔上设有底部过滤网(24)，所述清洗桶

(2)的前侧壁顶面具有漏水口且在漏水口的一侧设有弧形过滤口(25)，所述弧形过滤口

(25)固定在清洗桶(2)的外侧壁上，所述弧形过滤口(25)的顶面固定有小孔过滤网(27)，所

述清洗桶(2)的壁体顶面且位于弧形过滤口(25)的两侧设有插槽(201)，插槽(201)中插设

有大孔过滤网(26)；所述底座(1)的顶面还设有集水槽(1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能环保的颗粒状植物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

过滤装置(4)包括连接柱(41)，所述连接柱(41)的下方设有两对相互交错且上下分布的搅

拌棍(42)；所述连接柱(41)的上端插设有水平转轴(43)，所述水平转轴(43)的其中一端设

有横截面积为半圆形的过滤盒(44)，所述过滤盒(44)的后半部分的弧形壁上设有多个过滤

孔(442)，所述过滤盒(44)的下表面成型有向下延伸的挡流板(441)，所述水平转轴(43)的

另一端设有圆形板(431)，所述圆形板(431)与连接柱(41)之间设有复位扭簧(44)，复位扭

簧(44)套设在水平转轴(43)上，所述复位扭簧(44)的下端固定在连接柱(41)上所设有的固

定凸板(413)上，复位扭簧(44)的上端连接在圆形板(431)上所设有的固定凸轴(432)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节能环保的颗粒状植物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

盒(44)的外侧部具有开口，开口处铰接有半圆形的封板(45)，所述封板(45)的上表面且远

离铰接处的一端设有磁铁(451)，磁铁(451)吸附在过滤盒(44)的上表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能环保的颗粒状植物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集水

槽(11)中设有水泵(12)，所述矩形板(33)的底面设有放水龙头(35)且在矩形板(33)的顶面

设有与放水龙头(35)相配的电子阀门(34)，所述电子阀门(34)通过水管与水泵(12)相连

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能环保的颗粒状植物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

(1)的顶面左右两侧设有一对支撑气缸(13)，所述支撑气缸(13)的活塞杆顶靠在清洗桶(2)

的底面所具有的支撑底板(22)的底部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能环保的颗粒状植物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

桶(2)的外侧壁上设有一对把手环(2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能环保的颗粒状植物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

桶(2)的底面中心成型有向下延伸的螺纹管(202)，螺纹管(202)与清洗桶(2)的底面中心具

有的排水孔相连通，所述螺纹管(202)上套设有密封圈(28)，所述螺纹管(202)上螺接有密

封盖(29)。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能环保的颗粒状植物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9226064 A

2



柱(3)的前侧壁上固定有缓冲弹簧(38)，缓冲弹簧(38)包围在弹性球(371)的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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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节能环保的颗粒状植物清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用产品设备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节能环保的颗粒状植物清洗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颗粒状的植物在完成采摘后需要进行清洗和过滤，以便于后续的生产加工，现有

的清洗手段往往都是通过人工手洗和挑选，由于杂质不可能一次性清除，因此需要反复地

加水清洗过滤，费时费力，而且浪费水资源。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针对现有技术之不足，而提供一种节能环保的颗粒状植物清洗

装置，它具有二次过滤效果，过滤范围大，对植物的损伤小，本装置采用将搅拌机构跟过滤

机构结合在一起，使得搅拌机构在搅拌清洗大米的同时，不断转动的过滤装置还能有效地

将漂浮杂质收集起来，并且本装置能循环利用水资源，对植物进行过滤，节能环保。

[0004]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措施如下：

[0005] 一种节能环保的颗粒状植物清洗装置，包括底座，所述底座的顶面后侧中心固定

有向上延伸的支撑柱，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柱的上端前侧面设有铰接耳，清洗桶的后侧外

表壁上所具有的铰接座铰接在铰接耳上，所述支撑柱上设有矩形通槽，矩形通槽位于铰接

耳的正下方，矩形通槽中固定有水平支撑气缸，所述水平支撑气缸的活塞杆端固定有弹性

球，弹性球水平顶靠在清洗桶的外侧壁上使清洗桶处于水平状态；所述支撑柱的顶面具有

矩形凹槽，矩形凹槽中设有升降气缸，所述升降气缸的活塞杆上固定有沿清洗桶中心方向

延伸的矩形板，所述矩形板的上表面且正对清洗桶的中心固定有旋转电机，所述旋转电机

的输出轴穿过矩形板连接有搅拌过滤装置；所述清洗桶的底面中心具有排水孔，排水孔上

设有底部过滤网，所述清洗桶的前侧壁顶面具有漏水口且在漏水口的一侧设有弧形过滤

口，所述弧形过滤口固定在清洗桶的外侧壁上，所述弧形过滤口的顶面固定有小孔过滤网，

所述清洗桶的壁体顶面且位于弧形过滤口的两侧设有插槽，插槽中插设有大孔过滤网；所

述底座的顶面还设有集水槽。

[0006]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优选，所述搅拌过滤装置包括连接柱，所述连接柱的下方设

有两对相互交错且上下分布的搅拌棍；所述连接柱的上端插设有水平转轴，所述水平转轴

的其中一端设有横截面积为半圆形的过滤盒，所述过滤盒的后半部分的弧形壁上设有多个

过滤孔，所述过滤盒的下表面成型有向下延伸的挡流板，所述水平转轴的另一端设有圆形

板，所述圆形板与连接柱之间设有复位扭簧，复位扭簧套设在水平转轴上，所述复位扭簧的

下端固定在连接柱上所设有的固定凸板上，复位扭簧的上端连接在圆形板上所设有的固定

凸轴上。

[0007]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优选，所述过滤盒的外侧部具有开口，开口处铰接有半圆形

的封板，所述封板的上表面且远离铰接处的一端设有磁铁，磁铁吸附在过滤盒的上表面。

[0008]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优选，所述集水槽中设有水泵，所述矩形板的底面设有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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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且在矩形板的顶面设有与放水龙头相配的电子阀门，所述电子阀门通过水管与水泵相

连接。

[0009]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优选，所述底座的顶面左右两侧设有一对支撑气缸，所述支

撑气缸的活塞杆顶靠在清洗桶的底面所具有的支撑底板的底部上。

[0010]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优选，所述清洗桶的外侧壁上设有一对把手环。

[0011]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优选，所述清洗桶的底面中心成型有向下延伸的螺纹管，螺

纹管与清洗桶的底面中心具有的排水孔相连通，所述螺纹管上套设有密封圈，所述螺纹管

上螺接有密封盖。

[0012]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优选，所述支撑柱的前侧壁上固定有缓冲弹簧，缓冲弹簧包

围在弹性球的周围。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它具有二次过滤效果，过滤范围大，对植物的损伤小，本

装置采用将搅拌机构跟过滤机构结合在一起，使得搅拌机构在搅拌清洗大米的同时，不断

转动的过滤装置还能有效地将漂浮杂质收集起来，并且本装置能循环利用水资源，对植物

进行过滤，节能环保。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一种节能环保的颗粒状植物清洗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另一视角的三维立体图；

[0016] 图3为土2中A处的放大图；

[0017] 图4为本发明的另一视角的三维立体图；

[0018] 图5本发明中搅拌过滤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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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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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0] 由图1至图5所示，一种节能环保的颗粒状植物清洗装置，包括底座1，所述底座1的

顶面后侧中心固定有向上延伸的支撑柱3，所述支撑柱3的上端前侧面设有铰接耳31，清洗

桶2的后侧外表壁上所具有的铰接座23铰接在铰接耳31上，所述支撑柱3上设有矩形通槽

302，矩形通槽302位于铰接耳31的正下方，矩形通槽302中固定有水平支撑气缸37，所述水

平支撑气缸37的活塞杆端固定有弹性球371，弹性球371水平顶靠在清洗桶2的外侧壁上使

清洗桶2处于水平状态；所述支撑柱3的顶面具有矩形凹槽301，矩形凹槽301中设有升降气

缸32，所述升降气缸32的活塞杆上固定有沿清洗桶2中心方向延伸的矩形板33，所述矩形板

33的上表面且正对清洗桶2的中心固定有旋转电机36，所述旋转电机36的输出轴穿过矩形

板33连接有搅拌过滤装置4；所述清洗桶2的底面中心具有排水孔，排水孔上设有底部过滤

网24，所述清洗桶2的前侧壁顶面具有漏水口且在漏水口的一侧设有弧形过滤口25，所述弧

形过滤口25固定在清洗桶2的外侧壁上，所述弧形过滤口25的顶面固定有小孔过滤网27，所

述清洗桶2的壁体顶面且位于弧形过滤口25的两侧设有插槽201，插槽201中插设有大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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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网26；所述底座1的顶面还设有集水槽11。

[0021] 进一步的说，所述搅拌过滤装置4包括连接柱41，所述连接柱41的下方设有两对相

互交错且上下分布的搅拌棍42；所述连接柱41的上端插设有水平转轴43，所述水平转轴43

的其中一端设有横截面积为半圆形的过滤盒44，所述过滤盒44的后半部分的弧形壁上设有

多个过滤孔442，所述过滤盒44的下表面成型有向下延伸的挡流板441，所述水平转轴43的

另一端设有圆形板431，所述圆形板431与连接柱41之间设有复位扭簧44，复位扭簧44套设

在水平转轴43上，所述复位扭簧44的下端固定在连接柱41上所设有的固定凸板413上，复位

扭簧44的上端连接在圆形板431上所设有的固定凸轴432上。

[0022] 进一步的说，所述过滤盒44的外侧部具有开口，开口处铰接有半圆形的封板45，所

述封板45的上表面且远离铰接处的一端设有磁铁451，磁铁451吸附在过滤盒44的上表面。

[0023] 进一步的说，所述集水槽11中设有水泵12，所述矩形板33的底面设有放水龙头35

且在矩形板33的顶面设有与放水龙头35相配的电子阀门34，所述电子阀门34通过水管与水

泵12相连接。

[0024] 进一步的说，所述底座1的顶面左右两侧设有一对支撑气缸13，所述支撑气缸13的

活塞杆顶靠在清洗桶2的底面所具有的支撑底板22的底部上。

[0025] 进一步的说，所述清洗桶2的外侧壁上设有一对把手环21。

[0026] 进一步的说，所述清洗桶2的底面中心成型有向下延伸的螺纹管202，螺纹管202与

清洗桶2的底面中心具有的排水孔相连通，所述螺纹管202上套设有密封圈28，所述螺纹管

202上螺接有密封盖29。

[0027] 进一步的说，所述支撑柱3的前侧壁上固定有缓冲弹簧38，缓冲弹簧38包围在弹性

球371的周围。

[0028]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

[0029] 1、启动升降气缸32使搅拌过滤装置4下降至清洗桶2中，将颗粒状植物放入清洗桶

2中，往清洗桶2中加水，启动支撑气缸13，使支撑气缸13的活塞杆支撑在支撑底板22，减少

清洗桶2在搅拌时对水平支撑气缸37的压力，启动旋转电机36，旋转电机36带动搅拌过滤装

置4转动，四个搅拌棍42在颗粒状植物中进行不断的搅拌，使颗粒状植物中的杂质不断的往

上飘，最终全部漂浮在水面上，而过滤盒44在转动过程中，由于水流的阻挡，首先使得挡流

板441受到水的冲击力带动过滤盒44发生一定角度的翻转，而过滤盒44中不具备过滤孔442

的那部分则翻转到入水中，该部分又形成了阻挡水流功能，因此过滤盒44在转动过程中由

于水流阻挡作用始终会使过滤盒44不具备过滤孔442的那部分沉入水中，而具备过滤孔442

的那部分刚好既可以进行收集杂质，又能让水流通过，完成漂浮杂质的收集后，搅拌过滤装

置4停止转动；在复位扭簧44的作用下，过滤盒44又恢复到开口朝上的状态，不会使收集到

的杂质飘散出去；这是第一次过滤；

[0030] 2、然后利用弧形过滤口25进行第二次过滤，支撑气缸13的活塞杆回缩，水平支撑

气缸37的活塞杆慢慢回缩，使清洗桶2发生翻转，清洗桶2中的水从弧形过滤口25中流出来，

大孔过滤网26用于阻挡颗粒状植物，而小孔过滤网27则用于阻挡杂质，最终使得没有被过

滤盒44过滤掉的杂质会留在弧形过滤口25中，此为第二次过滤，从清洗桶2中流出的水经过

两次过滤已经非常干净，然后进入集水槽11中，在水泵12作用下，通过放水龙头35又回到清

洗桶2中，实现循环清洗，节能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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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3、需要再次清洗时，水平支撑气缸37的活塞杆伸出将清洗桶2顶至水平状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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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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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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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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